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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南昌市教育系统庆祝
建党 100 周年师生合唱展示活动

评比结果的通报

各县（区）教体局、开发区教办、湾里管理局教体办，各局

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根据省教育厅《关于

举办江西省教育系统庆祝建党 100周年师生合唱展示活动的

通知》（赣教党字〔2021〕13 号）文件精神，广泛开展合唱

展示活动，激发全市教育系统师生爱党爱国爱家乡热情，振

奋师生精神，表达喜迎建党 100 周年的豪迈心情，南昌市教

育局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12 日，成功举办了以“奋斗百年

路•启航新征程”为主题的南昌市教育系统庆祝建党 100 周年

师生合唱现场展示活动。

本次师生合唱展示评比活动分教师甲乙组、小学生甲乙

组和中学生(含中职)甲乙组共六个组别，经过班级、校级、

县（区）级评比，最终，由各县区、各市管学校推送的各组



别优秀合唱队伍参加了南昌市教育系统庆祝建党 100周年师

生合唱现场展示活动，经专家评审，共评出优秀组织奖共 15

个，其中县区级 5 个、校级 10 个；优秀节目奖共 178 个，

其中小学甲组（班级合唱）一等奖 4 个、二等奖 7 个、三等

奖 8 个；中学甲组（班级合唱）一等奖 9 个、二等奖 15 个、

三等奖 15 个；小学乙组（艺术团合唱）一等奖 10 个、二等

奖 12 个、三等奖 12 个；中学乙组（艺术团合唱）一等奖 10

个、二等奖 11 个、三等奖 16 个；教师甲组一等奖 10 个、

二等奖 14 个、三等奖 17 个；教师乙组一等奖 3 个、二等奖

5 个；指导教师奖 369 个，优秀指挥奖 46 个，优秀伴奏奖

50 个。

为表彰先进,现将南昌市教育系统庆祝建党 100 周年师

生合唱展示活动评比结果予以通报,希望各县(区)、各学校

以这次活动为契机，继续抓好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推动校

园文化发展，努力在校园形成“班班有歌声、校校有活动、

人人唱好歌、师生同参与”的浓厚艺术氛围，丰富和活跃学

生的课外、校外艺术生活。

附件:南昌市教育系统庆祝建党 100 周年师生合唱展示

活动获奖名单

南昌市教育局

2021 年 7 月 28 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4 日印发



附件

南昌市教育系统庆祝建党 100 周年
师生合唱展示活动获奖名单

一、优秀组织奖名单

1.县区教育行政部门：

东湖区教育体育局、进贤县教育体育局、西湖区教育体

育局、高新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红谷滩区教育体育局

2.市管中小学校：

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南昌市实验中学、南昌师范附属

小学教育集团、南昌市第八中学、南昌外国语学校、南昌市

第一中等专业学校、南昌市第一中学、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南昌市雷式学校。

二、优秀节目奖
小学生甲组（班级合唱）

奖项 学校 节目名称 指导教师

一等奖 南昌市育新学校教育集团小学部 《让我们荡起双桨》《青春修炼手册》 彭鹏、张丽、胡林青

一等奖 南昌市珠市学校教育集团 《勇气》《让我们荡起双桨》 夏露、郭艳、姚甜甜

一等奖 南昌凤凰城上海外国语学校 《母亲的微笑》《中国少年》 傅丹、朱卡、王博宇

一等奖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启程》《八月桂花遍地开》 李思思、万雪、李玉婷

二等奖 南昌市邮政路小学教育集团 《天之大》《同在国旗下》 徐蓓、胡晓萌、史桢

二等奖 南昌市文教路小学 《卢沟谣》《太阳，熟透的苹果》 刘艳、肖雯、黄春涛

二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附属中学 《最好的未来》《飞飞曲》 徐瑞、吴婧、叶淑瑜

二等奖 南师附小教育集团红谷滩分校 《勇气》《斑鸠调》 吴婷、夏雅颂、李淑珍

二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布谷催春》《丰收歌》 张珺、徐栩、窦一凡

二等奖 江西师大附小（二部贤士学校） 《卢沟谣》《弋腔古韵我传承》 张珺、叶梦瑶、江敏

二等奖 新建区第一小学 《井冈山下种南瓜》《你是我的阳光》 芦芳莉、傅星星、邹菲

三等奖 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转圆圈》《永远》 李洪、黄恬、李玉洁

三等奖 南昌市雷式学校小学部 《红星歌》《七色光之歌》 乐艳胤、王莎莎、廖桑萍



三等奖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小学 《绒花》《外婆的澎湖湾》 黄寅婷、谢俊芳、李小霞

