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片区 宣传省份 宣传中学 团队名称 队长 学院

天津市 天津市第二南开学校 公能之队 张俊哲 外国语学院
石家庄润德学校 我们讲的都队 古晓月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邯郸市第四中学 西大门面队 王晓旭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唐山市第二中学 自强不息 刘凡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磁县第二中学 磁县二中宣讲队伍 王钰莹 生命科学学院
保定市第一中学 缙云青年宣讲小分队 朱凯旭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衡水市冀州区第一中学 冀中宣讲团 刘博傲 法学院
邢台精英中学 西南大学宣讲队 马文锐 外国语学院
邢台市第一中学 我为西大代言队 王钰璇 西塔学院
河北省曲阳永宁中学 西大赴曲小分队 赵泽杨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河北武邑中学 我们说的都队 马镖 工程技术学院
河北正定中学 西大正中小分队 曹兴宇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群空冀北，始至不渝 胡矩涵 心理学部
涉县第一中学 青云万里 赵娜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衡水第一中学 宣讲衡一第一大队 曹昕鑫 教育学部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冀渝友好 薛宿丽雯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河北正中实验中学 天生有正定—西大宣讲小分队 尹艺雯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衡水志臻实验中学 回梦 何孟航 含弘学院
交城县第一中学校 “养正启智，成就未来”筑梦队 陈志敏 柑桔研究所
太原市第四十八中学校 春晖队 王品淇 药学院 中医药学院
高平市第一中学校 西大干饭人队 李伊凡 教育学部
太原市第五中学校 来西大真的很队 郝怡嘉 外国语学院
昔阳县中学校 西大昔阳小分队 王媛 文学院
太原市知达常青藤中学校 遇见西大，知达常青 祁妙 生命科学学院
临汾市第一中学校 相约天生·筑梦缙云队 张悦蓉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太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海底小纵队 黄丽瑾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榆次第一中学校 榆次一中实践小组 李思雅 教育学部
垣曲县垣曲中学 回家的诱惑 张欣 商贸学院
太原杏岭实验学校 太原杏岭实验学校宣讲队 李文静 生命科学学院
晋城市第一中学校 渝见西大 晋请期待 李柯璇 商贸学院
山西省广灵县第一中学校 饸饹宣讲小分队 王超 生命科学学院
太原市外国语学校 西大太外宣讲队 卫卓昕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河津中学 西大队 王利元 动物医学院
太谷县第一中学校 晋然是天生一队 苗诗敏 外国语学院
怀仁市第一中学 西南大学“天生一队” 许若琪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芮城县芮城中学 学行天下队 杨子敬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吕梁市高级中学 “吕”你有约，“渝”见西大 薛雅杰 外国语学院
朔州市朔城区第一中学 马邑之魂 李蕊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大同市实验中学 大同实验返校冲冲冲 丁伟民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志远小分队 吴若铱 心理学部
阳泉市第一中学校 “情系阳一”西南大学宣讲小分队 白金艳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汾阳中学校 铭义情 田晨研 音乐学院
山西省运城市康杰中学 渝康码队 张洋铭 数学与统计学院
山西现代双语学校南校 弘文集萃队 阎兆一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小分队 卓娜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达拉特旗第一中学 GHC Group 高君瑶 生命科学学院
包头市第四中学 青春起行队 王锦明 文学院
包钢第一中学 包钢一中领航计划小分队 蒋佳瑜 新闻传媒学院
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 一中宣讲小分队 邢广涵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鄂尔多斯衡水实验中学 衡实-西大宣讲小分队 王景楠 地理科学学院
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 六中驻西大分队 曹佳琳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鄂尔多斯市蒙古族中学 火锅牛奶配队 查娜 生命科学学院
赤峰元宝山区平庄煤业高级中学 你说的都对 李梦楠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锡林郭勒盟蒙古中学 西大高考助力梦之队 乌日罕 数学与统计学院
盘锦市高级中学 西大辽宁代表队 杨轶 生命科学学院
大连市一○三中学 无问西东 孔韶涵 教育学部
鞍山市第一中学 鞍山一中驻西南大学分队 田晨希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沈阳市第十一中学 辽宁驻西大小分队 彭际轩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磐石市第一中学 紧跟时代不掉队 李春昱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延边第二中学 天生一队 乔昱翔 材料与能源学院
辉南县第六中学 宋君莱西大 宋睿 数学与统计学院
依安县实验中学 西大宣讲ya小分队 赵榕枫 心理学部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附中—西大直通车 李思慕 马克思主义学院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冬雪遇银杏”队 谭可艺 外国语学院
大庆铁人中学 2021钻井大队 聂闻欣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东宁市第一中学 归泊母校，励志启航队 杜航宇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上海市 上海市育才中学 海上遗珠 徐睿骏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江苏省泰兴中学 说的都队 袁云 国家治理学院
