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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山西省少先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
公 示

按照《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青团山西省委关于

五四评选表彰的通知》（晋人社厅函〔2022〕221 号）文件要求，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团省委、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

省少工委《关于评选山西省少先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的补充通

知》（晋少联发〔2022〕3 号）安排部署，按照自下而上、逐级推

荐的方式，由省级专家评审会审核通过，省人社厅、团省委、省

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研究决定拟表彰 2022 年度山西省

优秀少先队员 198 名、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118 名、优秀少先队工

作者 30 名、星星火炬奖 29 名，山西省少先队红旗大队 60 个、优

秀少先队中队 100 个、少先队工作先进学校 59 个。

按照通知要求，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23 年 2 月 20 日至 2

月 24 日。对公示对象如有异议，提倡实名向评选领导办公室反映

（办公室设在省少工委办公室），省少工委办公室联系电话：0351

－4178345，邮寄地址：太原市青年路 8 号团省委 211 办公室，电

子邮箱：sxssgw@163.com。

附件: 2022 年度山西省少先队优秀个人、先进集体候选名单

山西省少工委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20 日

mailto:sxssg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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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度山西省少先队优秀个人、先进集体

候选名单

少先队员

（198 名）

太原：（24 名）

李梓萱 曹猷成 方思涵 任炯漉 李逸可 王睦涵 杜 滨

袁祎凡 付若彤 刘诗祺 姚骁洋 王宇博 亢怡诺 王博群

杨淼驿 李钰嫣 崔一宁 张予彤 刘禹奇 李泽楷 阎子江

刘馨忆 杨璐萌 高千雅

大同：（20 名）

张馨匀 邢燕茹 温安丽 王欣妍 白宗冉 张馨予 段致远

杜 煊 曹博臻 陈彦秋 何梦佳 兰姝昶 刘佳颖 马 硕

齐 凌 王玟婷 王沛哲 王 元 张 瀚 张 彦

阳泉：（11 名）

李泽程 吴秉鸿 王晨昊 杨俊莉 李晗玥 王芮皙 朱俞瑾

白杰旭 魏璟祺 周品孝 魏雨萱

长治：（20 名）

王煜棋 李哲一 崔玉轩 杨紫晔 郭子墨 史雨菡 范钰然

陈宣潼 牛欣柯 王柯涵 董雨桐 史淑鑫 张晓沛 孟靖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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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梦迪 李博雯 郭炫含 王子军 王森林 仝啸泽

晋城：（12 名）

陈熠楠 常秦昕 张知润 苏力可 陈奕霏 靳子霆 张涵舒

邵义凯 张博涵 王凌薇 申笑寒 薛傲涵

朔州：（12 名）

丁 立 陈筱菁 李炳睿 于子轩 边 辽 姚皓渊 韩怡杨

白佳宁 郭澔睿 赵昊宇 王天阳 武靖玥

忻州：（20 名）

苏妍丹 高俪芯 冯钰雅 吉鹏宇 谢琪媛 杨闵淦 郑清源

郭祉妍 杨若溪 蒋柠妃 郭昕烨 李诗涵 高宇涵 邓凯阳

祁笑熙 范晋瑀 党丹悦 侯抒君 李婧瑜 冯婉倪

吕梁：（20 名）

席子腾 和晓博 郭丰源 王梓萌 张婧喆 郭艺玮 刘译阳

李梓涵 张语涵 辛海娇 高婧芳 郭秋彤 肖舒豪 程鸿昶

王庆跃 贺怡然 贺钰涵 薛祖山 张馨悦 王姝雅

晋中：（20 名）

冯子檬 苏小林 郭亚溶 肖愉其 周芯如 赵佳浩 董凡然

温可心 雷淑雯 渠钰清 张艺轲 陆雯昕 荀楚媛 田婉萱

刘怡蓉 郭俊杰 刘曼君 焦雍杰 张潇冰 裘淼棋

临汾：（19 名）

胡新博 才卓羽 张嘉琪 石博予 冯立涵 田炳垚 薛淏轩

郭书言 成姝锦 张哲齐 冯敬涵 滑彦钧 于雯竣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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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姝曼 郭子逍 闫彤语 强博浩 冀子乐 王嘉钰

