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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青 团 乐 山 市 委

乐 山 市 教 育 局

乐 山 市 文 物 局

乐 山 市 少 工 委
乐青联发〔2022〕9号

关于表扬 2022年度“喜迎二十大，争做好
队员”乐山市优秀红领巾讲解员的通报

各县（市、区）团委、教育局、文体旅游局、少工委，高新

区团工委，市直属学校少工委：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

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积极引导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

走，以良好的精神风貌迎接党的二十大，共青团乐山市委、

乐山市教育局、乐山市文物局、乐山市少工委根据《关于开

展“喜迎二十大，争做好队员”四川省优秀红领巾讲解员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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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工作的通知》（川青联发〔2022〕9 号），经各县（市、

区）和市直属学校推荐，相关单位审核，最终确定评选表扬

杨语萱等 87名少先队员为乐山市优秀红领巾讲解员。

希望受到表扬的少先队员珍惜荣誉、谦虚谨慎、戒骄戒

躁、再接再厉。全市广大少先队员要以受到表扬的优秀红领

巾讲解员为榜样，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统领，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

代好少年！

附件：2022年乐山市优秀红领巾讲解员表扬名单

共青团乐山市委 乐山市文物局

乐山市教育局 乐山市少工委

2022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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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乐山市优秀红领巾讲解员表扬名单

市直属学校：

杨语萱 乐山市实验中学

作品：《走进九〇九》

谢坤润 乐山市实验小学

作品：《70 载光辉历程 乐山公安文化之旅》

夏浩木 乐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作品：《走进郭沫若故居》

毛英杰 乐山市外国语小学

作品：《你永远十九岁——致革命烈士丁佑君》

刘佳怡 乐山市更生学校

作品：《丁佑君烈士纪念馆讲解》

王浩宇 乐山市更生学校

作品：《乐山公安史馆讲解》

阿克江睿 乐山市更生学校

作品：《乐山公安史馆讲解》

徐 淼 乐山市更生学校

作品：《我和文庙是邻居》

任梓萱 乐山艺术实验学校

作品：《百年巨匠 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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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

朱子轩 乐山市通江小学

作品：《乐山文庙之武汉大学西迁历史》

李承蒙 乐山市通江小学

作品：《乐山文庙讲解》

梅雅婷 乐山市通江小学

作品：《走进乐山文庙》

汪诗雨 乐山市通江小学

作品：《烽火西迁路——武汉大学在乐山》

孙山渌 乐山市徐家扁小学

作品：《乐山文庙讲解》

张峪阁 乐山市徐家扁小学

作品：《乐山文庙讲解》

刘 皛 乐山市阳光实验学校

作品：《听，我讲乐山文庙》

卢馨薇 乐山市市中区苏稽镇新桥小学

作品：《乐山文庙讲解》

五通桥区：

熊 顶 五通桥区东辰外国语学校

作品：《党和人民的好女儿》

曾 一 五通桥区二码头小学

作品：《芳华从革命，怀念丁佑君》

陈锦暄 五通桥区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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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芳华从革命，怀念丁佑君》

吴沛妤 五通桥区实验小学

作品：《丁佑君纪念馆讲解》

张钰暄 五通桥区实验小学

作品：《丁佑君纪念馆讲解》

罗艺灵 五通桥区西坝小学

作品：《芳华从革命，怀念丁佑君》

沙湾区：

闵玉洁 乐山市沙湾小学

作品：《飞夺泸定桥》

骆昕怡 乐山市沙湾小学

作品：《弘扬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王昭懿 乐山市沙湾小学

作品：《焦裕禄》

谢雨衡 乐山市沙湾小学

作品：《端午节的故事》

雷思琪 乐山市沙湾小学

作品：《坚定理想信念，争做时代新人》

金口河区：

简 颖 金口河区永和镇第二小学

付秋钰 金口河区永和镇第二小学

王晓露 金口河区永和镇第二小学

王 霞 金口河区永和镇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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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皓涵 金口河区永和镇第二小学

