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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教体艺卫〔2021〕152 号

洛阳市教育局
关于公布 2021 年度优秀学生社团

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

为加强学生社团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总结推广学生社团

管理的典型经验，市教育局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度优秀学生社团

评选活动。根据学生社团申报，所在学校推荐，经组织专家

组评审，对申报的 126 个学生社团，评选出优秀学生社团共

89 个，现予以公布。

洛阳市教育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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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获奖的学生社团和指导教师再接再厉，努力工作，

取得新成绩；希望广大中小学学习先进经验，做好学生社团

建设工作，满足学生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育人功

能。

附件：2021 年度优秀学生社团名单

2021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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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1 年度优秀学生社团名单
单位 社团名称 指导教师 证书编号

瀍河回族区第三实验小学 龙飞武社 杨巧娟 YXXSST21001

洛阳外国语学校（高中） 校园篮球社团 孙楠 YXXSST21002

栾川县狮子庙中心小学 炫彩空竹社团 李珂 YXXSST21003

新安县紫苑小学 炫酷足球社团 陈五香 YXXSST21004

洛阳市第十五中学 田径社团 冯程程 YXXSST21005

嵩县实验中学 追梦篮球社团 王珂 YXXSST21006

涧西区东升二中东明校区 五成教育乒乓球社团 胡一斐 YXXSST21007

嵩县江苏双语实验学校 少年旋风足球社团 冯冰心 YXXSST21008

嵩县陆浑镇初级中学 绿茵足球社团 石龙怿 YXXSST21009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 武酷社团 李晓伟 YXXSST21010

宜阳县锦屏镇河下小学 绳舞少年跳绳社团 李怀锋 YXXSST21011

宜阳县三乡镇西村小学 火峰篮球社团 常素婷 YXXSST21012

孟津区朝阳镇中心小学 “星帆”足球社团 张贝蓓 YXXSST21013

涧西区天津路小学 绳彩飞扬跳绳社团 郑涛 YXXSST21014

伊滨区庞村镇第三初级中学 绳彩飞扬跳绳社团 薛利芳 YXXSST21015

洛宁县永宁小学 追梦足球社团 张阳 YXXSST21016

偃师区大口镇中学 星光足球社团 马丽豪 YXXSST21017

吉利阳光小学 七彩篮球社团活动 王梦杰 YXXSST21018

洛阳市龙门第二实验学校 少儿篮球社团 田会艳 YXXSST21019

新安县石寺镇第一初级中学 圆梦足球社团 裴龙 YXXSST21020

宜阳县实验二高 “Free Run”田径社团 董祖辉 YXXSST21021

孟津区平乐镇张凹小学 希望之星乒乓球社团 许雅珂 YXXSST21022

洛阳市实验小学 小水滴足球社团 王少强 YXXSST21023

高新区第二实验学校 周山狼篮球社 封高贺 YXXSST21024

高新区实验小学 篮球社团 宋艳辉 YXXSST21025

栾川乡初级中学 田径社团 程双利 YXXSST21026

新安县城关三中 城关三中篮球少年营社团 柳学伟 YXXSST2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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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县五头镇五头小学 逐梦足球社团 李润 YXXSST21028

伊川县实验高中 凝冰篮球社团 刘燕 YXXSST21029

孟津区白鹤镇初级中学 鹤翔体育社团 王朝辉 YXXSST21030

涧西区天香小学 逐梦足球社团 姚红伟 YXXSST21031

洛阳外国语学校（初中） 足球社团 詹亚嘉 YXXSST21032

偃师区伊洛中学 绿茵梦想足球社团 杨永强 YXXSST21033

洛龙区定鼎门小学 炫酷轮滑队社团 李永红 YXXSST21034

洛阳市第四十四中学 星辉足球社 秦沙沙 YXXSST21035

伊川县滨河高中 群英会武术爱好者社团 远雪利 YXXSST21036

新安县李村一中 田径社团 邵燕 YXXSST21037

伊川县白沙镇下磨小学 竹竿舞社团 郝迎利 YXXSST21038

洛宁县城郊乡坞西初级中学 启航足球社团 亢理乐 YXXSST21039

涧西区东升第三小学 我爱排球 高朦朦 YXXSST21040

伊滨区李村镇油赵小学 快乐至上跳绳社团 李少波 YXXSST21041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附属小学 “三郎”花样跳绳社团 韩洪军 YXXSST21042

