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 年度乐山市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班集体名单

市 中 区

市级“三好”学生（74 名）

郑昱珉 乐山市第五中学 吴伟民 乐山市第十二中学

胡思雨 乐山市第五中学 王浩健 乐山市第十二中学

黄钕 乐山市第五中学 邹雨莹 乐山市第十二中学

何梦嘉 乐山市第五中学 曾瑶 乐山市第十二中学

曾好 乐山市第五中学 周雨欣 市中区临江学校

王子涵 乐山市第五中学 刘慧 凌云中学学校

王一衡 乐山市第五中学 罗一家 罗汉初级中学

杨林鑫 乐山市第五中学 叶梦涵 茅桥镇初级中学

刘雨杭 乐山市第五中学 樊汝心 茅桥镇初级中学

赵宇洁 乐山市第五中学 朱英娜 牟子学校

徐谦益 乐山市第五中学 陈元忠 牟子学校

吴咏妍 乐山市第五中学 钟妍希 平兴学校

张睿 乐山市城南学校 熊林聪 市中区全福学校

肖潇 关庙乡初级中学 蔡欣雨 乐山市第十三中学

李洋洪 乐山市嘉定中学 周思宇 白马镇初级中学

夏文杰 乐山市嘉定中学 袁文娜 市中区水口学校

陈石滨 乐山市嘉定中学 帅梦雨 市中区童家学校

晁文慧 乐山市嘉定中学 毛雅欣 土主镇初级中学



吴妍 乐山市嘉定中学 周慧玲 杨湾乡初级中学

朱伟 乐山市嘉定中学 商梦婷 悦来学校

向文丽 乐山市嘉定中学 宋启航 青平学校

张雪铃 乐山市嘉定中学 王韵涵 乐山市嘉州学校

朱奕烽 乐山市嘉定中学 许缤语 乐山市嘉州学校

陈心燕 剑峰乡初级中学校 李涵颖 乐山市嘉州学校

王子优 乐山七中 殷妍 乐山市嘉州学校

张珈郡 乐山七中 阮荟 乐山市嘉州学校

侯科良 乐山七中 杨潇 乐山市嘉州学校

辜琪妙 乐山七中 彭骞 乐山市嘉州学校

谢瑾睿 乐山七中 周佳乐 乐山市嘉州学校

向思怡 乐山七中 郑羽菲 市中区海棠实验中学

刘俊岩 乐山七中 艾姿丞 市中区海棠实验中学

祝诗语 乐山七中 唐佳晴 市中区海棠实验中学

熊梓涵 乐山七中 杨璐嘉 市中区海棠实验中学

黎骐宁 乐山七中 衡亦娴 市中区海棠实验中学

孙乐颖 乐山七中 汪思仪 市中区海棠实验中学

彭瑶晟 乐山七中 陈镜白 市中区海棠实验中学

汪兰欣 乐山七中 谢雅林 市中区普仁学校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38 名）

游志兰蕙 乐山市第五中学 王韵涵 乐山七中

龙运洋 乐山市第五中学 胡艺珂 乐山七中

萧云嘉 乐山市第五中学 汪虹羽 乐山七中

廖子源 乐山市第五中学 辜雯婧 乐山市第十二中学

陈学宇 乐山市第五中学 李葭露 乐山市第十二中学

唐宇凡 乐山市第五中学 张琪琪 凌云中学



李诗雅 关庙乡初级中学 孙子惠 罗汉初级中学

梁鑫 乐山市嘉定中学 李锦欣 茅桥镇初级中学

鲍怡丹 乐山市嘉定中学 荣晓琴 牟子学校

梁俊杰 乐山市嘉定中学 张鸣 平兴学校

毛 琦 乐山市嘉定中学 邓亿好 乐山市第十三中学

彭欣洲 乐山市嘉定中学 邹佳欢 白马中学

杨冬乐 乐山市嘉定中学 曾文瑶 杨湾中学

曹心茹 乐山市嘉州学校 余佳玉 悦来乡学校

胡佳玉 乐山市嘉州学校 李慧 青平学校

刘晨 乐山市嘉州学校 任欣怡 市中区海棠实验中学

彭祝乂 乐山市嘉州学校 彭麒心 市中区海棠实验中学

何素娴 乐山七中 罗萌熙 市中区海棠实验中学

李孜豪 乐山七中 魏昕颖 市中区海棠实验中学

市级先进班集体（12 个）

乐山市第五中学 2021 届 3 班 乐山市第十二中学 2021 届 4 班

关庙乡初级中学 2021 届 2 班 市中区全福学校 2021 届 1 班

乐山市嘉定中学 2021 届 2 班 市中区水口学校 2021 届 1 班

乐山市嘉定中学 2021 届 9 班 市中区童家学校 2021 届 1 班

乐山市嘉州学校 2021 届 8 班 土主镇初级中学 2021 届 2 班

乐山七中 2021 届 10 班 市中区海棠实验中学 2021 届 1 班

高新区

市级“三好”学生（3名）

杨文博
乐山高新区嘉祥外国语

学校

王学 车子镇初级中学



李佳欣 安谷镇初级中学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1名）