江苏省盐城中学 呦呦队 李心语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西南大学丹阳分会 王玥 新闻传媒学院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 我在西大等你 曹钟文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江苏省震泽中学 西南大学震泽特工小分队 孙仲豪 经济管理学院
浙江省永嘉中学 浙江永嘉小分队 徐佳 国家治理学院
浙江省瑞安中学 西南大学甄综术艺小分队 孙乐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台州市第一中学 一中回浦台州小分队 陶姝羽 园艺园林学院
浙江省舟山中学 浙江舟山宣讲小分队 朱晨潇 西塔学院
瑞安市塘下中学 西大温州宣讲小组 丁黄喜 外国语学院
宁波市李惠利中学 宁波宣传小队 叶亦伦 体育学院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回衢小分队 朱朕希 外国语学院

合肥市第一中学 知行合一，天生有你 李伟骐 数学与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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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邱县第一中学 明日之生 刘李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阜阳市第三中学 FX冬宣小队 余静怡 文学院
安徽省淮南第二中学 发际线和我作队 王智立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含山中学 含情西缘 王佳苒 文学院
利辛县第一中学 安徽亳州母校宣讲小分队 武笑宇 动物医学院
安徽省宣城中学 宣中宣讲队 胡辉 商贸学院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西大直飞芜湖队 黄欣悦 地理科学学院
安徽省金寨第一中学 金寨一中小分队 陈杰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合肥市第八中学 合八宣讲小分队 陈瑞奇 国家治理学院
安徽省宿松县程集中学 程中小分队 张鑫 商贸学院
合肥市第七中学 七中食堂干饭队 杨兴舟 西塔学院
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马二宣讲小分队 金彦琦 外国语学院
安徽舒城中学 西大舒中一线牵 王垚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合肥市第六中学 青年实践队 金可心 教育学部
安徽省广德中学 美女都队 江兴月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安徽省定远中学 西南大学宣讲小队 王雅 植物保护学院
安徽省岳西中学 西大岳中宣讲队 葛琳 化学化工学院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西大总队宿州小分队 谢欣宇 商贸学院
福建省莆田第二中学 莆田二中宣讲小队 吴婧思 文学院
霞浦第一中学 皇家花园探险队 汤阳阳 法学院
晋江市季延中学 福建季延宣讲小分队 施珊珊 国家治理学院
福建省福安市第一中学 闽地学士 陈紫琳 商贸学院
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 龙岩一中最厉害队 陈嵩 商贸学院
中国教科院厦门实验中学 叁带壹宣讲队 车博雨 商贸学院
厦门外国语学校 厦外宣讲小分队 王晓淇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南安一中宣讲团 陈璟斓 文学院
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 南平一中宣讲小分队 魏晓晶 食品科学学院
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 鹭屿渝溢 汤杰臻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泉州实验中学 泉州实验中学队 王楠 外国语学院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天生“渝”见同中队 黄灵颖 文学院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厦六宣讲小分队 周以瑄 文学院
厦门市第一中学（海沧校区） 一海小纵队 刘嘉豪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爱拼才会赢的泉州五中队 陈逸坤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樟树中学 樟中 余润宇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赣州市第四中学 四水流年 王姝悦 地理科学学院
武宁县第一中学 赣北-西南交流小分队 李雪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江西省南康中学 西南四友 卢昕 水产学院
景德镇市昌江一中 “渝”见西大昌一小分队 刘心悦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江西省丰城中学 西大宣传丰中小分队 徐然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江西省萍乡中学 萍水河滨玉雪香 陈文静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南昌市第三中学 回校的诱惑 杨子含 地理科学学院
江西省瑞金第一中学 心想事成队 邹志远 商贸学院
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第一中学 对不队 周珺 生命科学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荣誉”小分队 严玉洁 材料与能源学院

资溪县第一中学 西南大学驻资溪一中指挥部 曾文隆 资源环境学院
九江市同文中学 百年同文队 曹前程 含弘学院
江西省吉安市第一中学 吉安一中后援队 周李文 材料与能源学院
新余市第四中学 四中报考西大队 简艾 马克思主义学院
赣州市第三中学 西大回赣三宣讲团 陈铭妍 新闻传媒学院
江西省临川第二中学 128小分队 帅妍丹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临川一中实验学校 西大宣讲小队 王军洁 外国语学院
鹰潭市余江区第一中学   织诗成锦队 洪岩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上饶中学 上中西大宣讲小分队 洪芷妍 含弘学院
江西省广丰贞白中学 江西老表队 江书菲 植物保护学院
