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拟命名为“四川省阳光体育示范学校”名单 

（共 77 所） 

 

成都市(30 所) 

成都市太平中学 

四川省成都高新实验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第十七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第三中学  

四川师范大学实验外国语学校   

成都七中八一学校 

成都石室外语学校 

成都市通锦中学校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中学校 

四川省成都市航天中学校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中学校 

四川省成都市城厢中学校 

四川省成都市川化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第二中学 

成都市温江区第二中学校 

四川省双流永安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第四中学 

成都石室蜀都中学 

四川省简阳市高级职业中学 

都江堰市八一聚源高级中学 

树德中学都江堰外国语实验学校 

四川省彭州市敖平中学 

邛崃市平乐中学校 

四川省邛崃市高埂中学 

四川省崇州市蜀城中学 

金堂县淮口中学校 

新津县华润高级中学 

四川省大邑中学 

四川省蒲江县寿安中学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专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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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4 所） 

泸州市英才外国语学校 

四川省泸州市第七中学校 

泸州市江阳西路学校 

古蔺县蔺阳中学 

德阳市（5 所） 

德阳市庐山路小学 

德阳市华山路学校 

德阳市实验小学校 

绵竹市富新学校 

绵竹市南轩小学 

绵阳市（4 所） 

绵阳中学育才学校 

绵阳市开元中学 

绵阳市富乐实验小学 

四川省盐亭中学 

广元市（1 所） 

四川省苍溪县职业高级中学 

遂宁市（3 所） 

四川省遂宁市第一中学校 

遂宁市第七中学校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第一高级中学 

内江市（2 所） 

威远县越溪镇中心学校 隆昌县第一初级中学 

乐山市（3 所） 

四川省犍为县清溪高级中学 

四川省井研县井研中学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宜宾市（3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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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叙州区柳嘉职业技术学校 

宜宾市叙府实验小学校 

宜宾市叙州区建国实验小学校 

达州市（7 所） 

通川区蒲家中学校 

达州铭仁园中学 

通川区第八小学校 

通川区双龙镇中心校 

通川区北外镇中心校 

通川区金山小学校 

开江县讲治中学 

巴中市（8 所） 

巴中市巴州区第四中学 

巴中市巴州区第六小学校 

南江县实验中学 

南江县小河职业中学 

巴中市恩阳区柳林镇中心小学 

四川省平昌中学 

四川省平昌县第二中学 

平昌县响滩中学 

资阳市（3 所） 

资阳市雁江区三贤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安岳县岳阳镇东方红小学 

安岳县岳阳镇小学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3 所） 

马尔康市卓克基中心校     

四川省汶川县七一映秀中学  

金川县中学校 

凉山彝族自治州（1 所） 

四川省雷波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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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拟命名为“四川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名单 

（107 所） 

 

成都市（28 所） 

成都市天府新区南湖小学 

成都高新区芳草小学 

四川省成都市中和中学 

成都高新新华学校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成都市花园（国际）小学 

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西区）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成都石室双楠实验学校 

成都市海滨小学校 

成都市第三十八中学校 

成都市北新实验小学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小学校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校 

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小学校 

成都市青白江区外国语小学校 

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学校 

新都一中实验学校 

成都市新都区蜀龙学校 

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校 

成都市新都区桂林小学校 

成都市双流区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圣菲小学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迎春小学 

成都市郫都区崇宁小学校 

都江堰市北街小学实验外国语学校 

都江堰市团结小学 

都江堰市李冰中学 

大邑县南街小学 

自贡市（6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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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自流井区檀木林小学校 

自贡市大安区凤凰学校 

自贡市沿滩区沿滩小学校 

富顺第三中学校 

富顺县实验小学校 

荣县留佳镇小学校 

攀枝花市（2 所） 

攀枝花市第六小学校  攀枝花市第十二中学校 

泸州市（1 所） 

泸州市纳溪区合面镇中心小学 

德阳市（3 所）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德阳市东汽小学 

德阳市岷山路小学 

绵阳市（7 所） 

绵阳中学育才学校 

绵阳中学英才学校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四川省绵阳市桑枣中学 

绵阳市沙汀实验中学 

三台县塔山镇中心小学校 

四川省盐亭中学 

广元市（4 所） 

旺苍县石桥小学 

苍溪县岳东镇中心小学校 

苍溪县唤马镇小学校 

苍溪县状元桥小学校 

遂宁市（3 所） 

四川省蓬溪实验中学 

四川省蓬溪中学校 

大英县蓬莱小学 

 — 5 — 



内江市（6 所） 

四川省内江市第二中学 

内江市市中区天立学校 

内江市桐梓坝小学校 

内江市东兴区五星小学校 

威远县向义镇中心学校 

隆昌县响石镇中心学校 

乐山市(2 所) 