李佩佳 车子镇初级中学

市级先进班集体（1 个）

乐山高新区嘉祥外国语

学校
2021 届 1 班

五 通 桥 区

市级“三好”学生（29 名）

张俊伟 五通桥中学 刘一铭 牛华中学

李玉杰 五通桥中学 代诗语 牛华中学

罗睿信 五通桥中学 杨诗千 牛华中学

杨小晓 五通桥中学 李金陸 金山初级中学

邵文杰 五通桥中学 唐蕾 金山初级中学

杨林佳 牛华中学 胡章恒 金粟中学

张力文 牛华中学 曹瑞洁 金粟中学

张晓丽 牛华中学 杨星梦 西坝中学

党艺雯 佑君初级中学 吴雯婧 石麟中学

胡奇一 佑君初级中学 龚子欣 蔡金中学

谢梦洁 佑君初级中学 郭新阳 冠英学校

张思扬 佑君初级中学 唐俣嘉 冠英学校

张浩 竹根镇初级中学 袁雨乐 冠英学校

杨熙娣 竹根镇初级中学 周于竣 杨家初级中学

廖靓 竹根镇初级中学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15 名）



蔡润婷 五通桥中学 徐丙坤 金山初级中学

先宇杰 五通桥中学 杨启豪 金粟中学

李诗敏 五通桥中学 黄静 西坝中学

毛元志 五通桥中学 李凤琴 石麟中学

魏千驹 牛华中学 雷馨萍 蔡金中学

杨智杰 佑君初级中学 王珂寓 冠英学校

张瑜琪 竹根镇初级中学 邓雨晴 杨家初级中学

杨诗钰 牛华镇初级中学

市级先进班集体（7 个）

五通桥中学 高 2021 届 10 班 竹根镇初级中学 2021 届 2 班

五通桥中学 高 2021 届 11 班 牛华镇初级中学 2021 届 4 班

牛华中学 高 2021 届 5 班 冠英学校 2021 届 1 班

佑君初级中学 2021 届 5 班

沙 湾 区

市级“三好”学生（27 名）

王 攀 乐山沫若中学 王彦茜 沙湾区实验初级中学

陈佳蕊 乐山沫若中学 王鹏超 沙湾区实验初级中学

王 涵 乐山沫若中学 黎珂宇 沙湾区实验初级中学

邹顺依 乐山沫若中学 古翔铭 沙湾区实验初级中学

王诗军 乐山沫若中学 吉日红子 轸溪镇学校

李欣玲 乐山沫若中学 王 淋 福禄镇中学

吴科昱 乐山沫若中学 陈语鑫 碧山学校

罗游宏 沙湾绥山中学 陈红利 碧山学校

张嵲培 沙湾绥山中学 吕思文 踏水镇初级中学

李钰婷 沙湾绥山中学 苏莎棋 踏水镇初级中学



梁怡菲 沙湾绥山中学 陈思巧 踏水镇初级中学

王 蕾 沙湾绥山中学 罗昌兴 踏水镇初级中学

赵俊婷 沙湾区实验初级中学 魏于佳 踏水镇初级中学

钱瑾雨 沙湾区实验初级中学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15 名）

吴科昱 乐山沫若中学 赵妤丹 沙湾绥山中学

汪雪瑶 乐山沫若中学 葛宇轩 沙湾绥山中学

罗淞文 乐山沫若中学 熊 瑞 沙湾区实验初级中学

王 攀 乐山沫若中学 吕 磊 沙湾区实验初级中学

陈佳蕊 乐山沫若中学 杨佩瑶 碧山学校

赵锐敏 沙湾绥山中学 胡梦玲 踏水镇初级中学

何 梦 沙湾绥山中学 陈雅莉 踏水镇初级中学

汤燕吉 沙湾绥山中学

市级先进班集体（5 个）

乐山沫若中学 2022 届 07 班 福禄镇初级中学 2021 届 3 班

沙湾绥山中学 2021 届 1 班 踏水镇初级中学 2021 届 2 班

沙湾区实验初级中学 2021 届 2 班

金 口 河 区

市级“三好”学生（4名）

周安琪 延风中学 赵家仪 延风中学

廖星洋 延风中学 卢文湘 延风中学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2 名）

梁婷 延风中学 辛一 延风中学



市级先进班集体（2 个）

延风中学 初 2021 届 3 班 延风中学 高 2022 届 1 班

峨 眉 山 市

市级“三好”学生（62 名）

郭佳盈 峨眉一中 郑佳鑫 峨眉二中城东校区

吉以阿沙 峨眉一中 伍俊汐 峨眉二中城东校区

李姝静 峨眉一中 范奕 峨眉三中

李运橙 峨眉一中 黄泽鑫 峨眉三中

梁雅娟 峨眉一中 张乐 峨眉四中

刘霖毅 峨眉一中 杨宇舸 峨眉四中

宋佳雨 峨眉一中 倪兢阳 峨眉四中

谭雅珍 峨眉一中 张雅雯 峨眉四中

汪羽 峨眉一中 何秋雨 峨眉四中

王议钒 峨眉一中 沈妮娜 峨眉四中

李佳怡 峨眉二中 刘米铃 峨眉四中