抚州市南丰县第一中学 Logos 余晨 国家治理学院
江西省宜春中学 莫以西大远 徐梓凯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省永丰中学 西大宣传小队 曾帆 工程技术学院
玉山县第一中学 青春回访，梦想归航 乐晓欢 外国语学院
寿光市第一中学 西大寿光招贤纳士分队 任翔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山东省诸城第一中学 星火筑梦队 郭子涵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东营市第一中学 东营市一中含弘宣讲队 张艺雯 体育学院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西南大学胜利一中“诚勤立达”宣讲队 孙一心 药学院 中医药学院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西南大学新泰一中宣讲团 张智涵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寿光现代中学 六“潍”空间 李承菲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济南市济阳区第一中学 报西大就队 刘洋洋 商贸学院
青岛西海岸新区实验高级中学 天生爱学习队 徐裕佳 外国语学院
济阳闻韶中学 闻韶小分队 刘家林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山东省北镇中学 北中宣讲队 田若彤 法学院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岛城人在山城队 雷晓婷 生命科学学院
济南市章丘第四中学 缙云百脉缘队 李泽璨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莱州第一中学 招贤揽胜队 龚芮 文学院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非得去宣讲队 陈晗 外国语学院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聊一遇见西大队 赵文琪 马克思主义学院
胶州市实验中学 海边胶州集结号 程意乔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烟台二中宣讲小分队 姬艺婷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山东省莱西市实验学校 西大莱西大实验宣讲分队 盖小菲 外国语学院
荣成市第二中学 农夫山泉队 王洁萍 美术学院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青二小分队 吴昊泽 心理学部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天生一队 孙小涵 生命科学学院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揽月湖观光队 黄雅楠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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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第十八中学 “渝”见鲁Q十八中队 范金雨 地理科学学院
宁津县第一中学 鲁渝有约宣讲小分队 李琦 园艺园林学院
山东省龙口第一中学 碚感荣幸，渝见西大 王万霖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 哈哈哈哈哈 哈尼亚 生命科学学院
山东省实验中学 山东省实验中学宣讲队 黄智超 人工智能学院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从“菏”而来小分队 张玉坦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莱芜市第一中学 粉面菜蛋队 马鹏冉 经济管理学院
滨州市博兴县第二中学 天生有约队 刘曰栋 人工智能学院
山东省牟平第一中学 西大优秀牟平青年队 姜静怡 文学院
山东省胶州市第一中学 胶州一中返校冲冲冲 杨宇 马克思主义学院
潍坊(上海)新纪元学校 社会主义接班人 刘秋红 心理学部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子午线” 张洁茹 心理学部
郑州市第九中学 九中地科小分队 王文馨 地理科学学院
方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相遇西大，方城学子队 王娜 文学院
河南省封丘县第一中学 兰樟小队 郭恩慧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漯河市第四高级中学 魔法教师宣讲队 张馨予 地理科学学院
登封市嵩阳高中 登圭寸队 李涵钰 地理科学学院
淮阳第一高级中学 淮阳一高宣传队 陈富春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平顶山市第一中学 平顶山一中宣讲队 李乐 化学化工学院
鹤壁高中 西大小鹤返乡队 朱可心 外国语学院
济源英才学校 选择西南大学绝对队 卢明豪 教育学部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渝豫小分队 杜宇萌 工程技术学院
鹤壁市外国语中学 唔西迪西 刘伯通 文学院
焦作市第一中学 “一定中”队 赵子渝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宣讲队 李菁 外国语学院
许昌高级中学 成功人士交流队 梅会超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郑州市郑东新区外国语中学 想喝胡辣汤队 刘甲璐 文学院
河南省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渝你的天生之约 席子涵 商贸学院
河南省陕州中学 西大宣讲团陕中分队 雷芳然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范县第一中学 优创队 王利娜 经济管理学院
社旗县第一高级中学 三人行 李定屹 动物医学院
西华县第一高级中学 渝你相豫队 宋飞跃 文学院
安阳市第一中学 天生之约队 田小赛 数学与统计学院
虞城县高级中学 筑梦小队 丁奥 园艺园林学院
郑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超音速 马迅 体育学院
南阳市第一中学 西大南中宣讲队 王俊斐 地理科学学院
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 豫见西大 张雅琪 外国语学院
漯河市高级中学 天生一队 吕轩 新闻传媒学院
河南省商城高级中学 西大特队 张浩宇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 天生有你，豫见西大 杨柯 水产学院
安阳正一中学 天生豫见，与你相渝 王子贤 文学院