乐山市徐家扁小学 马边彝族自治县民建小学 

南充市(5 所) 

四川省南充市第一中学 

南充市第五中学校 

南充市五星小学 

南充市城北小学 

四川省南充市建华职业中学 

宜宾市（4 所） 

宜宾市大运实验学校 

宜宾市叙州区泥溪镇小学校 

四川省江安县职业技术学校 

兴文县香山民族初级中学校 

广安市（5 所） 

中国石油广安希望学校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第七实验中学 

岳池县东湖学校 

岳池县凤山小学校 

四川省华蓥中学 

达州市（4 所） 

通川区复兴镇中心校 

通川区西罡学校 

通川区罗江镇八一希望学校 

大竹县第三小学校

雅安市（7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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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雨城区实验小学 

雅安市雨城区兴贤小学 

雅安市名山区第三中学 

四川省汉源县第一中学 

四川省石棉县中学 

石棉县七一中学 

四川省天全中学 

巴中市（6 所） 

四川省巴中市高级中学 

巴中市巴州区第四小学校 

巴中市恩阳区恩阳中学 

通江县涪阳中学校 

南江县南江镇第二小学 

平昌县思源实验学校 

资阳市（3 所）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四川省乐至中学 

资阳市雁江区三贤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10 所） 

四川省马尔康中学校 

马尔康市第四小学校 

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 

四川省汶川中学校 

四川省汶川县七一映秀中学 

汶川八一小学校 

松潘县城关小学 

金川县中学校 

小金县美兴小学校 

阿坝县民族寄宿制小学 

凉山彝族自治州（1 所） 

宁南县朝阳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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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拟命名为“四川省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名单 

（54 所） 

 

成都市（10 所） 

成都市锦官驿小学 

成都市万春小学 

成都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成都市海滨小学校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小学校 

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小学校 

成都市龙泉驿区茶店小学校 

成都市新都区西街小学校 

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龙安中心小学校 

彭州市隆丰镇小学 

自贡市（1 所） 

自贡市自流井区东方小学校 

泸州市（2 所） 

四川省泸州市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泸州市江阳西路学校 

德阳市（6 所） 

德阳市第一小学校 

德阳市华山路学校 

中江县实验小学校 

广汉市实验小学 

什邡市禾丰小学 

绵竹市清道学校 

绵阳市（3 所） 

江油市青莲镇初级中学 江油市三合镇中心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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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羌族自治县安昌小学 

广元市（3 所）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中学 

广元市朝天区李家乡小学 

苍溪县元坝镇中心小学校 

遂宁市（1 所）   

大英县蓬莱中学 

内江市（2 所） 

内江市第十三小学校 威远县新场镇中心学校 

乐山市（2 所） 

五通桥区实验小学 峨眉山市实验小学校 

南充市（1 所） 

南充市人民南路小学校 

眉山市（1 所） 

眉山市东坡区苏南小学 

宜宾市（4 所） 

宜宾市江北实验小学校 

宜宾市南溪区前进小学校 

宜宾市南溪区钟灵街小学校 

高县第二实验小学校 

广安市（4 所） 

四川省华蓥中学 

广安市广安区厚街小学校 

四川省武胜县民族小学校 

武胜县旧县乡小学 

达州市（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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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县第一小学 

雅安市（1 所） 

汉源县富林镇第三小学 

巴中市（7 所） 

巴中市实验小学 

巴中市中坝小学 

巴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 

巴中市恩阳区观音井镇中心小学 

恩阳区第一小学 

通江县第六小学 

通江县思源实验学校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5 所） 

马尔康市卓克基中心校 

汶川县七一绵虒小学校 

松潘县七一藏文中学校 

九寨沟县第一小学 

小金县达维镇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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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拟命名为“四川省中小学美育实践基地”名单 