吉候小虎 峨眉二中 潘寓 峨眉七中

张耀辉 峨眉二中 帅懋允 峨眉七中

刘佳媛 峨眉二中 邹娜 罗目中学

周子剑 峨眉二中 周苗英 双福中学

康文英 峨眉二中 王永霞 龙池中学

宋雨谦 峨眉二中 伍雨菲 大为中学

朱雨佳 峨眉二中 吉克克拉 峨眉二中城南校区

付嘉翔 峨眉二中 梁诗淇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李涵彬 峨眉二中 刘昊天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李昱龙 峨眉二中 彭诗韵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李佳瑶 峨眉二中 田怡可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王天仪 峨眉二中 王景熙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艾念馨 峨眉二中 王馨婕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王泊权 峨眉二中 万佳佩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侯佳宁 峨眉二中 曹晓霖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周瑶瑶 峨眉二中城东校区 何槟妤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方本生 峨眉二中城东校区 冷雨桐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龚彦嘉 峨眉二中城东校区 李鑫玉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饶昊然 峨眉二中城东校区 王艺蓓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肖雨函 峨眉二中城东校区 王宇贤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30 名）

郭玉娇 峨眉一中 曾瑜涵 峨眉二中城东校区

李钎莹 峨眉一中 马思怡 峨眉三中

罗纤慧 峨眉一中 郑沛冉 峨眉四中

罗珍 峨眉一中 黄薪瑜 峨眉四中

吴梓菱 峨眉一中 罗渝夕 峨眉四中

张玉飞 峨眉一中 徐玲 峨眉七中

吕佳穗 峨眉二中 周子仪 双福中学

刘子硕 峨眉二中 余波 龙池中学

肖宇佳 峨眉二中 阿西瓜副 峨眉二中城南校区班

罗露 峨眉二中 刘佳奇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童雅聆 峨眉二中 廖佳忆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汪佳 峨眉二中 魏小寒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伍金容 峨眉二中 冉柳涛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黄雯莉 峨眉二中城东校区 伍美谕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林莲欣 峨眉二中城东校区 张雨彤 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市级先进班集体（10 个）

峨眉一中 高 2022 届 7 班 峨眉三中 2021 届 5 班

峨眉一中 高 2022 届 8 班 峨眉四中 2021 届 12 班

峨眉二中 高 2022 届 1 班 峨眉七中 2021 届 4 班

峨眉二中 高 2022 届 17 班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初 2021 届 16 班

峨眉二中（城东校区） 初 2021 届 2 班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高 2022 级 6 班