平顶山市实验高中 缥酒颂青春队 吴奕晓 外国语学院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重”逢不“洛”幕 陈乐妍 文学院
郑州市第四十七高级中学 渝你相豫 胡冉冉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河南省淮阳中学 西大淮中小分队 张言 商贸学院
郑州市实验高级中学 豫见实高 姚梦奇 新闻传媒学院
沁阳永威学校 沁阳永威宣讲小队 王瑞阳 地理科学学院
固始县永和高级中学 缙云永和宣讲小队 程美玲 外国语学院
灵宝市第一高级中学 桃林宣講團 薛雯丹 新闻传媒学院
湖北省鄂州市高级中学 芍药挪威 邵薇 化学化工学院
宜昌市第一中学 长江一家人 李真志 外国语学院
麻城市第一中学 柯西小队 刘慧 数学与统计学院
枝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归夷宣讲队 袁李可 教育学部
巴东县第一高级中学 西南大学赴巴东一中宣讲队 李贵元 工程技术学院
利川市第一中学 梦的延续  梦的起源 姚卓志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高级中学 棒棒汪汪队 解玉章 化学化工学院
武汉市第三中学 冲呀队 欧阳梦轩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十堰市第一中学 西大锦鲤小分队 张宜霖 人工智能学院
湖北省水果湖高级中学 有学分就队 黄雅斯 资源环境学院
武汉市黄陂区第六中学 湖北代表队 周文杏 音乐学院
秭归县第一中学 秭归一中宣讲团 熊洁琳 地理科学学院
武汉市武钢三中 优秀学生代表队 赵玲欣 音乐学院
建始县第一中学 西大玉兰小分队 叶荣铮 生命科学学院
湖北省仙桃中学 开来宣讲队 段诗雨 经济管理学院
咸丰县第一中学 万万没想到小分队 万寅秀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浏阳市第三中学 狮山对 王蕾 地理科学学院
麻阳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舟鑫源 欧广源 数学与统计学院
祁阳县第一中学 咱湖南小分队 陈芊 商贸学院
湖南省隆回县第二中学 “西大学子母校行”队 阳玲玲 商贸学院
湖南省桃源县第一中学 西大桃一宣讲小分队 鲁姚 生命科学学院
张家界市第一中学 张家界市一中宣讲队 代琳岚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怀化市第三中学 返湘筑梦 廖胤杰 地理科学学院
浏阳市新翰高级中学 新翰队 朱亦琳 商贸学院
双峰县第一中学 五条人战队 黄宇轩 商贸学院
衡阳市第一中学 星火队 华佳楠 新闻传媒学院
耒阳市正源学校 正西方向小队 李孜娴 商贸学院
邵阳县石齐学校 YBYB 杨乐怡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浏阳市第一中学 2022一中杰出青年 王启航 地理科学学院
长沙市长郡梅溪湖中学 梦想企划 胡嘉欣 文学院
长沙市长郡滨江中学 西塔长沙市 彭俊逸 西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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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非常三加一队 杨杰文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汉寿县第一中学 汉寿大部队 代鑫 音乐学院
株洲市第二中学 嘻哈小队 肖菁 地理科学学院
宜章县第一中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非常队 彭钏 动物医学院
龙山县皇仓中学  湘西自治州龙山县皇仓中学宣讲小分队 谢湘 文学院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子弟中学西大湘潭宣讲队 欧阳鹏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临湘市第二中学 青春回访 刘文浩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益阳市第一中学 益阳队 闵孜悦 商贸学院
浏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湖南省浏阳市田家炳中学宣讲队 周丹 化学化工学院
佛山市三水区三水中学 咩啊咩啊 何颖诗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佛山市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 南海区驻缙云山办事处 招杰森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广州市铁一中学 广铁一中，伴你成功 肖薇 国家治理学院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成双成队 丁哲文 动物医学院
广州市第四中学 执锐志四方 许梦娜 西塔学院
钦州市第一中学 安钦 黄苑丽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资源县资源中学 西南大学宣讲小组资源中学分组 张峻源 动物医学院
南宁市第三十三中学 不是一般队 马宁蔚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宁市东盟中学 东盟宣讲小队 唐寅 商贸学院
广西南宁市第三中学 南三宣讲小分队 覃芷榕 教育学部
钦州市第二中学 钦二人才小队 章海恩 生命科学学院
百色高级中学 西南鸿志班 张捷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桂林市第十八中学 青春西大，永远十八 易玉娟 外国语学院
南宁市第八中学 有点追求的宣讲队 陈辉霞 动物医学院
广西南宁市第二中学 NNEZ支队 谢宇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梧州高级中学 梧渝你天生一队 冼嘉杏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北流市高级中学 玉兰花向北高小分队 李盈盈 文学院
广西临桂县临桂中学 奋进号 李琬琴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柳州铁路第一中学 西南大学柳州铁一中学城站校区宣讲队 谢良知 外国语学院
柳州铁路第一中学（柳东校区） 西南大学柳州铁一中学柳东校区宣讲队 梁芩玮 外国语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西南大学返桂林宣讲团 文瀚 文学院
南宁市第三中学(五象校区) 西大小分队 王育春 文学院
海南中学 蛋饼与米粒 张锦丽 文学院
琼海市嘉积中学 未来优秀教师集结队 符莉婉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海口市实验中学 渝琼千里目 李厚儒 商贸学院
海口市第一中学 天生有你，生生不息 韩蝶青 生命科学学院
海口市第四中学 含弘光大继往开来队 王胤鸿 商贸学院