三等奖 南昌市京山小学 《大海啊！故乡》《红星歌》 魏斌、王明南、邓鸿娟

三等奖 安义县第三小学 《每一个名字》《亲亲白莲花》 陈新国、杨云婷

三等奖 湾里教育管理局狮峰学校 《红星歌》《卢沟谣》 黄丽、褚琴、刘小铃

三等奖 南昌县新城学校 《萱草花》《少年中国梦》 金红云、邹阳、郭丽燕

三等奖 进贤县民和镇第三小学 《夜空中最亮的星》 秦雯、杨帆、雷月

中学生甲组（班级合唱）

奖项 学校 节目名称 指导教师

一等奖 南昌市实验中学 《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黑猫警长》 熊瑛、程旖亲

一等奖 南昌市进贤岚湖中学 《我爱你中国》《军旗升起的地方》 赵炳杰、罗珊珊、黄绥林

一等奖 南昌二中高新校区 《我爱你中国》《踏雪寻梅》 兰春仁、曹立雪、熊珍

一等奖 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 《少年》《爱睁开了眼睛》(原创) 田富万、张宇姝、罗田田

一等奖 南昌市第一中学 《未来我来》《童心唱给党来听》 肖芬、陶琳、姚薛菲

一等奖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蓝蓝的夜蓝蓝的梦》《七子之歌—澳门》 刘璐、施丽

一等奖 南昌市站前路学校教育集团 《我爱你中国》《少年郎》（原创） 程帆、梁箐瑜、张小未

一等奖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唱支山歌给党听》《请茶歌》 张夏、黄超、叶丽颖

一等奖 南昌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雨中即景》《映山红》（本校改编） 赵丹、周静雅

二等奖 南昌市第三中学 《我们是百灵，我们是琴弦》《嘀哩 嘀哩》 樊瑾、姚艳丽、顾建云

二等奖 南昌市第十五中学 《天耀中华》《人小志气大》（原创） 龚亚丽、王登霞、熊英慧

二等奖 南昌市雷式学校中学部 《龙的传人》《最好的未来》 胡裕宏、陈雪怡

二等奖 南昌凤凰城上海外国语学校 《少年》《那一片红》 钟家成、吴翔、熊周芬

二等奖 南昌市朝阳中学 《青春舞曲》《在灿烂阳光下》 陈雅琴、汪璆、吴燕

二等奖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渔歌子》 《凤阳歌》 张汉华、周乐、刘何婉怡

二等奖 安义县第二中学 《十送红军》《萱草花》 李小琴、张雅晖

二等奖 南昌县莲塘第三中学 《母亲的微笑》《灯火里的中国》 石慧、张会超、姜云婷

二等奖 南昌市育新学校教育集团初中部 《追寻》《少年》 洪卓、曹昌华、董文娟

二等奖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你笑起来真好看》《萱草花》 张晓莉、李竞、朱玲

二等奖 南昌市八一中学 《龙的传人》《蝴蝶的梦》 聂萌、陈丹华、胡晓婺

二等奖 南昌市洪都中学 《追寻》《青春舞曲》 熊玲英、张和婧、杜静

二等奖 南昌市第八中学 《彩色的中国》《彩云追月》 彭红、李艳、徐存锷

二等奖 南昌市外国语学校 《光荣与梦想》《启程》 罗海舷、罗欣越 刘婷

二等奖 南昌市松柏学校教育集团 《大海啊故乡》《在灿烂阳光下》 邱俊、吴磊、万里鹏

三等奖 南昌市第二十七中学 《让世界充满爱》《映山红》 谢小芳、朱青青

三等奖 南昌市第二十四中学 《为中华崛起而拼搏》（原创）《我们美丽的祖国》 刘婷、徐振宇

三等奖 南昌市第十七中学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红星歌》 童杰、陈佳妮、袁春丽

三等奖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天边》《红色的历程》（原创） 胡建军、袁美华、杨波

三等奖 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 《映山红》《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 吴倩、梅杨

