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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团联字„2017‟30 号 

 
 

关于表彰第十九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员”、 
第十六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辅导员”、 

第十三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志愿辅导员”、 
吉林省优秀少先队员、少先队工作贡献奖、

少先队红旗大（中）队的决定 
 

各市（州）团委、教育局、少工委，省直团工委，长白山

保护开发区团委，公主岭团市委，梅河口团市委，省少工

委直接联系校： 

为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先队员、少先队工作者和少先队

共 青 团 吉 林 省 委 
吉 林 省 教 育 厅 
吉 林 省 少 工 委 

文件 



 

2 
 

集体的精神风貌和先进事迹，发挥优秀典型的示范带动作

用，激励广大少先队员、少先队工作者和少先队集体向先

进典型学习，积极追求进步，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少工

委决定，授予姜宜杉等 10 名少先队员第十九届“吉林省

十佳少先队员”称号，授予牛春慧等 10 名同志第十六届

“吉林省十佳少先队辅导员”称号，授予王瑜等 10 名同

志第十三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志愿辅导员”称号，授予

杜建烨等 100 名少先队员吉林省优秀少先队员称号，授予

吕丽等 10 名同志“吉林省少先队工作贡献奖”称号，授

予白山市杨靖宇小学少先队大队等 10 个集体“吉林省少

先队红旗大队”称号，授予吉林市丰满区第一实验小学六

（1）中队等 10 个集体“吉林省少先队红旗中队”称号。 

这次表彰的少先队员是新时代广大少先队员中的优

秀代表。他们立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少年队员们身边真实、可学的榜样。

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志愿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贡献奖获得

者是广大少先队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

业，落实少先队组织根本任务，把握少先队组织属性，善

于结合有效教育契机组织丰富多彩的少先队活动，全身心

投入少先队工作，积极推动少先队活动课和少先队活动阵

地建设，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取得了突

出成绩。优秀少先队集体是广大少先队大队、中队的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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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这些队集体组织健全、制度完善，少先队活动课落

实扎实有效，活动开展有特色，对少年儿童的吸引力、凝

聚力较强，充分体现了少先队团结、教育、引导少年儿童

的重要作用。 

希望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争取

新的更大的成绩。 

希望广大少先队员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同伴看齐，从小

学习做人、从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造，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光荣感和组织归属感，为成长为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好全面准备。 

希望广大少先队工作者、基层少先队组织以受到表彰

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脚踏实地、积极进取，用

中国梦激发孩子们心中的理想梦，培养少年儿童对党和社

会主义祖国的朴素感情。 

各级团委、教育行政部门、少工委要认真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

少先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本次表彰为契机，进一步

从思想上、组织上、资源上积极支持各级少先队组织开展

工作，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模范、争当典型的良好

氛围，共同开创我省少先队事业的新局面。 

 

附  件：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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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吉林省委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省少工委 

 

 

2017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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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九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田雯硕 集安市实验小学 

田智瑛 延边州延吉市公园小学 

邢晏溪 辽源市第一实验小学校 

张靖雯 长春市一零八学校小学部 

张瀚允 白山市临江市建国小学 

陈颢元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 

金美岐 梅河口市第一实验小学 

姜宜杉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葛星池 松原市逸夫小学 

程  铖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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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辅导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文雨 

马文华 

王  婷 

牛春慧 

刘  冰 

刘  妍 

张  媛 

柴进延 

黄莉莉 

董莉君 

梅河口市第四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吉林市第二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四平市第二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长春东师中信实验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通化市东昌区第二实验小学德育主任兼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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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志愿辅导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瑜 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支队长 

王冬一 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干事长 

王馨卉 通化广播电视台《心灵港湾》节目制作人 

朱孟彩 珲春网络志愿者协会文艺部长 

李柏慧 吉林市金孔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红飞 白城市通榆县实验小学教师 

张  伟 武警延边州森林支队白河大队政治教导员 

高  迪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团委干事 

曹景常 长春市朝阳区关工委副主任 

潘菊芳 白山市长白第一实验小学校少先队志愿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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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少先队工作贡献奖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合乐 

万星琦 

厉富斌 

吕  丽 

刘桐凤 

杨  晶 

杨雪景 

张琳莉 

黄春雷 

曹昕红 

东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学生工作部副主任 

辽源市第一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延边州安图县第三小学校长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小学党支部书记、学育中心主任 

梅河口市第一实验小学校长 

四平市八一希望学校副校长  

吉林省孤儿学校教师 

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副校长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学生工作部副主任 

东北师范大学东安实验学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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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少先队红旗大队 

长春北师大附属学校少先队大队 

吉林市龙潭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少先队大队 

辽源市龙山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 

通化市江南小学少先队大队 

白山市杨靖宇小学少先队大队 

梅河口解放街中心校少先队大队 

吉林省孤儿学校少先队大队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少先队大队 

东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少先队大队 

长春东师中信实验学校少先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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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少先队红旗中队