宁夏中卫中学 你吹过我吹过的西北风 田嘉璐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固原市第一中学 发际线跟我作队 张晶晶 地理科学学院
海原县第一中学 西大宣讲小分队 王梅 外国语学院
宁夏育才高级中学 育才宣讲团 田红 地理科学学院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 西大欢迎“宁” 张慧敏 外国语学院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第二完全中学西大说得都队 赵佳祺 新闻传媒学院
青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渝见西大 马文军 化学化工学院
西宁市第十四中学 开往北碚的特快列车 米嘉豪 外国语学院
西宁市第二中学 快乐星球 高萌阳 心理学部
大通县朔山中学 朔朔小队 杨晓臻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海东市第一中学 西大有我小分队 刘蓉 数学与统计学院
宁强县天津高级中学 北碚圆梦巨人队 张雨昕 文学院
渭南高级中学 别和我组队 梁瑞琦 生命科学学院
陕西省山阳中学 陕西山中宣讲小队 王海迪 经济管理学院
城固县第一中学 超能陆战队 王嘉乐 经济管理学院
洋县中学 大洋中队 任祖召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西安交大韩城学校 西迁精神队 黄一翔 含弘学院
安康市高新中学 西南种草小分队 喻娅妮 文学院
西安高新一中沣东中学 高新侠重庆分侠 代安琪 食品科学学院
石泉县石泉中学 啊对对 徐小雁 工程技术学院
旬阳中学 期末全队 吴佳乐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榆林市第十中学 榆林十中第十中学小分队 姚卓妤 外国语学院
陕西省汉中中学 吴基庄no.1 王安源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宝鸡市陈仓区虢镇中学 精灵队 尉湦亮 工程技术学院
商南县高级中学 天生一队 周梓俊 文学院
西安市第三中学 西安尊道贵德宣讲队 刘宇洋 文学院
库车市第二中学 新疆库车二中队 邵美琪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库尔勒市第三中学 绿野追唐裴 毕祥琳 动物医学院
阿克苏地区第二中学 姑墨实践队 魏梦冉 动物医学院
石河子市第二中学 理想邮递员 张阳 药学院 中医药学院
乌鲁木齐市第十二中学 乌鲁木齐市第十二中学宣讲队 孙贤茜 地理科学学院
石河子市第一中学 西大一中小分队 陈奕月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昌吉回族自治州第一中学 天生有约 疆来有我 李可妮 外国语学院
博乐市高级中学 萤火 吴晔雯 园艺园林学院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西北圆梦队 王梦璐 地理科学学院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一中学 YOY 康文莲子 商贸学院
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 乌市实验学校驻西大代表团 霍元博 食品科学学院
新疆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星高级中学阳菜哈密宣讲队 王妍然 药学院 中医药学院
第十师北屯高级中学 天生法律人 陆清清 法学院
哈密市第二中学 啃馕人在西大 谭笑 资源环境学院
甘肃省靖远县第一中学 靖远一中队 武雯雅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秦安县第一中学 西小兰小分队 张波澜 商贸学院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说啥都对 金佳霖 地理科学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平凉实验中学 立大功的汪汪队 郑怡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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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岷县第一中学 岷州里 祁彭毅 动物医学院
嘉峪关市第一中学 玛卡巴卡队 刘旺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甘肃省临洮中学 巴啦啦小魔仙队 吕纪珠 数学与统计学院
甘肃省文县第一中学 一中保卫队 周恒欣 商贸学院
民乐县第一中学 西大三小只 韩菁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白银市第九中学 对对对对对队 黄卿毅 文学院
兰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薪火相传队 高博华 数学与统计学院
甘肃省榆中县第一中学 崇德尚善 马瑞林 资源环境学院
天水市第二中学 同桌的你 辛雅雅 动物医学院
陇南市第一中学 陇南市第一中学宣讲队 刘佳一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定西市第一中学 定中队 刘雨凤 数学与统计学院
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校 二九扬帆，逐梦西大 朱若馨 心理学部
巫溪县白马中学校 西溪小队 杜晓凤 园艺园林学院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西大护卫队 付子怡 工程技术学院
重庆市石柱县回龙中学校 天生就队 肖谭 化学化工学院
重庆市南华中学校 南华宣讲队 蓝顺利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重庆复旦中学 切问 冉灿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重庆市合川大石中学 渝糖包小分队 邹玉欣 园艺园林学院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万中西大天生一队 倪星平 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市合川中学 西大超级嘉碚 肖里琪 生命科学学院
重庆市云阳实验中学校 正无穷大队 吴洁 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市大足中学 大足中学回校宣讲队 肖世林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重庆市长寿中学校 情忠于你天生有约 张良伟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重庆市垫江实验中学校 实中队 彭钰琪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重庆市长寿实验中学校 逐梦队 戴忠言 工程技术学院