（57 所） 

 

成都市（15 所）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天府校区) 

成都市花园（国际）小学 

成都市海滨小学校 

成都市第三十八中学校 

成都市成华小学校 

成都市龙泉驿区洪河小学校 

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小学校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校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华小学校 

成都市龙泉驿区茶店小学校 

成都市新都区西街小学校 

四川省双流艺体中学 

都江堰市北街小学 

都江堰市聚源小学 

四川福宝美术馆 

自贡市（4 所） 

自贡成都外国语学校 

自贡市汇东实验学校 

自贡市沿滩区沿滩第二小学校 

富顺县代寺镇中心小学校 

德阳市（10 所） 

德阳市第一小学校 

德阳市孝泉民族小学校 

德阳市华山路学校 

德阳市实验小学校 

广汉市实验小学 

广汉市雒城镇第四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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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邡市禾丰小学 

四川省绵竹市职业中专学校 

绵竹市天河小学 

绵竹市清道学校 

绵阳市（4 所） 

绵阳市游仙区玉河镇博爱学校 

三台县潼川第二小学校 

江油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江油市诗城小学 

广元市（2 所） 

广元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管理中心 

广元市利州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内江市（2 所） 

内江市桐梓坝小学 隆昌市古湖街道中心学校

乐山市（2 所） 

夹江县状元书画纸厂 

四川根石家艺术馆 

眉山市（1 所） 

青神县学道街小学校 

宜宾市（1 所） 

宜宾市南溪区大观镇中心小学校 

广安市（4 所） 

北京景山学校四川广安实验学校 

岳池县东湖学校 

邻水县鼎屏镇第四小学 

武胜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 

达州市（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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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达州中学 

雅安市（1 所） 

四川省名山中学 

巴中市（3 所） 

巴中市巴州区第三小学校 

通江县第七小学 

平昌县第二小学 

资阳市（1 所） 

资阳市雁江区第七小学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6 所） 

马尔康市第四小学 

茂县凤仪镇小学校 

松潘县青云镇中心小学校 

九寨沟县七一南坪中学 

金川县第二中学校 

金川县沙耳乡中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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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拟命名为“四川省优秀学生艺术团”名单 

（107 个） 

 

自贡市（10 个） 

自贡市第六中学校海潮之声合唱团 

自贡市蜀光绿盛实验学校一染房艺术团 

自贡市自流井区塘坎上小学校蓝花楹合唱团 

自贡市自流井区塘坎上小学校小三绝民间工艺社团 

自贡市大安区凤凰学校凤来兮合唱艺术团 

自贡市沿滩区逸夫小学校乐·芽合唱团 

自贡市沿滩区沿滩第二小学校版眼童真版画艺术团 

富顺县实验小学校石上清韵美术学生社团 

富顺县实验小学红领巾合唱团 

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爱尚合唱团 

攀枝花市（2 个） 

攀枝花市第九小学校鸣翠柳合唱团 

仁和区平地镇中心学校谈经古乐社团 

泸州市（5 个） 

四川省泸州市泸州老窖天府中学星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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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泸州市高级中学律动芳华舞蹈团 

泸州市第十八中学校灵动曳步舞蹈团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合唱团 

合江县大桥初级中学校心桥绘画社 

德阳市（17 个） 

四川省东汽八一中学足之艺舞蹈团 

德阳市岷山路小学小工匠·大匠心艺术实践工作坊 

德阳市庐山路小学鹿鸣民乐团 

德阳市实验小学校红蜻蜓合唱团 

德阳市第一小学校凤仪舞蹈团 

德阳市华山路学校华韵戏剧艺术团 

中江县小南街小学校玄武印画艺术工作坊 

广汉市三水镇中心小学校花儿舞蹈艺术团 

广汉市实验小学槐香剪艺坊 

广汉市雒城镇第四小学校三星堆书法艺术团 

北京师范大学什邡附属外国语中学民乐团 

北京师范大学什邡附属外国语中学银杏管乐团 

北京师范大学什邡附属外国语小学梦想合唱团 

北京师范大学什邡附属外国语小学心飞扬舞蹈团 

北京师范大学什邡附属外国语小学星之光管乐团 

绵竹市紫岩小学校红领巾之声管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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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竹实验学校乐之韵管乐团 

