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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教体艺卫〔2020〕118 号

洛阳市教育局
关于公布 2020 年体育学科优秀学生社团的

通 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含民办学校）：

为深入实施素质教育，总结展示近几年来我市中小学学生

体育学科社团建设取得的成果，市教育局在全市中小学组织开

展了 2020 年体育学科优秀学生社团评选活动。经过专家组的评

审，共评选出 87 个体育学科优秀学生社团，现予以公布。

希望优秀学生社团进一步发扬成绩，培育特色，在体育活

动开展和体育学科社团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各

洛阳市教育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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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要进一步重视加强体育学科学生社团建设，努力丰富学生

校园文化生活，为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件：洛阳市 2020 年学校体育学科优秀学生社团名单

2020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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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洛阳市 2020 年学校体育学科学生优秀社团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社团名称 指导教师 证书编号

1 洛阳市第一中学 女子排球社团 谢冰 TYST20200001

2 洛阳市第二中学 LY 成功田径社团 卢园园 TYST20200002

3 洛阳市第三中学 福锐篮球社团 王强 TYST20200003

4 洛阳市第九中学 田径社团 李虓宁 TYST20200004

5 洛阳市外国语学校 阳光篮球社团 唐红丽 TYST20200005

6 洛阳市第四十三中学 排球社团 刘练 TYST20200006

7 洛阳市第四十六中学 排球协会 陈晓东 TYST20200007

8 洛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博雅田径社团 赵华 TYST20200008

9 洛阳市地矿双语学校 追风少年跑步社团 王贝 TYST20200009

10 洛阳市实验小学 小水滴足球社团 司斌 TYST20200010

11 洛阳市华阳国际学校 武术社团 史乐 TYST20200011

12 洛阳市偃师顾县镇回龙湾小学 荣耀篮球体育社团 魏敬伟 TYST20200012

13 洛阳市偃师实验小学 篮球小子社团 岳留军 TYST20200013

14 洛阳市偃师伊洛中学 绿茵梦想足球社团 王琼琼 TYST20200014

15 洛阳市偃师实验高中 篮球雷霆社团 赵琳琳 TYST20200015

16 洛阳市孟津县县直中学小学部 篮球社团 韩利锋 TYST20200016

17 洛阳市孟津县第二高级中学 田径社团 王高伟 TYST20200017

18 洛阳市孟津县育才实验学校 酷动体育社团 梁重庆 TYST20200018

19 洛阳市孟津县第二县直中学 追梦足球社团 赵萌萌 TYST20200019

20 洛阳市孟津县小浪底镇初级中学 阳光乒乓球社团 孙兵兵 TYST20200020

21 洛阳市新安县北冶镇第一初级中学 武魂武术社团 周飞 TYST20200021

22 洛阳市新安县仓头中学 追梦足球社团 郭润 TYST20200022

23 洛阳市新安县实验初级中学 龙翔篮球社团 常金龙 TYST202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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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洛阳市新安县铁门镇庙头小学 旋风足球社团 王振亚 TYST20200024

25 洛阳市新安县西苑学校 青翼足球社团 路向丽 TYST20200025

26 洛阳市新安县南李村镇郁山小学 动感韵律社团 任长生 TYST20200026

27 洛阳市宜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星光篮球社团 王现斌 TYST20200027

28 洛阳市宜阳县第二实验高中 Free Run 田径社团 王超强 TYST20200028

29 洛阳市宜阳县韩城镇中心小学 雏鹰跳绳社团 王振国 TYST20200029

30 洛阳市宜阳县白杨镇第一初级中学 超越自我田径社团 买悠文 TYST20200030

31 洛阳市宜阳县锦屏镇第三初级中学 成长足球社团 白翠果 TYST20200031

32 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宜阳校区 中国足球少年社团 宋牛犇 TYST20200032

33 洛阳市宜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飞跃田径社团 王占国 TYST20200033

34 洛阳市伊川县实验小学 绳之舞跳绳社团 李甚佳 TYST20200034

35 洛阳市伊川县直第二小学 花样跳绳社团 李丽艳 TYST20200035

36 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中心小学 阳光足球社团 赵兴娟 TYST20200036