犍 为 县

市级“三好”学生（75 名）

陈婷 犍为第一中学 罗宇婷 犍为二中

李瑾煜 犍为第一中学 董冬琴 犍为县孝姑初中

阿罗石罗 犍为第一中学 蒋琴琴 犍为县孝姑初中

蔡佳利 犍为第一中学 何秋莉 犍为县孝姑初中

叶梦欣 犍为第一中学 廖敏 犍为县孝姑初中

苟婷 犍为第一中学 任强 犍为县孝姑初中

董雨露 犍为第一中学 刘发贵 犍为县孝姑初中

廖雨曦 犍为第一中学 彭继周 犍为县舞雩初级中学

周弋驰 犍为第一中学 彭星源 犍为县寿保初级中学

李玉萍 犍为第一中学 张馨媛 犍为县纪家九年制学校

史红艳 犍为第一中学 张源 犍为县清溪初中

程红丽 犍为第一中学 李婉婷 犍为县清溪初中

何雨桔 犍为第一中学 李文艳 犍为县清溪初中

操沛伶 犍为第一中学 李雨芹 犍为县清溪初中

杨程意 犍为第一中学 周榆钞 犍为白鹤学校

曾洪梅 龙孔初中 虞荧钦 犍为县铁炉九年制学校



彭靖雯 龙孔初中 陈榕 犍为县岷东初级中学

李 原 龙孔初中 钟思洋 犍为县矿区第一学校

吴 单 龙孔初中 杨静茹 犍为县罗城初级中学

罗昱涵 双溪初级中学 李斌 犍为县罗城初级中学

邓瑞 罗城初中 李欣 犍为县罗城初级中学

李艺鑫 罗城初中 龙帅 犍为县罗城初级中学

谢东拯 罗城初中 罗俊杰 犍为外国语实验学校

尹械权 罗城初中 吴浩阳 犍为外国语实验学校

袁东林 罗城初中 李璐 犍为外国语实验学校

胡超 罗城初中 魏伊 犍为外国语实验学校

宋民 罗城初中 杨镇瑜 犍为外国语实验学校

袁琦 清溪高中 刘浩文 犍为外国语实验学校

黄瑞玲 清溪高中 吴昕 犍为县大兴初级中学

黄旭飞 清溪高中 程洪松 犍为县泉水九年制学校

谢双琴 清溪高中 喻玲琳 犍为县新民初级中学

李嘉鑫 清溪高中 陈欣 犍为县新民初级中学

蔡世杰 清溪高中 罗润秋 犍为县定文初级中学 2

宋梦扬 清溪高中 陈荟宇 犍为县下渡初级中学

杜思宇 犍为县榨鼓初中 廖湘雅 犍为县石溪初级中学

漆松林 犍为二中 费少尉 犍为县石溪初级中学

王丹 犍为二中 覃川 犍师附中

王莉雪 犍为二中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38 名）

魏明源 犍为第一中学 李高一 犍为县纪家九年制学校

罗翔宇 犍为第一中学 邱杨 犍为县清溪初级中学

刘逸芳 犍为第一中学 肖瑶 犍为县清溪初级中学



张译匀 犍为第一中学 袁春容 犍为县敖家初级中学

朱正行 犍为第一中学 袁小雯 犍为县铁炉九年制学校

李浩楠 犍为第一中学 玛赫大布 犍为县罗城初级中学

李金蔚 龙孔初中 尹钰婷 犍为县罗城初级中学

陈梦瑶 龙孔初中 程锦宏 犍为外国语实验学校

王嘉阳 龙孔初中 罗璇 犍为外国语实验学校

唐文杰 双溪初级中学 伍诗怡 犍为外国语实验学校

吴佳钰 清溪高中 吴健波 犍为县大兴初级中学

吕文武 清溪高中 郭晗煜 犍为县新民初级中学

杨梦稼 清溪高中 李婧葭 四川省犍为县罗城中学

彭旭 犍为县孝姑初中 沈伟 四川省犍为县罗城中学

徐敏洋 犍为二中 王琴 四川省犍为县罗城中学

汪思琪 犍为二中 谢诗晴 犍为县定文初级中学

喻诗茹 犍为县孝姑中学 吴恩琪 犍为县金井九年制学校

曹洁 犍为县孝姑中学 莫雨函 石溪初中

帅月寒 四川省犍为县孝姑中学 覃川 犍师附中

市级先进班集体（10 个）

犍为第一中学 高 2022 届 15 班 犍为县清溪初级中学 2021 届 9 班

犍为县罗城中学 高 2022 届 4 班 犍为县铁炉九年制 2021 届 1 班

清溪高中 高 2022 届 6 班 犍为县罗城初级中学 2021 届 1 班

犍为二中 2021 届 1 班 犍为外国语实验学校 2021 届 9 班