运城：（20 名）

李瑾欣 任佟霖 樊懿论 常轩玮 高宁璐 董星瑶 李思艺

石曦怡 杨博皓 翟琛溪 白炀迪 杨和鑫 闫靖琦 李宇晨

李承锐 柴建佐 孙艺菲 秦嘉怡 赵慷玉 翟宣羽

少先队辅导员

（118 名）

太原：（21 名）

罗 炜 小店区恒大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温 娜 小店区八一小学校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冯颖娟 小店区育杰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徐 茜 迎泽区并州路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齐芳芳 迎泽区双语实验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王润莲 迎泽区大南关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郭 祎 杏花岭区新道街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马建国 杏花岭区少年宫党支部书记（校外辅导员）

左俊丽 杏花岭区杨家峪街道淖马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刘敏霞 尖草坪区教育局团委书记、少先队总辅导员

王 颖 万柏林区玉河街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杜小俊 晋源区一电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于丹丹 古交市第九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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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艳芳 清徐县金川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潘 佳 清徐县清源镇初级中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高彩霞 阳曲县阳兴小学校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张秀红 娄烦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刘敬宇 山西大学附属子弟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武星言 太原市外国语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张 颖 太原市青少年宫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校外辅导员）

郝 瑞 太原市第四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大同：（11 名）

王建芸 云冈区杨家窑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张莉红 灵丘县城镇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郭润萍 广灵县第一小学校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靳忠花 阳高县龙泉镇中心校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李忠芳 天镇县第二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孙雅洁 大同市煤矿第一中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王腊梅 平城区第四十四小学校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王永利 平城区水泊寺派出所民警（校外辅导员）

吴 曌 阳高县西北示范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赵 芳 天镇县第一小学校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都 蕾 平城区第四十小学校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阳泉：（8 名）

张海琴 平定县冠山镇河头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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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芳 平定县锁簧示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王 晶 盂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王素珍 郊区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马素梅 矿区平潭街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石桂萍 阳泉市下站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闫 伟 城区一席教育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校外辅导员）

郭 静 矿区马家坪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长治：（10 名）

潘娟娟 长治市第二十中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赵永威 长治市第十二中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王丽芬 长治市实验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霍鹏芳 潞州区针漳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马燕芳 屯留区西流寨中心学校少先队总辅导员

杨 姣 长子县东方红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郭瑞凝 平顺县阳光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安建娥 沁源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白 杨 襄垣县永惠小学校外辅导员（校外辅导员）

韩婷婷 黎城县城关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晋城：（9 名）

王瑞芳 泽州县川底中心小学少先队总辅导员

卫 波 阳城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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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丽 陵川县杨村镇太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张菲菲 沁水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焦 捷 晋城市凤城中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陈凤青 晋城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先队总辅导员（校外辅导员）

郝燕玲 晋城市星河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姬丽虹 高平市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李建霞 泽州县金村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朔州：（8 名）

李树青 朔州市第四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王 莉 朔州市第五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聂玲凤 朔城区第一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薛玉芬 朔州市实验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张少云 怀仁市河头乡寄宿制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秦述宇 怀仁市少先队校外辅导员（校外辅导员）

李喜清 山阴县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杨玉青 应县第三小学校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忻州：（10 名）

汪海蛟 忻府区东街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王献华 定襄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韩红梅 五台县龙泉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姚慧英 繁峙县实验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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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彩荣 宁武县实验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乔昌慧 静乐县爱乐希望小学（校外辅导员）

王晓艳 河曲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赵世英 保德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孟丽清 忻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高美英 忻州市七一路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吕梁：（11 名）

刘雪梅 柳林县柳林镇庙湾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高新秀 柳林县第一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郭晋云 文水县东南街第一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武文杰 孝义市府东街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康新华 兴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李 玲 离石区东关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石彩萍 柳林县柳林镇锄沟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高改燕 方山县城内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马春红 汾阳市教育科技局团工委书记（校外辅导员）

闫丽亚 岚县民觉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高雅梅 临县河渠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晋中：（9 名）

马文姣 榆次区安宁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赵玉丹 太谷区东关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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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婧 祁县第三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王 霞 平遥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乔 玲 介休市新华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付玉梅 榆社县箕城镇东汇中心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白瑞希 和顺县滨河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聂 敏 寿阳县北大街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安智渊 榆次一中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临汾：（11 名）

阴娜娜 尧都区屯里联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景鹏云 尧都区铁十五局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张满喜 襄汾县景毛乡景毛小学校（校外辅导员）