绵阳市（12 个） 

绵阳中学英才学校卓砾管乐团 

绵阳中学英才学校梦想合唱团 

绵阳中学育才学校梦想童声合唱团 

绵阳市涪城区特殊教育学校特别爱陶艺工作坊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一小百灵鸟童声合唱团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一小七彩民乐团 

绵阳高新区火炬实验小学茉莉花合唱团 

绵阳高新区火炬实验小学茉莉花管乐团 

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中心小学小蓓蕾合唱艺术团 

安州区河清镇永河小学民乐团 

三台县七一小学校金剪刀剪纸社团 

江油外国语学校太白风韵工作坊 

广元市（7 个） 

四川省广元中学汉涛乐歌合唱团 

四川省广元外国语学校伊派运动舞蹈艺术团 

四川省广元市实验中学云顶合唱团 

广元市利州区南鹰小学布言丝语布艺刺绣艺术团 

广元市利州区北街小学陶艺社团 

广元市利州区东城实验学校小天使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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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高坡镇双石小学校学生艺术团 

内江市（3 个） 

威远县向义镇中心学校快乐剪纸工作坊 

威远县新店镇中心学校七星椒少儿合唱团 

威远县新场镇中心学校火龙制作与游耍学生艺术社团 

乐山市（5 个） 

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校学生艺术团 

乐山市特殊教育学校梦与阳光艺术团 

乐山市实验小学川剧团 

乐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星空少年合唱团 

乐山市外国语小学陶陶乐艺术团 

眉山市（2 个） 

仁寿县书院小学校雅慧社团 

青神县学道街小学校绿水绘画艺术团 

宜宾市（7 个） 

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金色阳光管乐艺术团 

宜宾市中山街小学校小酒窝合唱艺术团 

宜宾市南溪区北大培文宜宾国际学校未名书画艺术团 

宜宾市南溪区罗龙实验小学校趣玩长江石工作坊 

宜宾市叙州区育才路小学校绿精灵美术艺术团 

兴文县城西学校新苗银饰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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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文县大坝苗族乡沙坝民族小学校舞动苗乡舞蹈艺术团 

广安市（6 个） 

四川省广安中学飞乐管乐团 

岳池县凤山小学校阳扬合唱团 

武胜县沿口镇小学校博雅小精灵合唱团 

武胜县嘉陵小学校印象嘉陵艺术团 

邻水县鼎屏小学鼎星艺术团 

华蓥市双河小学双河小学书法艺术团 

达州市（11 个） 

通川区第二小学校北岩寺分校北翎器乐艺术团 

达州铭仁园中学大铭鲲鹏声乐艺术团 

达川区景市初级中学鼎新舞蹈艺术团 

达川区城南学校城南画社 

达川区实验小学麻艺工作坊 

达川区管村镇中心小学萌雅艺术团 

达川区景市镇中心小学景美舞蹈艺术团 

达川区南坝小学青青子衿朗诵艺术团 

达川区石桥镇中心小学七彩梦绘画艺术团 

开江县实验小学新芽舞蹈艺术团 

开江县实验小学北斗星合唱团 

雅安市（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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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雨城区实验小学川剧艺术团 

雅安市雨城区实验小学黑砂陶艺坊艺术团 

雅安市雨城区第四小学前海育英管乐团 

四川省石棉县希望小学锦绣梨园艺术团 

巴中市（4 个） 

巴州区第一小学合唱团 

恩阳区青木镇中心小学阳光舞蹈艺术团 

平昌县实验小学管乐团 

平昌县元石小学三石舞韵舞蹈艺术社团 

资阳市（6 个）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小海豚童声合唱团 

资阳市雁江区第七小学舞蹈社团 

四川省乐至中学合唱团 

四川省乐至中学书法团 

四川省乐至中学古筝团 

四川省乐至实验中学国学社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6 个） 

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艺术团 

四川省汶川县七一映秀中学阳光少年合唱团 

四川省汶川县七一映秀中学阳光少年舞蹈团 

茂县中学学生合唱团 

 — 19 — 



茂县七一民族中学博雅艺术社 

若尔盖县达扎寺小学校雏鹰飞翔国学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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