吉林市丰满区第一实验小学六（1）中队 

辽源市东辽县实验小学二（1）中队 

白山市靖宇县实验小学五（1）中队 

松原市宁江区实验小学六（8）中队 

白城市洮北区实验小学五（1）中队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第三小学校三（1）中队 

公主岭市八屋镇中心小学校六（1）中队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四（4）中队 

长春东师中信实验学校五（7）中队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六（8）中队



11 

吉林省优秀少先队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欣宇 

王  茁 

王宇菲 

王孝天 

王侨翌 

王采仪 

王泽睿 

王星贺 

王昭扬 

王禹函 

王奕涵 

王钲然 

王玺铭 

王鹤潼 

毛佳玉 

仉梓岳 

孔繁乐 

集安市凉水朝鲜族乡学校 

前郭县蒙古族实验小学 

珲春市马川子乡小学 

长白山池北区第一小学 

桦甸市二道甸子镇中心校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东辽县实验小学 

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 

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 

双辽市第五小学 

桦甸市实验小学 

通化市辉南县实验小学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磐石市第二小学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 

农安县红旗小学 

延边州汪清县第四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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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金桥 双辽市第一小学 

卢泽凡 辉南抚民镇中心小学 

帅一鸣 蛟河市红星小学 

毕偲哲 长岭县实验小学 

吕  畅 怀德镇中心小学校 

吕  童 永吉县口前镇中心小学校 

吕静怡 通化市东昌区环通乡中心小学校 

朱奕衡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朱家仪 解放大路小学校 

朱紫彤 辽源市谦宁街小学校 

伊彦卓 松原市宁江区实验小学 

刘  瑞 梅河口市李炉中心校 

刘卓凡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刘禹迪 辽源市实验中学 

刘美含 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 

刘姝辰 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 

刘雪林 松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校 

刘馨璐 公主岭市朝阳坡镇中心小学校 

关雨彤 吉林省孤儿学校 

孙艺萌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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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则铭 长春东师中信实验学校 

孙羽卓 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小学 

孙若铭 九台区工农小学 

孙雅旋 伊通满族自治县实验小学校 

孙赫聪 白山市江源区实验小学 

纪雨辰 通化市第三实验小学 

杜宛谣 洮北区明仁小学 

杜建烨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 

杜思辰 吉林市丰满区第一实验小学 

李  潞 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四道江小学校 

李一庚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李卓凝 延吉市北山小学 

杨  麦 白山市外国语学校 

杨  淏 松原市逸夫小学 

杨惠晰 洮北区明仁小学 

杨舒涵 长白山池西区第一小学 

肖茗月 长春市第一外国语中学小学部 

邹昊洋 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小学 

沈  瑞 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泉眼镇中心小学 

宋佳凝 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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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人元 

张书宁 

张书铭 

张刘舜 

张笑涵 

张家睿 

张淞博 

苑艺馨 

范家铭 

范曦然 

林胤孜 

罗鑫淼 

金美颐 

吉林市第二实验小学 

辽源市实验小学 

辽源市多寿路小学北校 

杨靖宇小学 

通榆县第二实验小学 

白城市文化小学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 

汪清县第三小学校 

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 

伊通镇满族中心小学校 

范家屯镇铁南小学 

镇赉县团结小学 

梅河口市朝鲜族实验小学 

周  正 桦甸市第一实验 

周禹铮 抚松县第四小学 

郑煜涵 东辽县实验小学 

宗缨格 四平市第二实验小学 

孟俣菲 长春市第一五八中学 

赵珮宇 吉林市龙潭区实验学校 

赵晟宇 吉林市第九中学



 

15 
 

荆稚棋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第一实验小学 

战森禹 珲春市第六小学校 

哈东岐 白山市红旗小学 

祝敬淇 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 

袁艺菲 东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贾颜竹 敦化市实验小学校 

夏  艾 梅河口市第三实验小学 

徐  珺 梨树县第二实验小学 

徐子博 白山市第十七中学 

高  硕 安图县第三小学 

高  鑫 白城市镇赉县新兴小学 

高伟航 辽源市龙山实验小学 

高志国 洮北区平台镇中心校 

高银泽 吉林市昌邑区汇文小学校 

郭子旭 榆树市先锋乡中心小学 

郭柯悦 长春市朝阳区安民街小学 

梅轩源 扶余市实验小学 

韩艺娜 龙井市北安小学校 

韩宛妤 四平市第二实验小学 

韩博铭 公主岭市大岭镇中心小学 



 

16 
 

焦世博 东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解紫铭 吉林市龙潭区实验学校 

满霁晗 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