犍为县孝姑中学 高 2022 届 2 班 石溪初中 2021 届 1 班

井 研 县

市级“三好”学生（50 名）

宋星洲 井研中学 杨雨欣 纯复学校

曾思琢 井研中学 白浩然 高滩初中



杜玉婷 井研中学 杨紫涵 千佛初中

尼里小虎 井研中学 袁苗 马踏中学初

曾嘉仪 井研中学 李文杰 马踏中学高

段思羽 井研中学 蔡巧玉 马踏中学高

方锐 井研中学 古燕瑜 马踏中学高

李相俊 井研中学 郭黟豪 马踏中学高

鲁凤琳 井研中学 彭程 马踏中学高

赵中伟 井研中学 万佳榆 马踏初中

吴雨莲 研城中学 王虹欢 马踏初中

温鑫 研城中学 周林俊 三江初中

周小湲 研城中学 谢雨彤 三江初中

但金朋 研城中学 彭欣雨 王村初中

袁勤浠 研城中学 王俊 王村初中

许健乐 研城中学 芦星吉 黄钵中学

魏于航 研城中学 赵鹏 磨池初中

陈雪琴 研城中学 黄荣憬 竹园初中

雷佳羲 研城初中 李红益 门坎初中

梁人根 研城初中 张中文 胜泉初中

邓雯予 研城初中 胡利 研经初中

刘洪伶 研城初中 刘烁鑫 研经初中

贾林芮 集益初中 范星玉 东林初中

吴思宇 集益初中 余俊羲 周坡初中

颜洪林 宝五初中 范科杰 分全学校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25 名）

曾钰翔 井研中学 尼里小林 马踏中学

袁钰静 井研中学 王双 马踏初中

徐瑜苓 井研中学 王海林 三江初中

宁弘渝 井研中学 赵佳钰 王村初中

王俊涵 研城中学 宋林茜 竹园初中

刘欣 研城中学 漆训汶 胜泉初中

张乐言 研城中学 廖梓辛 研经初中

黄菊 研城初中 朱文丽 东林初中

何一冰 研城初中 何瑶 周坡初中

刘淋瑞 集益初中 熊彬伶 周坡初中

邹讯 纯复学校 黄荟颖 金峰学校

雷玲婷 千佛初中 高露文 镇阳学校

吴松 马踏中学

市级先进班集体（9 个）

井研中学 2021 届 10 班 王村初中 2021 届 2 班



研城中学 2021 届 3 班 竹园初中 2021 届 4 班

千佛初中 2021 届 2 班 东林初中 2021 届 2 班

马踏中学 高 2022 届 5 班 周坡初中 2021 届 2 班

马踏初中 2021 届 5 班

夹 江 县

市级“三好”学生（41 名）

夏语璐 甘江中学 姜昊天 夹江县第二中学校

王明娟 永兴初级中学 周毅 夹江县第二中学校

黄艺宣 华头初级中学 伍巧玲 木城中学校

李丹梅 华头初级中学 杨紫雪 夹江中学

刘艳 马村初级中学 王谦 夹江中学

刘佳丽 土门乡初级中学 关李依心 夹江中学

刘艺涵 吴场镇初级中学 权彩莹 夹江中学

黄卓坤 歇马初级中学 文涛 夹江中学

杨宇涵 歇马初级中学 冯冉 夹江中学

张丝雨 新场镇初级中学 黄可文 夹江中学

李家辉 夹江第一中学 李孟阳 夹江中学

胡佳 夹江第一中学 李可 夹江中学

马瑜 夹江第一中学 易昱辰 夹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郑浩 夹江第一中学 谢佳琦 夹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宋敬涛 夹江第一中学 潘程宇 夹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陈思宇 夹江第一中学 赵晨惜 夹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江府翁 夹江第一中学 夏艺霖 夹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刘芹伶 夹江第一中学 卢鑫晨 黄土镇第一初级中学