三等奖 南昌市铁路一中 《大海啊故乡》《白帆》 王颖涛、张晓帆、郭荣云

三等奖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唱支山歌给党听》《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熊婕、陈玉婷、谢美珍

三等奖 南昌市第十六中学 《蝴蝶的梦》《共筑中国梦》 邹亮亮、伍燕、万燕

三等奖 南昌市迎宾中学 《风铃》《母亲的微笑》 易艳、温杰、汪露



三等奖 南昌市第十中学 《在灿烂阳光下》《国家》 余洁、戴颖、鄢丽娜

三等奖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江西是个好地方》《我的中国心》 黄冰月、徐黎莉、万琴

三等奖 南昌民德学校 《保卫黄河》《南泥湾》 杨洁

三等奖 南昌市麻丘高级中学 《西江月》《我爱你中国》 彭丽、杨冬宝、姜林燕

三等奖 南昌市第五中学 《我爱你中国》 宋君、黄成橙

三等奖 新建区第六中学 《歌唱祖国》 余江红、阮建英、熊洁

小学生乙组（艺术团合唱）

奖项 学校 节目名称 指导教师

一等奖 南师附小教育集团红谷滩校区 《我在西边，家在东边》《快乐的节日》 符乐、吴婷

一等奖 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红星伴我成长》《牧童之歌》 王丽芳、黄恬、陈璐

一等奖 南昌市珠市学校教育集团 《太阳出来了》《音有爱》 夏露、吴玮、饶雅真

一等奖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 《我有一个装满星星的口袋》《我爱你中国》 胡忠华、王月鹄馨、张金淑

一等奖 南昌市育新学校教育集团 《梦的翅膀》《嘎啦温》 万俐华、张雅勤、陈丽娜

一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在灿烂的阳光下》《弋腔古韵我传承》 张珺、江敏

一等奖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春雨沙沙》《捡螺歌》 李思思、曹静怡、杨刘怿

一等奖 南昌市红谷滩区腾龙学校 《春风》《唱支山歌给党听》 徐璐、聂自秀、黄琴

一等奖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小学 《我们的田野》《蝴蝶泉边》 黄蕾、谢俊芳、黄寅婷

一等奖 南昌市邮政路小学教育集团 《敕勒川》《红星歌》 曹炜、周婷、尹惠萍

二等奖 南昌大学附属小学 《红歌联唱》《黑猫警长》 张萍、孟维丹、付雅婷

二等奖 南昌市育新学校红谷滩分校 《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红星伴我成长》 王俐、吴红梅

二等奖 南师附小教育集团高新校区 《想起你》《快乐真快乐》 陈锡敬、朱云云、吴群

二等奖 进贤县民和镇第一小学 《蒲公英》《少年》 聂琳薇、吴璐瑶、雷雨

二等奖 南昌县莲塘第三小学 《家乡》《灯火里的中国》 万水军、刘婷、卢艺

二等奖 南昌市南钢学校 《灯火里的中国》《斑鸠调》 曹璐、郭丽娟、吴宏强

二等奖 湾里教育管理局培特学校 《卢沟谣》《快乐，真快乐》 黄慧、邓帅

二等奖 南昌外国语高新学校 《我们把祖国爱在心窝里》《红星歌》 万觅

二等奖 南昌市站前路学校教育集团 《月亮喊下来》《我的根啊，在中国》 王丹、张卓娅、雷建峰

二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附属中学 《爱是我的眼睛》《布谷鸟》 吴婧、徐瑞、叶淑瑜