梁议元 金口河区永和镇第二小学

作品：《讲好红色故事，弘扬铁军精神》（共6人）

峨眉山市：

杨若辰 峨眉山市第一小学校

作品：《党的好女儿——丁佑君》

王涵玉 峨眉山市第一小学校

作品：《铁骨铮铮郭沫若》

刘孟昔 峨眉山市第一小学校

作品：《峨眉山市烈士陵园讲解》

伍芸彤 峨眉山市第一小学校

作品：《铁道兵博物馆讲解》

雷皓博 峨眉山市第二小学校

作品：《陈俊卿纪念馆》

熊沛霖 峨眉山市第二小学校

作品：《峨眉名人馆》

李 淳 峨眉山市第二小学校

作品：《郭沫若纪念馆讲解》

骆伊可 峨眉山市第二小学校

作品：《张思德尝百草故事》

杜雨茜 峨眉山市第三小学校

作品：《峨眉山博物馆讲解》

罗婉宁 峨眉山市第三小学校



— 7—

作品：《峨眉山博物馆讲解》

王韵涵 峨眉山市第三小学校

作品：《峨眉山博物馆讲解》

高承希 峨眉山市实验小学校

作品：《峨眉山市烈士陵园——陈俊卿的故事》

张晨希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作品：《缅怀先烈，走进陈俊卿》

犍为县：

刘玥辛 犍为石溪中心小学

作品：《我心中的英雄——丁佑君》

赵芸琦 犍为石溪中心小学

作品：《中国核聚变博物馆》

井研县：

邓智玲 井研师范附属小学校

作品：《传承国学经典——走进廖平经学堂》

李沁柔 井研师范附属小学校

作品：《烈士陵园忆忠魂》

税琳雯 井研师范附属小学校

作品：《致敬，我们的英雄！》

刘书宏 井研县研城小学校

作品：《竹园烈士陵园的故事》

夹江县：

廖姿皖 夹江县第一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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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收音机博物馆讲解》

杨韵铃 夹江县第一小学校

作品：《美丽千佛岩》

白清文 夹江县漹城镇第三小学校

作品：《红色西山革命教育基地讲解》

韩东真 夹江县漹城镇第三小学校

作品：《理想澎湃，为国深潜》

李煜璟轩 夹江县漹城镇第三小学校

作品：《追寻电波里的记忆》

颜子茹 夹江县第二小学校

作品：《瞻仰红色地标 传承红色基因》

周子人 夹江县第二小学校

作品：《学习时代楷模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王芯羽 夹江县第二小学校

作品：《东风堰讲解》

程子骞 夹江县第二小学校

作品：《夹江年画讲解》

沐川县：

邹卓君 沐川县实验小学

作品：《沐川烈士陵园讲解》

杨涵萱 沐川县第二小学

杨彦汀 沐川县第二小学

作品：《传承传统文化讲好草龙故事》（共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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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金熙 沐川县沐溪初级中学

作品：《沐川农耕博物馆讲解》

陈美均 沐川县凤村学校

作品：《沐川农耕博物馆讲解》

刘诗语 沐川县凤村学校

作品：《沐川农耕博物馆讲解》

吕昊凌 沐川县凤村学校

作品：《沐川农耕博物馆讲解》

张渝欣 沐川县凤村学校

作品：《沐川农耕博物馆讲解》

邓梓涵 沐川县沐溪小学

作品：《党和人民的好女儿——丁佑君》

牟敏渲 沐川县沐溪小学

作品：《小英雄雨来》

伍珊亚 沐川县沐溪小学

作品：《空军勇士阎海文》

周炜博 沐川县沐溪小学

作品：《一封鸡毛信》

杨文子渲 沐川县沐溪小学

作品：《抗日名将吉鸿昌的故事》

张嘉荣 沐川县沐溪小学

作品：《飞夺泸定桥》

郑诺凡 沐川县沐溪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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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董存瑞舍身炸暗堡》

峨边彝族自治县：

骆泓瑞 峨边彝族自治县五渡镇中心小学

刘欣妍 峨边彝族自治县五渡镇中心小学

作品：《红色革命——胡坝村史馆讲解》（共2人）

徐浩焜 峨边彝族自治县县街小学

作品：《讲解乐西公路抗战博物馆》

马边彝族自治县：

施俊松 马边彝族自治县实验小学

作品：《抗美援朝英雄毛岸英》

巧吉小芳 马边彝族自治县民建镇水碾坝中心校

作品：《李伏伽的传奇人生》

高新区：

蔡语彤 高新区嘉祥外国语学校

作品：《峨眉山博物馆讲解》

刘子涵 高新区嘉祥外国语学校

作品：《勿忘国耻 少年指望》

冷昕苡 高新区嘉祥外国语学校

作品：《乐山文庙讲解》

陈雨新 高新区嘉祥外国语学校

作品：《古蜀华章，乐山文庙》

汪诗茹 高新区嘉祥外国语学校

作品：《弘扬铁军精神，我们都是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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