张庆然 夹江县第二中学校 郭雨佳 三洞镇初级中学校

王诗远 夹江县第二中学校 刘彤坤 青州初级中学

彭容科 夹江县第二中学校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20 名）

张明红 华头初级中学 徐梦佳
夹江县木城中学校 2022

届 2 班

张涵雅 永兴初级中学 谢宏伟 夹江中学

宿琴 马村初级中学 叶俊伶 夹江中学

李静雯 歇马初级中学 代晓然 夹江中学

刘屿 夹江第一中学 陶怡彤 夹江中学

余薇 夹江第一中学 石孟迪 夹江中学

李嘉欣 夹江第一中学 袁江浩 夹江中学

余柯静 夹江第一中学 曾文浩 夹江中学

杨露意 夹江县第二中学校 高加奇 夹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陈浩然 夹江县第二中学校 李思亭 三洞镇初级中学

市级先进班集体（7 个）

华头初级中学 2021 届 1 班 夹江中学 初 2021 届 1 班

夹江第一中学 初 2021 届 10 班 夹江中学 高 2021 届 14 班

夹江第一中学 高 2021 届 1 班 夹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初 2021 届 3 班

夹江县第二中学校 2021 届 8 班

沐 川 县

市级“三好”学生（37 名）

柏艳婷 沐川中学 段金蓉 永福学校

彭明云 沐川中学 邓婉秋 幸福初级中学

刘秋言 沐川中学 刘虹秀 沐溪中学

刘志豪 沐川中学 何苗 沐溪中学

李梦林 沐川中学 陈旭米 沐溪中学

黄柏鑫 沐川中学 王华芳 大楠初级中学

杨丽 沐川中学 罗兵田 炭库学校

郭丽君 沐川中学 邓潞皙 底堡学校

陈钰婷 沐川中学 贺文瑶 舟坝学校

李佳明 沐川中学 费茂 杨村宣明学校

陈林 沐川中学 彭晓琴 高笋学校

刘秋伶 沐川中学 夏秋林 沐茨竹学校

曾瑶 沐川县实验初级中学 牟林雪 黄丹初级中学

李睿琪 沐川县实验初级中学 张晓雨 海云学校

魏可 沐川县实验初级中学 周柏君 利店中学

曾希 沐川县实验初级中学 周雪芳 利店中学

莫丰宁 沐川县实验初级中学 陈相 利店中学

邹蕊锶 沐川县实验初级中学 王尉频 凤村学校

唐莉评 永福学校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19 名）

杨绅 沐川中学 廖佳丽 幸福初级中学

周灵 沐川中学 刘逦璐 沐溪中学

王馨 沐川中学 李智勇 底堡学校

唐果 沐川中学 祝邱燕 舟坝学校

曾治翔 沐川中学 丁佳利 茨竹学校

陈诺 沐川中学 罗霖茜 黄丹初级中学

李双伶 沐川县实验初级中学 张可昕 海云学校

魏琴 沐川县实验初级中学 杨飞燕 利店中学

罗雨莎 沐川县实验初级中学 罗惠丹 凤村学校

袁湘汶 永福学校

市级先进班集体（6 个）

沐川中学 2022 届 1 班 实验初级中学校 2021 届 3 班

沐川中学 2022 届 3 班 沐川县沐溪中学 2021 届 6 班

实验初级中学校 2021 届 6 班 沐川县利店中学校 2021 级 3 班

峨边彝族自治县

市级“三好”学生（19 名）

阿罗晓曲 大大堡中学 俄木林子 新林初级中学

邛莫翔珍 峨边中学 阿罗金乌 五渡初级中学

沙库阿沙 峨边中学 黄冬梅 平等乡中心小学

邛莫阿香 峨边中学 邛莫金兰 峨边民族中学

葛俊辉 峨边中学 吉克茶花 峨边民族中学

庞棋 峨边中学 吉客明英 峨边民族中学

任毅 宜坪乡中心小学 鲁惹毛福英 红花乡中心小学

李物芝 红旗镇中心小学 庞玉娇 新场乡中心小学



李欣 毛坪初级中学 阿卢林芝 西河初级中学

曹琪 共和乡中心小学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9 名）

玛赫军国 峨边中学 水落小英 峨边民族中学

吉石鲜美 峨边中学 李晓燕 峨边民族中学

沙玛曲林 峨边中学 吉克拉枝 大堡初级中学

徐漫惜 红旗镇中心小学 阿仲琳彝 西河初级中学

简拿阿星 平等乡中心小学

市级先进班集体（3 个）

峨边民族中学 初 2021 届 6 班 峨边中学 高 2021 届 7 班

峨边中学 初 2021 届 1 班

马边彝族自治县

市级“三好”学生（44 名）

杨蕊琳 马边一中 张语情 马边民主镇中学

吉克杨坡 马边一中 荘林 马边民主镇中学

罗文钰 马边一中 立克阿伍 马边民主镇中学

刘彤 马边一中 马瑞 马边中学

周小琼 马边一中 吉古阿巫 马边中学

耍惹小花 马边一中 易晓燕 马边中学

俄古宏明 马边一中 莫口阿梨 马边中学

曲模晓文 马边一中 吉克依罗 马边中学

骆雅婷 马边一中 卢思思 马边中学

吉把艳花 大院子中学 阿库拉虎 马边中学

曲别坚巫 大院子中学 向国琴 马边中学



吉木阿果 大院子中学 任浩 荍坝镇初级中学

李小平 大院子中学 李容 荍坝镇初级中学

方春燕 荣丁镇中学 黄静秋 荍坝镇初级中学

李龙雨 荣丁镇中学 赫勒伍伍 苏坝镇初级中学

朱鸿 荣丁镇中学 阿洛有所 苏坝镇初级中学

徐瑶 荣丁镇中学 马黑叶布 苏坝镇初级中学

罗文雅 荍坝镇靛兰坝中心校 赫勒阿娘 三河口中学

朱纪秋 荍坝镇靛兰坝中心校 啥妈布金 三河口中学

吉石罗格 马边下溪中小学 皮特阿牛 三河口中学

舍鲁阿曲 马边下溪中小学 阿扯学美 三河口中学

啥妈晓虎 马边下溪中小学 阿洛阿茗 三河口中学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23 名）