二等奖 南昌市青云谱学校 《卢沟谣》《南泥湾》 仲昀、付海燕、曹晓希

二等奖 南昌县莲塘第一小学 《卖报歌》《启程》 喻星、陆竞、何丽芳

三等奖 进贤县架桥镇中心小学 《我仰望五星红旗》《布谷鸟》 游涌、龚仔成、罗芳

三等奖 江西农业大学附属中学 《让我们荡起双桨》《让世界充满爱》 熊金平、邹航

三等奖 南昌市铁路第二小学 《大鱼》《少年》 梁立、徐娜、康波

三等奖 南昌市雷式学校 《梦的地图》《嘀哩嘀哩》 邓文玲、邱婷

三等奖 进贤县民和镇中心学校 《当我们小的时候》《布谷鸟》 曹楚天、艾超、熊丽娜

三等奖 南昌市洪都小学 《唱支山歌给党听》《蜗牛》 江海韵、陈璐嵘、万圆圆

三等奖 南昌市百树学校 《八月桂花遍地开》《四季问候》 帅媛媛、谢雨歆

三等奖 南昌三中青云谱校区 《我爱你中国》《追寻》 易文琴、谢湘俐、许岚

三等奖 安义县逸夫小学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红星歌》 余爱华、魏家欣

三等奖 湾里教育管理局第三小学 《渔歌子》《梦的地图》 吴静、孙慧盈

三等奖 安义县龙津小学 《我爱你中国》《月亮喊下来》 肖明光、万慧、万咏洁



三等奖 南昌二十八中教育集团江安学校 《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库斯科邮车》 徐红军、熊绍彩、刘伟

中学生乙组（艺术团合唱）

奖项 学校 节目名称 指导教师

一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寻隐者不遇》《我爱你中国》 吴熙

一等奖 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 《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原创）《灯火里的中国》 吴瑕、熊泓沁

一等奖 南昌市第十中学 《十送红军》《凤阳歌》 高丽雯、龚诗雨、肖梅兰

一等奖 进贤县第一中学 《蒲公英》《在灿烂阳光下》 徐义华、赵杜红、董鑫

一等奖 南昌市第八中学 《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少年》 郭云、赖宏云、王璇

一等奖 南昌市育新学校教育集团 《夏尔巴美丽的山村》《中国》（改编） 胡玲、严珍

一等奖 南昌市实验中学 《音有爱》《我爱你中国》 陶振、罗昳、李凤珍

一等奖 南昌市第二中学 《感谢》（原创）《一湖清水》（原创改编） 储艳桢、余克娟、王先锋

一等奖 南昌二十八中教育集团高新实验学校 《启程》《蝴蝶的梦》 张瑜、李鸿运、万荷花

一等奖 南昌市雷式学校 《在灿烂的阳光下》《葡萄园夜曲》 陈雪怡、胡裕宏

二等奖 南昌县武阳中学 《簸箕上的麻雀》《妈妈教我一支歌》 程丽婻、蒋慧欣、方慧欣

二等奖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花树下》《宣言》 李竞、杨婧晨、朱玲

二等奖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映山红·十送红军》《万疆》 丁林平、丁银、龚丹妮

二等奖 进贤县第一初级中学 《家乡》《灯火里的中国》 胡嘉薇、吴文、龚灵娇

二等奖 南昌市第五中学 《唱支山歌给党听》《母亲的微笑》 徐世武、曹杰、曹奕

二等奖 南昌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雨中即景》《映山红》 周静雅、赵丹

二等奖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 《飞向蓝天》《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张怀婷、孟维丹、周雨芹

二等奖 进贤县第三中学 《卷珠帘》《寻根上井岗》 王瑾、何雄娜、熊庐松

二等奖 南昌市第二十七中学 《瑶山夜歌》《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 谢小芳、朱青青

二等奖 南昌市第十五中学 《把一切献给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王蓓、刘茜、刘君

二等奖 南昌市外国语学校 《我爱你中国》《彩虹》 刘婷 、罗欣越 、罗海舷

三等奖 南昌市第一中学 《最好的未来》《因为你》（原创） 张莉莉、黄志斌、余梦瑶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滨江分校 《汉阳门花园》《歌向远方》 张欣

三等奖 南昌市豫章中学 《渔歌子》《飞飞曲》 聂萌

三等奖 南昌市广南学校 《唱支山歌给党听》《南泥湾》 邓淑萍、陈茜、王海贞

三等奖 进贤县第二初级中学 《唱脸谱》《爱是我的眼睛》 吴雅琪、盛慧、李正扬

三等奖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可惜不是你》《党旗飘扬的方向》 万莉娟、郑敏、何芳

三等奖 南昌市第三中学 《唱支山歌给党听》《你笑起来真好看》 白梦、张格林娜

三等奖 湾里教育管理局第一中学 《灯火里的中国》《汉阳门花园》 陈溪琼、殷倩倩

三等奖 南昌市第十八中学 《不忘初心》《我有一个装满星星的口袋》 王慧子、魏燕萍

三等奖 南昌市铁路一中 《玫瑰 红红的玫瑰》 《最好的未来》 张晓帆、王颖涛

三等奖 南昌市第二十六中学 《斑鸠调》《天耀中华》 赵爱梅

三等奖 南昌二十八中教育集团湾里实验学校 《红星歌》《梦的地图》 刘悦、赵洋晨、陶玉洁

三等奖 南昌民德学校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让我们荡起双桨》 彭璐瑶、黄翔

三等奖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映山红》《洪湖水浪打浪》 陈为强、方清、湛晨

三等奖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微山湖》《萱草花》 黄冰月、徐黎莉、万琴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obwisana》《斑鸠调》 陈悦

