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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德〔2018〕155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公布 2018年

佛山市中小学生品德故事比赛

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

按照《佛山市教育局 团市委 佛山市少工委关于开展 2018

年中小学生品德故事比赛系列活动的通知》（佛教德〔2018〕67

号）精神，我市从 7月至 12月举办了 2018年中小学生品德故事

比赛系列活动。经初赛和决赛，评选出了中小学生品德故事比赛

优秀组织奖 15个；小学组特等奖 10人、一等奖 20人、二等奖

50人、三等奖 84人；中学组特等奖 10人、一等奖 12人、二等

主动公开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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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12人、三等奖 14人。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

附件：2018年佛山市中小学生品德故事比赛获奖名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18年 1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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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年佛山市中小学生品德故事
比赛获奖名单

一、优秀组织奖

序号 获奖单位

1 佛山市第一中学

2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3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中学

4 顺德区顺德德胜学校

5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富安中学

6 佛山市同济小学

7 佛山市铁军小学

8 禅城区环湖小学

9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中心小学

10 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11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12 顺德区勒流镇上江小学

13 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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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15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二、小学组

（一）特等奖及优秀辅导老师奖。

序号 学校名称 选手姓名 辅导老师

1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许媛 莫莉华

2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中心小学 陈怡雯 杨霞

3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里小学 曾灵可 杨晓玲

4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中心小学 辜子芸 朱琳

5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赵紫昕 葛娜

6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上江小学 卢晶湘 关文婷

7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小学 刘雨桐 刘琰

8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逄双亦 谭翠文

9 佛山市同济小学 黎冠麟 蔡捷

10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凤翔小学 张懿涵 卢玉冰

（二）一等奖。

序号 学校名称 选手名称

1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刘品泽

2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吴语彤

3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中心小学 黄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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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 陈广晋

5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江玥霖

6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南小学 余子欣

7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小学 林于涵

8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蔡沛希

9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裕源小学 黎晓微

10 佛山市顺德区顺德一中附小新德业学校 唐萌

11 佛山市同济小学 邝可为

12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潘语桐

13 佛山市铁军小学 洪文枢

14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城区中心小学 唐子晴

15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黄奕秋

16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上江小学 钟祥誉

17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南区小学 杨宇萌

18 佛山市禅城区东鄱小学 黄琦琦

19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桃园小学 黄泳森

20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三小学 王子轩

（三）二等奖。

序号 学校名称 选手姓名

1 顺德区容桂容边小学 夏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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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佛山市同济小学 梁晨露

3 南海区南海中心小学 雷芷淇

4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张可辰

5 顺德区容桂街道容里小学 许兆君

6 禅城区环湖小学东校区 罗浩林

7 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马千珺

8 顺德区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麦恩宁

9 顺德区容桂街道幸福陈占梅小学 冀佳键

10 佛山市鸿业小学 孙艺伦

11 佛山市同济小学 刘明可

12 顺德区勒流中心小学 林晓华

13 顺德区育贤实验学校 蔡立培

14 顺德区育贤实验学校 凌星凯

15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戚浩翔

16 顺德区勒流街道江义小学 梁宇

17 佛山市白燕小学 刘思颖

18 顺德区容桂街道扁滘小学 谭宇鹏

19 顺德区杏坛镇昌教小学 黄睿

20 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德养正学校 伊梓豪

21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杨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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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南海区桂城街道南光中英文学校 陈建宇

23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林嘉儿

24 顺德区勒流街道稔海小学 蔡欣蕾

25 佛山市同济小学 严子淇

26 顺德区容桂街道泰安小学 陈简

27 顺德区育贤实验学校 吴颖儿

28 顺德区伦教街道北海小学 陈紫萱

29 顺德区龙江镇陈涌聚龙小学 曹俊妍

30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龚渝珊

31 顺德区龙江镇陈涌聚龙小学 赖沛祺

32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刘俊禧

33 顺德区杏坛镇新联小学 吴慧琳

34 顺德区顺德一中附小新德业学校 麦景彦

35 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林思睿

36 顺德区勒流街道上江小学 伍伟豪

37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陈哲彤

38 顺德区杏坛中心小学 雷雨涵

39 顺德区伦教街道培教小学 陈思默

40 顺德区勒流街道稔海小学 秦湘敏

41 顺德区勒流街道梁季彝纪念学校 黄煜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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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沈君懿

43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二小学 周思涵

44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卓晖

45 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唐芯睿

46 佛山市实验学校 朱语涵

47 顺德区勒流街道上江小学 曹宇彤

48 禅城区东鄱小学 邓琳

49 三水区西南街道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徐嘉欣

50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余欣桐

（四）三等奖。

序号 学校名称 选手姓名

1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刘子鸣

2 顺德区勒流街道上江小学 陈思洋

3 顺德区容桂街道幸福陈占梅小学 胡欣妍

4 佛山市铁军小学 江梓菡

5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黄敏谦

6 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小学 肖子轩

7 顺德区容桂南区小学 雷阮贝宜

8 顺德区龙江镇华东小学 李咏枝

9 顺德区容桂街道华口小学 陈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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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顺德区伦教街道北海小学 刘佳瑜