杨加鑫 马边一中 模西康琳 马边中学

曾祥梓 马边一中 李佑群 马边中学

啥妈日子 马边一中 海来阿和 马边中学

吉帕秀美 马边一中 耍日西西 苏坝镇初级中学

罗富城 马边一中 立木晓学 苏坝镇初级中学

李克布 大院子中学 文小怡 苏坝镇初级中学

吉克小林 大院子中学 王灿灿 苏坝镇初级中学

吉拿小立 下溪中小学 罗其格力 三河口中学

颜爱华 民主中学 吉那有布 三河口中学

吉石达子 民主中学 吉克小英 三河口中学

祝思琴 民主中学 陈佳俊 荍坝镇靛兰坝学校

王洪宇 马边中学

市级先进班集体（6 个）



马边一中 2018 级 20 班 民主镇初级中学 2018 级 4 班

荣丁镇中学校 九年级 1班 马边中学 2021 届 12 班

下溪中小学 2018 级 4 班 三河口中学 九年级 5班

乐山一中

市级“三好”学生（28 名）

游淳茜 乐山一中 王珩学 乐山一中

廖雅婧 乐山一中 丁科宇 乐山一中

胡玲 乐山一中 周致远 乐山一中

刘振宸 乐山一中 易晴阳 乐山一中

朱宏玲 乐山一中 杨鑫琰 乐山一中

袁仪 乐山一中 高雅诗 乐山一中

刘祥 乐山一中 郝祺淇 乐山一中

吴笑菡 乐山一中 杨晨艺 乐山一中

何玉婷 乐山一中 张国栋 乐山一中

马卡布且 乐山一中 李源源 乐山一中

吴烜 乐山一中 阿比小龙 乐山一中

魏子俊 乐山一中 刘媛媛 乐山一中

李洵雨 乐山一中 王慧 乐山一中

胡佩钰 乐山一中 曲比曲子 乐山一中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12 名）

皮一菲 乐山一中 唐馨怡 乐山一中

刘雨涵 乐山一中 袁梦娜 乐山一中

黄林松 乐山一中 陈赞宇 乐山一中

蓝一宸 乐山一中 程禹铭 乐山一中



秦桐 乐山一中 王粒力 乐山一中

文宇璇 乐山一中 克惹拉千 乐山一中

市级先进班集体（7 个）

乐山一中 2022 届 1 班 乐山一中 2021 届 5 班

乐山一中 2021 届 1 班 乐山一中 2021 届 7 班

乐山一中 2021 届 3 班 乐山一中 2021 届 26 班

乐山一中 2021 届 4 班

乐山二中

市级“三好”学生（6 名）

李梦欣 乐山二中 郭诗扬 乐山二中

杜明钟 乐山二中 毛仙 乐山二中

金子波 乐山二中 龚子仪 乐山二中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3 名）

张鑫 乐山二中 袁梦婷 乐山二中

潘雪媚 乐山二中

先进班集体（1个）

乐山二中 2022 届 7 班

草堂高中

市级“三好”学生（8 名）

张程 草堂高中 陈好 草堂高中

沈康博 草堂高中 黄靖鸿 草堂高中



罗筱乔 草堂高中 郑翔宇 草堂高中

方楠林 草堂高中 邓曦瑞 草堂高中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4 名）

易欣源 草堂高中 胡佳妮 草堂高中

梁潇云 草堂高中 杨文华 草堂高中

市级先进班集体（1 个）

草堂高中 2022 届 8 班

乐山市实验中学

市级“三好”学生（10 名）

赖淼蕊 乐山市实验中学 李雨桐 乐山市实验中学

刘柯岑 乐山市实验中学 谭嘉睿 乐山市实验中学

刘泽茜 乐山市实验中学 张沛宸 乐山市实验中学

湛悠然 乐山市实验中学 李昆俊 乐山市实验中学

周晔馨 乐山市实验中学 帅淇芦 乐山市实验中学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5 名）