刘 凯 洪洞县大槐树镇西街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王玉珍 霍州市赵家庄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王三朵 侯马市路西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杨 瑞 曲沃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成 芳 浮山县城关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毕巧荣 安泽县城关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柳艳丽 翼城县城内完全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乔 宁 蒲县东关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运城：（10 名）

尉红霞 运城市大运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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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蕊 盐湖区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原冬霞 河津市第四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吉淑娟 临猗县示范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王月菊 万荣县城关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王牡丹 新绛县西街实验小学北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范东峰 绛县第一实验小学校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刘卫平 稷山县西北街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王麦芳 平陆县直初中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刘冯欢 夏县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校外辅导员）

少先队工作者

（30 名）

太原：（5 名）

武立荣 迎泽区滨河小学校校长、少工委主任

戴 子 迎泽区双西小学校校长、少工委主任

王慧芳 尖草坪区教育局副局长、区少工委副主任

王瑞红 晋源区少工委挂职副主任

刘月艳 阳曲县新阳街小学校校长、少工委主任

大同：（3 名）

张占斌 云州区西坪镇中心小学校少工委主任

张慧江 新荣区第一小学校少工委主任

宋红霞 天镇县第五小学少工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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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2 名）

史永成 矿区贵石沟小学教育集团少工委主任

赵秀枝 郊区文苑小学少工委主任

长治：（3 名）

胡晓瑜 长治市少工委办公室主任

苗洪斌 共青团武乡县委副书记、少工委副主任

闫慧娟 共青团壶关县委副书记、少工委副主任

晋城：（2 名）

富展路 晋城市第四中学校少工委主任

龚晋丽 晋城市城区凤凰山矿小学校少工委副主任

朔州：（2 名）

史宏伟 朔城区少工委副主任（挂职）

王晓龙 共青团怀仁市委书记、怀仁市少工委主任

忻州：（2 名）

原毓涛 神池县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科员

杨富春 河曲县南元明德小学校长、少工委主任

吕梁：（3 名）

雷俊青 中阳县培英小学校校长兼少工委主任

张芳芳 临县团委副书记、少工委副主任

赵朝辉 孝义市湖滨路小学少工委主任

晋中：（3 名）

张亚俊 共青团平遥县委少工委副主任

刘韦唯 共青团晋中市委学少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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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凡 晋中市教育团工委少工委工作负责人

临汾：（3 名）

郑俊莉 共青团尧都区委员会副书记 、少工委副主任

臧 宁 共青团乡宁县委书记、乡宁县少工委主任

薛志蓉 共青团古县委员会副书记、少工委副主任

运城：（2 名）

原靖丽 共青团新绛县委副书记、少工委专职副主任

杨 丽 运城力行中学西校团委书记、少工委副主任

“星星火炬”奖

（29 名）

太原：（6 名）

郭丽河 小店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局长

张 涛 迎泽区教育局局长

闫卫忠 古交市新联会会长

李美娟 清徐县东湖街道清源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

韩建峰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太原有限公司阳曲分公司经理

王俊智 山西国际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

大同：（2 名）

贾 启 山西毅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文涛 大同市平城区财政局科员

阳泉：（2 名）

李曜雷 阳泉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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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涛 中共阳泉市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

长治：（3 个）

杨学明 平顺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武文波 沁县定昌中心校校长、少工委主任

王艳飞 潞州区东关小学校长、少工委主任

晋城：（2 名）

潘丽丽 沁水县教育局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

李小军 晋城市实验小学校副校长、少工委副主任

朔州：（2 名）

田 骄 朔州市交警大队交警

赵树峰 朔州市社工协会秘书长

忻州：（2 名）

任 红 中共宁武县委副书记（挂职）

姚温克 温州贝尔教仪有限公司总经理

吕梁：（2 名）

张建永 离石区永宁小学党支部副书记

张信鹏 汾阳市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

晋中：（2 名）

任建灵 灵石县马和小学校长、少工委主任

胡 萍 晋中市图书馆馆长

临汾：（3 名）

张前疆 临汾市教育局政教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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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婧萱 临汾市财政局科员

李白翎 临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福利科科长

运城：（3 名）

胡丹英 夏县副县长

杨秀斌 永济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

赵高峰 山西恒勃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少先队红旗大队

（60 个）

太原：（7 个）

小店区九一小学校少先队大队

尖草坪区科技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

太原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少先队大队

古交市第十二小学校少先队大队

清徐县实验小学校少先队大队

阳曲县中学教育集团锦绣校区少先队大队

娄烦县君宇实验学校少先队大队

大同：（6 个）

新荣区青泽学校少先队大队

浑源县鑫源小学少先队大队

浑源县穆岳小学少先队大队

灵丘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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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

