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级 优秀学生 性别
政治
面目

职务 16-17学年以来曾获奖励

101 袁鹏 男 团员 劳动委员 16-17年度 南海区优秀学生

102 邝业年 男 群众 物理科代表 2018年石门中学学习优异奖

103 梁智荣 男 团员 电教委员 2018-2019年第一学期学习优异奖

104 何栩诗 女 团员 班长 2017年南海区优秀学生

106 何洋 女 团员 2017-2018学年中考获南商奖学金

107 伍灏曦 男 团员  副班长
南海区综合能力大赛二等奖
石门中学优秀学生

108 龙轩 男 团员 班长 2018年石门中学感动班级十大人物,优秀班干部,成绩优异奖

109 龙铭滔 男 团员 学习委员 16年11月起多次获里水镇和顺一中成绩优秀奖

110 王桂怀 男 团员 副班长 16—17两次获得优秀班干部，16—17两次获得优秀团员

111 吴岸蓝 女 群众 数学科代表 2018年综合和能力大赛三等奖

112 杜宇翔 男 团员 化学课代表 2016-2017年多次获得成绩优异奖

113 丘佳凤 女 团员

2016年获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全国一等奖
2017年在广东省中学生地理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广东省二等奖
2017年在南商教育基金评选活动中被授予“有位学生奖”荣誉称号
2017年在南海区“最美少年”评选活动中，荣获“智慧好少年”称号
2018年在南海区第十届初中学生综合能力大赛中获得二等奖

114 杨文信 男 团员 数学科代表 2018年佛山市综合能力大赛二等奖

116 罗言臻 男 团员 数学科代表 2018年石门中学成绩优秀奖

117 关朝升 男 团员 副班长
2016学年评为省优秀共青团员
18年IEEA国际英语精英（中国区）个人单项一等奖

118 蔡徵因 女 群众 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中荣获特级文明学生称号

119 黄嘉怡 女 团员 班长 2016年获得南海区优秀学生干部

120 邓智文 男 团员 班长 2018年石门中学优秀学生，管理之星

121 简世杰 男 团员 数学科代表 2018年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成绩优异奖

122 邓玥 女 团员 2016-2017学年南海区优秀学生

201 卢思成 男 团员 语文科代表
2017年获得南商教育基金奖学金
2018年获石门中学语文单科优异奖
2018年获石门中学理科成绩优秀奖

南海区优秀学生名单

                    公    示
    经学校各班级（科）组推荐，学校评选小组会议表决，以下同学们近三年德育考核
优秀（或综合表现优秀，公民道德素养优秀），学习成绩优秀，体质健康优良。拟推荐
为南海区优秀学生。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5天，从2019年3月13日上午8：00至 3月17
日下午5：30止。若对公示人员有异议，请电话或书面向德育处反映。反映情况的电话
和书面材料要自报或签署真实姓名，不报或不签署真实姓名的，一律不予受理。
    受理情况反映的部门、电话和地址：
    部门：德育处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聂辉85934743
 
                                                   石门中学德育处
                                                 2019 年 3 月12 日



202 王皓轩 男 团员 班长

2017年获得全国初中数学联赛一等奖
2017年获得南商教育基金奖学金
2017年6月获得南海区第九届初中学生综合能力大赛二等奖
2017年高一下学期期末考数学单科全级前十，单科优异奖
2018年获学习成绩进步奖

203 甘颖霖 女 团员 学生会生活部部长2017年7月被评为南海区优秀学生干部

204 叶溢文 男 团员 班长

2017年高一下学期期末考物理单科全级第一
2018年高二上学期佛山统考佛山市前100名
2017年南海区综合能力大赛区前200名
2016年石门实验学校十佳优秀学生干部
2017年英国Bucksmore Education冬令营个人总分第一

205 谢明晖 男 团员 物理科代表
2016-2017年广东省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优秀学生
2017-2018年石门中学校级优秀学生

206 陈岳纬 男 团员 班长

2018年被评为“南海区美德少年”
高二级“服务之星”
于初中南海实验中学多次被评为优秀学生及优秀学生干部
2017-2018学年获得石门中学理科成绩优秀奖

207 郭梓博 男 团员 班长
2017年南海区综合能力竞赛一等奖；
2020届高一下学期成绩显著进步奖；
2020届高一上学期二检成绩显著进步奖

209 林凯茵 女 团员 学习委员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多次被评为优秀学生及优秀学生干部

210 魏晓欢 女 团员 纪律委员
2016年被评为学校优秀学生
2017年被评为学校优秀学生干部

211 黄绍骏 男 团员 宣传委员

2016年初二下学期期末考物理单科全级第一

2016-2017学年小塘初级中学优秀学生干部

2016-2017学年小塘初级中学三好学生

2016年佛山市南海区第十届运动会少年乙组男子100米蛙泳第一名

2016年佛山市南海区第十届运动会少年乙组男子50米蛙泳第二名

2016年佛山市南海区第十届运动会少年男子4*50米自由泳接力第一名

2016年佛山市中学生游泳锦标赛男子初中组50蛙泳第二名

2017年高一下学期优秀学生干部

212 叶璨 女 团员 班长
2017年南海区综合能力大赛区前200名

2017年获得南商教育基金奖学金

213 陈诗婷 女 团员 卫生委员

2016~2017学年被评为“南海区优秀学生”

2017年5月10日获得第十八届“新世纪”杯全国中学生作文三等奖

2017年6月获得南海区第九届初中学生综合能力大赛二等奖

214 陈奥 男 团员 数学科代表 2017年校运会男子1000米亚军

215 范芯瑜 女 团员 班长 2017-2018年石门中学优秀学生

216 全泓烨 男 团员 学习委员 2017-2018学年石门中学优秀学生

217 施旭瀚 男 团员 政治科代表
2018年获石门中学学习成绩总分优秀奖、成绩进步奖
2018年石门中学优秀学生

219 盘隽蕊 女 团员 数学科代表
2017年3月第32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

2018年第五届广东省青少年环保科技创意大赛高中组优秀奖

220 孙彬琳 女 团员 学习委员 2017-2018年度石门中学优秀学生

221 张敏婕 女 团员 语文科代表

2016年南海区语文综合能力大赛特等奖

2016年南海区书信比赛特等奖

2016年佛山市现场作文大赛一等奖

222 欧阳晓楠 女 团员 班长

2016-2017学年获石门实验学校三好学生，成绩优异奖；

2017年南海区综合能力竞赛一等奖；

2018年南海区少儿花会艺术比赛高中乐器组二等奖；

2017年石门中学体艺节高一级铅球第一；

2018年石门中学体艺节高二级铅球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