袁佳烨 乐山市实验中学 黄菲雪 乐山市实验中学

杨雅喧 乐山市实验中学 毛柳丁 乐山市实验中学

张芷薰 乐山市实验中学

市级先进班集体（3 个）

乐山市实验中学 2021 届 1 班 乐山市实验中学 2021 届 15 班

乐山市实验中学 2021 届 14 班

乐山外国语学校

市级“三好”学生（15 名）



王迁皓 乐山外国语学校 胡宇昊 乐山外国语学校

李依玲 乐山外国语学校 李佩珂 乐山外国语学校

瞿新雨 乐山外国语学校 杨婧苹 乐山外国语学校

李雨灿 乐山外国语学校 唐加 乐山外国语学校

覃溆棠 乐山外国语学校 张一阳 乐山外国语学校

董宇洁 乐山外国语学校 魏英 乐山外国语学校

赵茜玙 乐山外国语学校 罗宇皓 乐山外国语学校

陈沛阳 乐山外国语学校 乐山外国语学校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7 名）

胡褀 乐山外国语学校 蔡宏远 乐山外国语学校

孙佳仪 乐山外国语学校 朱珏佳 乐山外国语学校

雷科佳 乐山外国语学校 代汶霖 乐山外国语学校

吴逸凡 乐山外国语学校

市级先进班集体（2 个）

乐山外国语学校 初 2021 届 15 班 乐山外国语学校 高 2021 届 1 班

更生学校

市级“三好”学生（10 名）

冯雅琪 更生学校 路阳 更生学校

张馨月 更生学校 祝苑苑 更生学校

张昊阳 更生学校 杜翔 更生学校

肖雁郡 更生学校 宋慧敏 更生学校

唐果 更生学校 张灶锌 更生学校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5 名）



许华龙 更生学校 李红雨 更生学校

赵晨曦 更生学校 吴静流 更生学校

曾竹溪 更生学校

市级先进班集体（2 个）

更生学校 高 2022 届 5 班 更生学校 高 2021 届 4 班

乐山艺术实验学校

市级“三好”学生（3 名）

陈思远 乐山艺校实验学校 赵语馨 乐山艺校实验学校

张静雅 乐山艺校实验学校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2 名）

余 杭 乐山艺校实验学校 韦学昔 乐山艺校实验学校

市级先进班集体（1 个）

乐山艺术实验学校 2021 届 2 班

乐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市级“三好”学生（2 名）

周永洪 乐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周宇 乐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1 名）

邓良宇 乐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市级先进班集体（1 个）

乐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高 2021 届 1 班



乐山市奥林匹克学校

市级“三好”学生（1 名）

陈梓烨 乐山市奥林匹克学校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1 名）

杨钰文 乐山市奥林匹克学校

市级先进班集体（1 个）

乐山市奥林匹克学校 2021 届 1 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