11 顺德区大良街道云路小学 刘翰霖

12 顺德区勒流街道梁季彝纪念学校 门可欣

13 顺德区容桂街道泰安小学 曾岱靖

14 顺德区伦教街道北海小学 周雨鹭

15 高明区更合镇中心小学 曾婉华

16 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三小学 黎梓彦

17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钱珂昕

18 顺德区乐从镇沙滘小学 陈子聪

19 顺德区顺德一中附小新德业学校 许思蔓

20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邹炜欣

21 顺德区北滘中心小学 莫思晴

22 顺德区容桂街道扁滘小学 陆子钊

23 佛山市铁军小学 孙麒翔

24 顺德区勒流街道裕源小学 范子琳

25 顺德区乐从镇沙滘小学 于熙冉

26 顺德区勒流街道稔海小学 周文健

27 顺德区伦教街道北海小学 何佳宜

28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梁子浩

29 顺德区杏坛镇光华小学 杨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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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顺德区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余汶霖

31 禅城区东鄱小学 林雅诗

32 顺德区伦教街道培教小学 黄紫涵

33 南海区南光中英文学校 梁慧怡

34 顺德区勒流街道冲鹤小学 官瑞宁

35 南海区丹灶镇有为小学 梁航睿

36 顺德区容桂街道高黎小学 张子晨

37 顺德区容桂街道华口小学 文晓君

38 顺德区容桂街道华口小学 吕 欣

39 顺德区伦教街道北海小学 余晓彤

40 南海区九江镇东方六社小学 陈琛瑶

41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冯靖恩

42 高明区荷城街道西安小学 谢心怡

43 顺德区杏坛镇昌教小学 艾忆彤

44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郑小妍

45 顺德区乐从镇沙滘小学 张诗瑜

46 顺德区勒流街道冲鹤小学 潘韵晴

47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二小学 官玉玲

48 南海区九江镇东方六社小学 杨烨

49 佛山市鸿业小学 罗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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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禅城区环湖小学东校区 区恩彤

51 佛山市同济小学 徐子成

52 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三小学 何景殷

53 高明区荷城街道西安小学 何雅婷

54 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小学 谢梓晨

55 顺德区勒流中心小学 王卓熙

56 南海区九江镇儒林第二小学 潘耀鹏

57 南海区丹灶镇有为小学 陈昶荣

58 南海区丹灶镇有为小学 曾曦

59 南海区狮山镇联和吴汉小学 赖铛洋

60 顺德区龙江镇城区中心小学 张恺荧

61 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小学 周斯瑶

62 顺德区勒流街道冲鹤小学 唐嬴斌

63 南海区大沥镇城南小学 陈宇浩

64 顺德区龙江镇城区中心小学 黎向晴

65 佛山市元甲学校 陈辰

66 佛山市元甲学校 何思远

67 南海区丹灶镇有为小学 钱巧倩

68 顺德区容桂街道高黎小学 王燕妮

69 南海区九江镇儒林第二小学 何泳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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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张誉宝

71 佛山市第六小学 周和玥

72 顺德区大良街道凤翔小学 段佳颖

73 顺德区勒流街道冲鹤小学 陈罗琳

74 顺德区勒流街道冲鹤小学 方慧莲

75 顺德区龙江镇华东小学 何慧

76 顺德区北滘镇莘村小学 钟幼熙

77 顺德区北滘镇莘村小学 钟幼熙

78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金凯琳

79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蔡舒然

80 顺德区杏坛镇光华小学 王思颖

81 三水区三水实验小学 邱臻臻

82 顺德区勒流街道江义小学 汪文玉

83 顺德区勒流街道稔海小学 张惠惠

84 顺德区容桂街道华口小学 李金蔚

三、中学组

（一）特等奖及优秀辅导老师奖。

序号 学校名称 选手姓名 辅导老师

1 佛山市实验学校 卢嘉琳 安勤科

2 南海区桂城中学 王子恒 赵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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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佛山市第一中学 白玥雨辰 徐振敏

4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刘梦 黄芷璐

5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陈愿与 黄芷璐

6 佛山市第二中学 谭济嵘 李艳黎

7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黄博儒 黄芷璐

8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李晓晴 黄芷璐

9 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黄婉涵 曾一航

10 佛山市超盈实验中学 杨柳絮 曾彩珍

（二）一等奖。

序号 学校名称 选手姓名

1 顺德区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梁凯欣

2 佛山市城北中学 崔隽赫

3 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郭家洁

4 顺德区容山中学 高林涛

5 顺德区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谢钰银

6 顺德区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韩昊阳

7 顺德区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王紫琳

8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黄骏禧

9 南海区狮山镇罗村第二初级中学 王晓琳

10 佛山市实验中学 吴佩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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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佛山市第一中学 关凯琳

12 佛山市超盈实验中学 焦虹

（三）二等奖。

序号 学校名称 选手姓名

1 高明区沧江中学 易悠扬

2 顺德区伦教中学 许泽淇

3 顺德区容山中学 邓震

4 高明区沧江中学 陈颖

5 顺德区伦教中学 盘桐言

6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叶芷茵

7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吕晓琳

8 顺德区伦教中学 刘子伟

9 顺德区勒流富安中学 潘嘉慧

10 顺德区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李启臻

11 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陈碧容

12 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林怡佳

（四）三等奖。

序号 学校名称 选手姓名

1 顺德区伦教中学 王然平

2 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陈琪、刘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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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初中 李燃、李林芫

4 顺德区勒流中学 陈好

5 佛山市第一中学 符拯

6 顺德区伦教汇贤初级中学 张思悦

7 顺德区伦教中学 陈德荣

8 顺德区龙江丰华中学 刘雅诗

9 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邓安裕

10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魏楚衡

11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郑煜坤

12 佛山市城北中学 吴绮玟

13 顺德区伦教汇贤初级中学 吴璐冰

14 顺德区伦教汇贤初级中学 张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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