教师甲组



奖项 学校 节目名称 指导教师

一等奖 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生日》（委约作品）《你笑起来真好看》 陈璐、江子扬

一等奖 南昌市第二中学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我爱你中国》 廖文斌、唐巧雪、刘茜

一等奖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 《母亲的微笑》《在希望的田野上》 胡忠华、杜子彦

一等奖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灯火里的中国》《那一片红》 李竞、朱玲、刘徐芳

一等奖 南昌市实验中学 《在太行山上》《两条河流》 胡万鹏、石燕、杨流芳

一等奖 南昌二中高新校区 《不忘初心》《幸福欢歌》 黄爱文、吴红、万婷

一等奖 南昌市铁路一中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吴竞梅、王颖涛

一等奖 南昌市外国语学校 《天耀中华》《向往》 罗海舷、谭秋菊

一等奖 南昌市豫章中学 《龙的传人》《斑鸠调》 聂萌

一等奖 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 《灯火里的中国》《让我们荡起双桨》 徐欢、熊泓沁、吴瑕

二等奖 南昌市第二十九中学 《井冈颂》《不忘初心》 李群、帅佳君

二等奖 南昌市羊子巷小学 《南泥湾》《红军阿哥你慢慢走》 夏露、晋璟、单盈

二等奖 南昌二十八中教育集团青云学校 《母亲的微笑》《茶香中国》 陈茜、万静、李泓波

二等奖 南昌市朝阳中学 巜在灿烂阳光下》《江西是个好地方》 陈雅琴、汪璆

二等奖 南昌市第十七中学 《我爱你中国》《斑鸠调》 陈佳妮、童杰、王晴

二等奖 南昌市第三中学 《茉莉花》《灯火里的中国》 黄丹、刘思良、樊瑾

二等奖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八月桂花遍地开》《祖国永在我心中》 黄冰月、徐黎莉、万琴

二等奖 南昌市第八中学 《不忘初心》《红星歌》 蔡易池、彭红、郭云

二等奖 南昌市铁路第二小学 《映山红》《天耀中华》 张玮、方传丽、吴婷婷

二等奖 南昌市第十五中学 《我宣誓》《把一切献给党》 王蓓、刘茜、刘君

二等奖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映山红》《祖国不会忘记》 陈玉婷、熊婕

二等奖 南昌市洪都中学 《天路》《映山红》 林木兰、徐红、张和婧

二等奖 南昌市八一中学 《映山红》《游击队歌》 聂萌、杜宪、许妍菁

二等奖 南昌市雷式学校 《唱支山歌给党听》《祖国不会忘记》 罗钰婷、陈雪怡、胡裕宏

三等奖 湾里管理局第一中学 《灯火里的中国》《重上井冈》 陈溪琼、殷倩倩、刘莉玲

三等奖 南昌县洪燕学校 《十送红军》《太行山上》 魏杨慧、曾琦玮、何皓雯

三等奖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阳光路上》《不忘初心》 胡建军、袁美华、全彤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七律·长征》《斑鸠调》 陈悦

三等奖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映山红、十送红军》《唱给党的歌》 丁林平、龚丹妮

三等奖 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 《唱支山歌给党听》《八月桂花遍地开》 吴倩、梅杨、蒙文华

三等奖 南昌市育新学校九龙新城分校 《映山红》《不忘初心》 易丹笛、张放、胡雅琪

三等奖 南昌市第一中学 《映山红》《太行山上》 肖芬

三等奖 南昌市第十六中学 《走向复兴》《映山红》 伍燕、万燕、廖军

三等奖 南昌市第十中学 《十送红军》《迎风飘扬的旗》 韩禄青、闵奇之、龚诗雨

三等奖 南昌市第二十六中学 《不忘初心》《阿拉木汗》 张盛华

三等奖 安义县龙津中学 《请茶歌》《走向复兴》 付安安

三等奖 南昌市第十八中学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把一切献给党》 华赟朦、王慧子

三等奖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唱支山歌给党听》《向往》 章敏、潘文红

三等奖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映山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陈为强、湛晨