广灵县第六中学校少先队大队

阳泉：（4 个）

平定县实验小学校少先队大队

郊区旧街乡桃苑学校少先队大队

矿区十八中少先队大队

新华小学少先队大队

长治：（6 个）

长治市火炬中学少先队大队

长治市友谊小学校少先队大队

潞州区建设东路小学校少先队大队

武乡县城关小学少先队大队

长子县丹朱镇东街学校少先队大队

上党区韩店小学少先队大队

晋城：（4 个）

高平市东方红小学少先队大队

阳城县第三小学少先队大队

沁水县东关小学少先队大队

晋城市实验中学校少先队大队

朔州：（4 个）

朔城区第二小学校少先队大队

平鲁区敬德学校少先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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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仁市第二实验小学校少先队大队

右玉二中少先队大队

忻州：（5 个）

忻府区团结东街小学少先队大队

原平市永康小学少先队大队

代县东关小学少先队大队

岢岚县岚漪镇坪后沟小学少先队大队

偏关县实验小学校少先队大队

吕梁：（6 个）

文水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

孝义市崇德学校少先队大队

离石区朝阳小学少先队大队

岚县城关小学少先队大队

方山县城内小学少先队大队

交城县城内完全小学大队

晋中：（6 个）

榆次区泰山庙街小学少先队大队

祁县第四小学少先队大队

介休市北坛小学少先队大队

和顺县串村寄宿制学校少先队大队

昔阳县示范小学少先队大队

寿阳县城西小学少先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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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6 个）

临汾市第三小学少先队大队

临汾市解放路学校少先队大队

临汾市五一路学校少先队大队

霍州市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

侯马市紫金山街小学少先队大队

蒲县城关小学少先队大队

运城：（6 个）

运城市海仓学校少先队大队

盐湖区解放路第一小学少先队大队

万荣县南街小学少先队大队

垣曲县新建小学少先队大队

夏县新建路小学少先队大队

芮城县七一示范小学少先队大队

少先队中队

（100 个）

太原：（12 个）

太原市新力惠中学校三（7）中队

小店区育才小学校三（12）中队（知礼中队）

迎泽区马庄小学校六（1）中队

杏花岭区后小河小学校五（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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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草坪区恒大御景湾实验小学校三（6）中队

尖草坪区恒山路小学校四（1）中队

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校三（6）中队

晋源区晋祠镇花塔小学校六（2）中队

古交市第四小学校六（3）中队

清徐县紫林路小学校四（1）中队

阳曲县城东路小学校三（2）中队

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校五（4）中队

大同：（7 个）

天镇县迎宾小学校二（3）中队

云州区倍加造中心小学校五（2）中队

新荣区鸿博学校四（1）中队

云冈区口泉第六小学二（3）中队

广灵县第三中学校 2021-1中队

大同市第二十一中学校四（4）中队

阳高县金光小学六（2）中队

阳泉：（7 个）

平定县第三实验小学五年级（3）中队

盂县第四实验小学四年级（1）中队

郊区平坦镇辛兴小学二中队

阳泉市实验小学四（3）中队

矿区洪城河小学五（4）中队

开发区巨兴小学三年级“七彩园”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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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荫营镇三郊小学六中队

长治：（10 个）

潞州区台上小学校四年级中队

上党区柳林学校六（3）中队

屯留区李高中心学校四（2）中队

襄垣县西关学校三（5）中队

平顺县石城镇石城学校六年级中队

黎城县东关小学四（２）中队

壶关县阳光小学校四（5）中队

长子县丹朱镇同昱学校四（3）中队

沁县胜利小学五（3）中队

沁源县任之恭小学五（3）中队

晋城：（7 个）

高平市第六中学小学部五（4）中队

阳城县町店完小五年级中队

陵川县崇文镇城南友谊小学三（5）中队

沁水县西关小学四（2）中队

晋城市凤台中学 241 中队

晋城市中原街中学七（3）中队

晋城爱物学校 47 中队

朔州：（7 个）

朔州市实验小学三（7）中队

朔城区第四小学校六（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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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鲁区第二小学校三（2）中队