37 洛阳市伊川县县直中学 飞跃田径社团 胡卫乐 TYST20200037

38 洛阳市伊川县实验中学 飞跃篮球社团 梁利利 TYST20200038

39 洛阳市伊川县滨河高级中学 传奇篮球社团 杨曾强 TYST20200039

40 洛阳市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健达社团 李关谱 TYST20200040

41 洛阳市汝阳县城关镇北街小学 绳彩飞扬社团 李彦宾 TYST20200041

42 洛阳市嵩县鹤鸣小学 旋风足球社 石红卫 TYST20200042

43 洛阳市嵩县江苏双语实验学校 飓风足球社团 陈玉武 TYST20200043

44 洛阳市栾川县实验中学 田径社团 赵玲玲 TYST20200044

45 洛阳市栾川县赤土店镇初级中学 飞翔田径社团 樊海清 TYST20200045

46 洛阳市栾川县第四实验小学 竹竿舞社团 韦萍 TYST20200046

47 洛阳市栾川县第五实验小学 足球社团 程颖颖 TYST20200047

48 洛阳市洛宁县第一高中 跃动田径社团 席玉 TYST20200048

49 洛阳市洛宁县涧口乡中心小学 阳光足球社团 王新毅 TYST20200049

50 洛阳市洛宁县王范回族镇王东小学 快乐乒乓球社团 宁文慧 TYST20200050

51 洛阳市洛宁县城关镇东城小学 田径社团 赵校真 TYST2020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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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洛阳市洛宁县第一实验中学 田径社团 曲德军 TYST20200052

53 洛阳市东升第三中学 灵动小球社团 郭佳佳 TYST20200053

54 洛阳市第三十二中学 绳舞飞扬社团 牛晓娟 TYST20200054

55 洛阳市第四十八中学 精武门武术社团 黄美玲 TYST20200055

56 洛阳市涧西区景华实验小学 跃动网球社团 鞠欣 TYST20200056

57 洛阳市涧西区英语学校 英鹰足球社团 姚莲彩 TYST20200057

58 洛阳市涧西区东方第一小学 东方红足球社团 张泽辉 TYST20200058

59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铿锵玫瑰女子足球社团 张城 TYST20200059

60
洛阳市涧西区英语学校

鹰英YoungEagle啦啦操

社团
王芳 TYST20200060

61 洛阳市西工区实验小学 武林风社团 房静 TYST20200061

62 洛阳市西工区西下池小学 激情啦啦操社团 张利 TYST20200062

63 洛阳市第二十六中学 我爱篮球社团 陈茂杰 TYST20200063

64 洛阳市老城区第二小学 雏鹰体育社团 金锦 TYST20200064

65 洛阳市第六中学 绿茵场足球社团 申亮 TYST20200065

66 洛阳市瀍河区巨龙小学 绳舞飞扬社团 冯英格 TYST20200066

67 洛阳市实验小学恒大分校 网球社团 赵志伟 TYST20200067

68 洛阳市第四十五中学 体育田径社团 李鸿星 TYST20200068

69 洛阳市吉利区实验小学 攀越篮球社团 刘方玉 TYST20200069

70 洛阳市吉利区阳光小学 阳光篮球社团 毛建设 TYST20200070

71 洛阳市吉利区开元小学 向前足球社团 翟向前 TYST20200071

72 洛阳市洛龙区第五小学 绳彩飞扬跳绳社团 宗红玲 TYST20200072

73 洛阳市第五十四中学 篮球社团 李愿 TYST20200073

74 洛阳市洛龙区第六实验学校 足球社团 张卫国 TYST20200074

75 洛阳市洛龙区安乐逸夫小学 乒乓球社团 卢书晓 TYST20200075

76 洛阳市洛龙区张横街小学 足迹足球社团 郝文革 TYST20200076

77 洛阳市洛龙区第一实验小学 绳彩飞扬跳绳社团 王凯瑞 TYST20200077

78 洛阳市高新区第四初级中学 起点篮球社团 杨鸿恩 TYST2020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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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 年 9月 2 日印发

79 洛阳市高新区第一初级中学 追风拳击社团 何双巧 TYST20200079

80 洛阳市高新区马赵营小学 雏鹰足球社团 闫海华 TYST20200080

81 洛阳市龙门第二小学 放飞童心风筝社团 毛华丽 TYST20200081

82 洛阳市龙门第二实验学校 阳光篮球社团 徐利梅 TYST20200082

83 洛阳市龙门第二小学 跆拳道社团 李会娟 TYST20200083

84 洛阳市伊滨区和谐小学 足球社团 李祥 TYST20200084

85 洛阳市伊滨区庞村镇第三初级中学 圆梦篮球社团 赵献平 TYST20200085

86 洛阳市伊滨区李村镇第一初级中学 腾飞田径社团 王国伟 TYST20200086

87 洛阳市伊滨区庞村镇大庄小学 红篮筐篮球社团 王志华 TYST20200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