洛阳市龙门第一实验学校 篮球社团 闫武更 YXXSST21043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阳光足球社团 马文暄 YXXSST21044

洛宁县思源实验学校 乐途足球社团 王明博 YXXSST21045

孟津区横水镇上院小学 “趣味体育”俱乐部 张婷 YXXSST21046

瀍河区新建小学 新建小学田径社团 王 良 YXXSST21047

伊川县第一高中 舞动青春健美操社团 王姣利 YXXSST21048

瀍河回族区第一实验小学 奔跑吧·乒羽社团 张云龙 YXXSST21049

洛阳市第一职业高中 街舞社团 党慧慧 YXXSST21050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 风雨田径社 刘瑾 YXXSST21051

孟津区平乐镇中心小学 飞翔田径社团 孙世栋 YXXSST21052

偃师杜甫中学 雄风足球社团 王东峰 YXXSST21053

栾川县赤土店初级中学 乒乓球社团 李朋飞 YXXSST21054

伊川县直第二小学 昊翔篮球社团 邢首芳 YXXSST21055

伊川县城关街道南府店中心小学 飞扬跳绳社团 方金芳 YXXSST21056

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让子弹飞”射击社团 符天明 YXXSST21057

吉利一中 风之翼轮滑社团 梁培霞 YXXSST2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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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一小 吉峰篮球社团 倪妞妞 YXXSST21059

栾川县庙子镇咸池村完全小学 青春飞扬篮球社团 姚明远 YXXSST21060

新安县洛新小学 阳光篮球社团 孟新 YXXSST21061

伊川县西场小学 跆拳道社团 范更辉 YXXSST21062

伊川县白沙镇白沙小学 白沙小学篮球社团 武飞 YXXSST21063

洛阳市幼儿师范学校 LYS 街舞社团 冯娇蕾 YXXSST21064

孟津区第二高级中学 孟津二高田径社 高志飞 YXXSST21065

伊川县白沙镇初级中学 乒乓球社团 常战营 YXXSST21066

宜阳县锦屏镇高桥小学 星锐篮球社团 马水庆 YXXSST21067

洛阳市实验中学 电子琴社团 王悦 YXXSST21068

洛阳市第八中学 歌舞青春社团 刘璐 YXXSST21069

老城区农校街小学 小新星经典诵读社团 赵晓霞 YXXSST21070

西工区第二实验小学 合雅琵琶 王倩楠 YXXSST21071

伊滨区福民巷小学 悦音合唱团 袁丽娅 YXXSST21072

孟津区城关镇中心小学 “尚乐”音乐社团 单颖真 YXXSST21073

洛龙区龙城双语初级中学 陶笛社团 白玉静 YXXSST21074

新安县正村镇第二初级中学 白象管乐社团 陈利民 YXXSST21075

洛宁县思源实验学校 “丝竹声声”音乐社团 张金朋 YXXSST21076

栾川县第一实验小学 敲击时代架子鼓社团 王强 YXXSST21077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红黄蓝绘画社团 孙艺琰 YXXSST21078

涧西区东升第三小学 “翰墨飘香”书法社团 姚志国 YXXSST21079

西工区西下池小学 版画社团 李婧 YXXSST21080

伊滨区庞村镇东庞村小学 醉铰剪纸社 马俊国 YXXSST21081

洛龙区第一实验小学 三原色美术社团 韩宝玲 YXXSST21082

孟津区城关镇城东小学 “墨彩”美术社团 苗泽圃 YXXSST21083

新安县学林小学 澄泥砚社团 孟欣霞 YXXSST21084

伊川县城关街道实验中心小学 七彩衍纸社团 张焕娜 YXXSST21085

嵩县第二实验小学 金巧手艺术社团 葛素红 YXXSST21086

洛阳市第三十二中学 桂苑之声朗诵社 张权 YXXSST21087

洛宁县第一实验中学 校园美术社团 蒋英刚 YXXSST21088

涧西区英语学校 英鹰绘本创编社团 张娜 YXXSST2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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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9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