重庆市聚奎中学校 SWU—聚奎 郑洋浩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缙云北杨队 陶艳琳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重庆市渝高中学校 渝你相约队 卢世荣 资源环境学院
重庆市荣昌区大成中学 大成小队 蒋瑶 药学院 中医药学院
重庆市秀山高级中学 天生有约 杨博彬 文学院
重庆市兼善中学 西大兼善小分队 周沛锦 生命科学学院
重庆市田家炳中学 米奇妙妙队 余鸿婷 资源环境学院
重庆市暨华中学校 西大同行 辜艳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市黔江中学校 西大黔中宣讲小分队 冯海洋 园艺园林学院
重庆市开州区临江中学 四好青年队 冉令东 资源环境学院
重庆市涪陵实验中学校 西大实验小分队 栗铭悦 含弘学院
重庆市石柱民族中学校 根正苗红好青年 谭慧灵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重庆市綦江中学 我说的都队 陈灿 园艺园林学院
重庆市巴川国际高级中学校 说得队 夏欣雨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重庆市两江育才中学校 带星星摘星星 蒋宇婷 国家治理学院
重庆市垫江中学校 弘光专业团队 徐鹏 法学院
重庆市梁平红旗中学 南华缙云 谭书梁 药学院 中医药学院
重庆市丰都第二中学校 洋气的丰都第二中学宣传队 秦山 药学院 中医药学院
铜梁中学校 天生一队 张姣 植物保护学院
重庆市奉节中学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队 王晶晶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重庆市城口中学校 天生两队 余堰 水产学院
重庆市巫溪县尖山中学校 画鹰 吴光敏 园艺园林学院
重庆市万州第二高级中学 噼里啪啦小队 肖竣洋 工程技术学院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三人帮 谌颖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重庆市巫山中学 缙云山观光车队 熊庆昀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重庆市武隆中学 爱西大队 张敏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中学校西子之帆 毛渝馨 生命科学学院
重庆市清华中学校 这样紫才队 马新凝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市大足城南中学校 西雁南归 钟叶 生命科学学院
重庆市涪陵第五中学校 五六三十 况佳源 植物保护学院
重庆市铁路中学校 铁路建设工人 朱玲玲 园艺园林学院
重庆市云阳高级中学校 云西之梯 刘思彤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蜀道登青云 李彬菁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重庆市永川中学校 西南大学-永川中学宣讲队 王沈椰 文学院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凤鸣山宣讲小分队 吴玉萍 食品科学学院
重庆市中山外国语学校 舞瑾年华 龚俊豪 资源环境学院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播种者 周静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市第四十九中学校 宏文小队 杨文青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重庆市潼南中学校 西阳弘大队 郑弟玲 材料与能源学院
重庆市南坪中学校 尧尧公主队 周婷婷 音乐学院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民族中学校 Tiger 胡凌志 化学化工学院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队 刘佳睿 材料与能源学院
重庆市朝阳中学 潮汐-朝西 何佳伶 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南开融侨中学校 西南开融侨小分队 徐梓涵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重庆市忠县忠州中学 西大州中宣讲队 白芸 园艺园林学院
铜梁一中 铜梁一中大队 曾维是 体育学院
重庆市合川实验中学 空想特摄队 彭昱文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市江津中学校 感恩津中宣讲队 罗欣玥 商贸学院
重庆市酉阳第一中学 天生酉你队 刘正 国家治理学院
重庆市开州区实验中学 实验队 谭丁瑞 工程技术学院
重庆市松树桥中学校 回松中探亲队 熊豪 数学与统计学院
重庆市字水中学 字水小分队 周京蓉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市礼嘉中学校 西大礼嘉小分队 刘凡琪 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市开州区丰乐中学 开州二人转 李唐 体育学院
重庆市云阳县高阳中学校 胜羽小队 贾旋 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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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州外国语学校 回家！ 吴忠林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重庆市合川龙市中学 龙中西大 张林 体育学院
重庆市垫江第一中学校 思源归本队 任梦森 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市丰都中学校 诚心邀你 “渝”见西大 秦鹏程 食品科学学院
重庆市两江中学校 归江客 李欣 化学化工学院
重庆市实验中学校 重实精英西大联盟 任秋帆 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市璧山中学校 返校宣讲冲冲冲 李双芬 商贸学院
重庆市酉阳第二中学校 “天生”一队 樊子菁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重庆市第七中学校 说得很队 廖婧妍 生命科学学院
重庆市长寿川维中学校 生化环材 张富蒨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重庆市第十八中学 铁山追梦，缙云逐彩 崔雨璐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市万州第一中学 风华正茂 胡惠铭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重庆市广益中学校 小樊说得都队 李靖宇 人工智能学院
重庆市石柱中学 SWU.梦学队 陈楠 数学与统计学院