三等奖 南昌市第二十四中学 《八月桂花遍地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刘婷、徐振宇、范如鸽



三等奖 南昌市第二十七中学 《在灿烂阳光下》《十送红军》 谢小芳、朱青青

教师乙组

奖项 单位 节目名称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高新区教师合唱团 《雨后彩虹》《映山红》 占慧娟、安玉婷、万飞飞

一等奖 湾里管理局教师合唱团 《唱支山歌给党听》《龙的传人》 高甜甜、刘莉玲、纪淋媚

一等奖 南昌县教师合唱团 《十送》《八骏赞》 张旦丹、喻星、周璐璐

二等奖 安义县教师合唱团 《我爱你中国》《映山红》 肖明光、万慧、万咏洁

二等奖 青云谱区教师合唱团 《清流》《映山红》 钟敏俐、曹国华、周静雅

二等奖 东湖区教师合唱团 《那一片红》《当那一天来临》 熊鹰、周婷、陈倬

二等奖 新建区教师合唱团 《十送红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徐帮龙、周海滨、熊盈盈

二等奖 西湖区教师合唱团 《在太行山上》《唱起这个好地方》 邓宇坤、钟薇薇、王海贞

三、优秀指挥奖、优秀伴奏奖
学校 组别 指挥 伴奏

南昌市育新学校教育集团小学部 小学甲组 彭鹏 喻逸凡

南昌市珠市学校教育集团 小学甲组 夏露 郭艳

南昌凤凰城上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甲组 傅丹 朱卡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小学甲组 李思思 万雪

南昌市实验中学 中学甲组 熊瑛 程旖亲

南昌市进贤岚湖中学 中学甲组 罗珊珊 夏禹

南昌二中高新校区 中学甲组 杜乐 熊珍

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 中学甲组 田富万 周然

南昌市第一中学 中学甲组 肖芬 姚薛菲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中学甲组 刘璐 陈平

南昌市站前路学校教育集团 中学甲组 程帆 张小未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中学甲组 张夏 黄超

南昌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中学甲组 周静雅 赵丹、万千

南师附小教育集团红谷滩校区 小学乙组 符乐 王梓帆

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乙组 王丽芳 李天源

南昌市珠市学校教育集团 小学乙组 夏露 饶雅真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乙组 胡忠华 王月鹄馨、孙墨

南昌市育新学校教育集团 小学乙组 万俐华 黄溢格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乙组 张珺 詹思源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小学乙组 李思思 杨刘怿

南昌市红谷滩区腾龙学校 小学乙组 徐璐 钟佳宏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小学 小学乙组 黄蕾 谢俊芳

南昌市邮政路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乙组 曹炜 赵洋晨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中学乙组 吴熙 江程一

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 中学乙组 吴瑕 徐璐

南昌市第十中学 中学乙组 高丽雯 龚诗雨

进贤县第一中学 中学乙组 徐义华 董鑫



南昌市第八中学 中学乙组 郭云 张婧雅、涂宇锦

南昌市育新学校教育集团 中学乙组 胡玲 范镇源

南昌市实验中学 中学乙组 陶振 罗昳

南昌市第二中学 中学乙组 储艳桢 任芯逸

南昌二十八中教育集团高新实验学校 中学乙组 李鸿运 张瑜

南昌市雷式学校 中学乙组 陈雪怡 胡裕宏

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教师甲组 陈璐 江子扬

南昌市第二中学 教师甲组 廖文斌 梁静妍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 教师甲组 胡忠华 晏丽云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教师甲组 杨婧晨 刘徐芳

南昌市实验中学 教师甲组 胡万鹏 石燕

南昌二中高新校区 教师甲组 姜媛 张莹

南昌市铁路一中 教师甲组 吴竞梅 王颖涛

南昌市外国语学校 教师甲组 罗海舷 赖盼、罗欣越

南昌市豫章中学 教师甲组 聂萌 赖慧洋

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 教师甲组 吴瑕 赵洋晨

高新区教师合唱团 教师乙组 杨紫艺 万荷花

湾里管理局教师合唱团 教师乙组 夏冰 胡蓓

南昌县教师合唱团 教师乙组 喻星 邹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