怀仁市郝家寨寄宿制小学六（3）中队

山阴县第二小学校五（1）中队

应县第五小学校五（2）中队

右玉县明德小学五（1）中队

忻州：（10 个）

定襄县北关学校五（2）中队

五台县东冶实验小学二（5）中队

宁武县西关小学校四（4）中队

神池县南关明德小学三（5）中队

五寨县第四小学五（1）中队

岢岚县桃园昇实验小学四（2）中队

河曲县实验小学二（1）中队

忻州市实验小学 187 中队

忻州市第五中学 2107 中队

忻州市第十三中学四（1）中队

吕梁：（10 个）

柳林县青龙示范小学少先队五（2）中队

文水县文东新区学校少先队五（4）中队

兴县阳光小学二(1)中队

中阳县城内北街小学四（3）中队

岚县岚城小学少先队五中队

汾阳市东关小学五（4）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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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一中附属崇文学校三（3）中队

交口县第二中学校少先队七（277）中队

交城县新建小学五（5）中队

石楼县第五小学六（1）中队

晋中：（10 个）

榆次区花园路小学少先队大队六（1）中队

太谷区胡村小学杨靖宇中队

祁县第二小学 271 中队

介休市第二中学校 365 雄鹰中队

灵石县第三小学五年级 182 中队

榆社县桃阳中心学校五（2）中队

左权县西关学校少先队大队六（3）中队

和顺县东关示范小学六（4）中队

昔阳县实验小学二（3）中队

寿阳县城内小学少先队大队四（1）中队

临汾：（10 个）

临汾市第一小学二（6）中队

临汾市乡贤街小学校六（3）中队

临汾市特殊教育学校培（6）中队

襄汾县第四小学校三（2）中队

古县城镇第二小学三（1）中队

乡宁县关王庙乡中心学校五（2）中队

吉县西关小学六（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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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宁县幸福学校五（1）中队

隰县龙泉小学二（3）中队

永和县城关小学四（3）中队

运城：（10 个）

盐湖区红旗小学四（1）中队

永济市城北街道初级中学校八（10）中队

临猗县双塔小学四（4）中队

稷山县育英小学四（3）中队

新绛县西街试验小学三（3）中队

绛县华晋学校四（1）中队

闻喜县道北小学三（4）中队

夏县泗交镇初级中学八（1）中队

平陆县实验小学四（5）中队

芮城县学府东街小学四（5）中队

少先队先进学校

（59 个）

太原：（6 个）

小店区黄陵街道黄陵小学校

迎泽区东岗小学校

杏花岭区五一路小学校

万柏林区公园路万科紫郡小学校

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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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源区姚村镇高家堡小学校

大同：（6 个）

云州区城镇第二小学校

云冈区西花园小学

灵丘县沙坡小学校

左云县北街小学校

平城区御河小学校

大同市逸夫小学校（平城区四十五校）

阳泉：（4 个）

平定县东关小学校

盂县第三实验小学

郊区育才小学

阳泉市第十九中学校

长治：（7 个）

潞州区八一路小学校

潞城区实验小学

壶关县实验小学校

平顺县青羊小学

沁县东风小学

沁源县沁河镇城北小学

屯留区树人小学

晋城：（3 个）

泽州县枣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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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县崇文镇城东明德小学

晋城市第五中学校

朔州：（3 个）

朔州市第二中学校

朔城区第九小学校

怀仁市第三实验小学校

忻州：（6 个）

原平北方现代双语学校

繁峙县彩璟小学

五寨县第三小学校

保德县第十一小学校

忻州市长征小学

忻州市和平小学

吕梁：（6 个）

柳林县上海实验小学

孝义市金晖小学

兴县一二〇师学校

中阳县宁兴学校

临县柏树沟九年制学校

离石区呈祥路小学

晋中：（6 个）

榆次区文苑街小学

榆次区羊毫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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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谷区侯城小学校

榆社县郝北中心校

左权县示范小学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学校

临汾：（6 个）

临汾市第三中学校

临汾市第二小学

尧都区临钢小学校

洪洞县城关古槐小学

翼城县北关小学校

曲沃县乐昌镇北关小学

运城：（6 个）

河津市第三小学

稷山县稷王小学

绛县第二实验小学

垣曲县七一小学

平陆县西街小学

夏县城内小学


	（19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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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名）
	（2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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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区荫营镇三郊小学六中队
	（59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