重庆市合川瑞山中学 我们都队 刘欣雨 外国语学院
重庆市兼善中学蔡家校区 西大宣讲之兼善队 蒋杨林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重庆市梁平中学 雁南归 石婧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西南大学道南中学宣讲队 肖鹏飞 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市开州区中学 开州中学小分队 向金朋 材料与能源学院
重庆市荣昌中学校 爱会消失对不队 郭翌 药学院 中医药学院
重庆育才成功学校 知行合一宣讲队 杨理 数学与统计学院
重庆市南川中学校 丌 韦唯 数学与统计学院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行知小分队 林正雄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重庆市黔江新华中学校 新西望 粟小翠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市求精中学校 求精学子做题都队 廖伊瑄 美术学院
重庆市忠县中学校 扬帆西大 刘青菊 药学院 中医药学院
重庆市江北中学校 江中99队 王思璇 数学与统计学院
重庆市万州上海中学 根正苗红小分队 项思雅 教育学部
重庆市合川太和中学 好好学习小分队 粟亮 工程技术学院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校 学行巴蜀宣讲会 张馨月 西塔学院
楚雄州民族中学 西大云楚小分队 何丽琼 文学院
水富市第一中学 一水小支队 米利 商贸学院
曲靖一中麒麟学校 麒麟小分队 王璐瑜 人工智能学院
师宗县第三中学 含弘光大队 刘陈 水产学院
昭阳区第一中学 区一中三杰队 崔文凯 园艺园林学院
红河州第一中学 含弘光之队 蔡梁瑞 工程技术学院
罗平县第一中学 西大罗一小队 唐晗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昆明市第一中学 缙云昆华队 杨萧璟 国家治理学院
腾冲市第一中学 千寻学子母校行 张月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曲靖市第一中学 曲靖一中西南大学宣讲团 彭宸 文学院
宣威市第六中学 三人成虎队 薛晴晴 文学院
曲靖市民族中学 万能青年民中团 陈景雄 马克思主义学院
永德县第一完全中学 西大滇行队 付佳雪 地理科学学院
楚雄天人中学 彝州小分队 郭香芹 外国语学院
曲靖市沾益区第四中学 靖云西南 何函迅 生命科学学院
玉溪市第一中学 玉中还得看我们队 王睿琦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普洱市第一中学 西南大学普洱宣讲小队 谢扬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水富市云天化中学 云中西大宣讲小分队 唐琪琪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丽江市古城区第一中学 区一中小分队 杨强龙 工程技术学院
曲靖市第二中学 云南省曲靖市第二中学宣讲团队 王熙燕 化学化工学院
楚雄东兴中学 时砾小队 万寿玺 工程技术学院
会泽县东陆高级中学 回校送温暖队 贺骏涛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瑞丽市第一民族中学 德宏宣讲分队 徐艳秋 药学院 中医药学院
安宁中学 你说的都队 卢其 西塔学院
玉溪实验中学 你说的都队 何浩颖 化学化工学院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西山学校 香格里双星 和小钰 马克思主义学院
迪庆州民族中学 迪庆州民族中学宣讲队 王静妍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玉溪市民族中学 民中er在西大 杨可 马克思主义学院
昆明滇池中学 考试全队 费骏成 商贸学院
临沧市第一中学 梦想启航队 舒亚媛 经济管理学院
昆明市第八中学 昆明市第八中学宣讲队伍 杨沙睿 体育学院
大理州实验中学 实验宣讲小分队 王娟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永善县第一中学 感谢有你 刘清婷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四川省北川中学 AKA走出大山 张晓骄 商贸学院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缙云风华 肖雯文 文学院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嘉陵校区） 情系“南高”，不止“渝”此 唐秦梓 文学院

古蔺县中学校 梦之队 吴丽娟 动物医学院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乐荟天生 张云昊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四川省彭州中学 缙云九峰宣讲队 贺嘉玥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四川省南充市第一中学 星火玉兰 陈杰 心理学部
四川省隆昌市第二中学 济经一树桑花 李萍 数学与统计学院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实验中学（龙泉校区）回乡小队 叶晨 材料与能源学院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泸高宣讲队 曾梓馨 地理科学学院
四川省绵阳外国语学校 涪碚文化团 龙灏天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泸县二中实验学校 同一个梦想 周静婷 外国语学院
四川省大竹中学 根正苗红队 谢蕊骏 心理学部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春委会 王雅露 文学院
冕宁中学 万事顺心 韩歌卓玛 文学院
宜宾市叙州区第二中学校 天生之约，共赴叙州 解薇薇 园艺园林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第八中学校 八中宣讲小分队 刘思漪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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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乘风破浪的姐妹队 汪鑫 园艺园林学院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德中宣讲小分队 蒋渝西 数学与统计学院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小雏菊队 肖蔼榛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第四十九中学校 从容应队 赵留宣 外国语学院
四川省眉山车城中学 报考西大没什么不队 周露 经济管理学院
四川省金堂中学校 金中回母校活动宣讲队 白得成 工程技术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石室西南小分队 羊紫涵 外国语学院
达州铭仁园中学 火箭队 王莉 外国语学院
富顺第二中学校 一杯豆花 李香芝 外国语学院
四川省绵竹中学 缙云山巅满紫岩 张思尧 人工智能学院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回校宣讲团队 邓玥 西塔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中学校 西兰花 魏诗意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四川省遂宁高级实验学校 “筑梦西大·逐梦西大”队 李欣宇 园艺园林学院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莲池宣讲队 赵文静 地理科学学院
四川省营山中学校 三个臭皮匠 徐婷 材料与能源学院
四川省江油中学 嗷呜西大小宣 张洪瑞 新闻传媒学院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汪汪队 李晨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四川省双流中学 某科学的究极结构队 黄若溪 植物保护学院
四川省邻水实验学校 邻实旅游团 查舜奡 教育学部
四川省德阳市第三中学 西大德三一线牵 唐欣贻 数学与统计学院
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校 沉梦昂志 王国桢 含弘学院
四川省温江中学 温中宣讲小分队 叶雯瑜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四川省双流艺体中学 双流艺体小分队 冯陈雨 美术学院
三台中学实验学校 西望东街顾泮生辉 张皓 食品科学学院
自贡市第一中学校 自贡一中西大宣传小队 何炎虹 动物医学院
四川省盐亭中学 啊对对队 勾俊郦 数学与统计学院
四川省洪雅中学校 一定圆梦队 胡睿频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乐山外国语学校 乐外宣讲小分队 王乙惠 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昌市第一中学 凉山F4 李欣月 体育学院
四川省犍为第一中学 选择题全队 温宇斯 马克思主义学院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教育集团 七万啥都队 唐子桐 文学院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中学 坪中还乡队 李思佳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北湖校区 铁道游击队 安越 外国语学院
四川省旺苍东城中学 勿忘初心，砥砺前行 张鑫 体育学院
四川省成都列五中学 隔壁老五 杨琳 人工智能学院
成都市铁路中学校 西大铁人队 孙艺嘉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四川省广汉中学 SWU广汉中学唯一分队 谭梦瑶 外国语学院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司南队 廖文婧 教师教育学院
成都市第十八中学校 相约白果林 感恩母校行 廖卓翰 心理学部
遂宁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 什么都队 姚洁 数学与统计学院
眉山市彭山区第一中学 西大在编人员 帅真 外国语学院
四川省岳池中学 天生相岳 余泓锐 工程技术学院
四川省隆昌市第一中学 莲峰学士 魏鐘灏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天府中学 奋斗在西大的石室天府人 赵思雅 外国语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第十七中学 常青藤小分队 石艺浠 外国语学院
四川省绵阳实验高级中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非常队 邱钰晴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西南攀七一线牵 高心怡 数学与统计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第一中学 “西小瓣”小队 王紫衣 西塔学院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天生南山人 谢菁雲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四川省中江中学校 西南大学对对队 刘益诚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四川省简阳中学 四川省简阳中学2022寒假宣讲队 李济聪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四川省蓬溪中学校 西大团 黄仁坚 体育学院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川渝不分家对不队 李思衡 外国语学院
四川省眉山中学校 天生有你队 缪佳欣 地理科学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航天中学校 Aerospace SWU逐梦计划 张岚秋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中和中学 成都市中和中学宣讲队 黄子延 园艺园林学院
成都石室蜀都中学 小小天才 吴天兰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四川省资中县第二中学 二中优秀学子集结队 许园艳 数学与统计学院
四川省广元中学 西大人回娘家之广中小分队 李佳明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 什么都对对队 代毓萱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四川省蓬安中学校 梦回大蓬安队 唐钰昆 地理科学学院
四川省西充中学 西中小分队 潘艳 食品科学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区) 西南大学返校大军 方云笛 数学与统计学院
四川省武胜中学校 西大武中一线牵 谢馨怡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四川省苍溪中学校 西大宣讲很在行 李莎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省广安友谊中学 西大友谊小分队 肖又嘉 水产学院
四川省资阳中学 天生有约小队 靳兰鑫 外国语学院
四川省什邡中学 西大宣讲什中小分队 王荣 外国语学院
乐山市草堂高级中学 乐山草堂宣讲队 陈冉 美术学院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校 说的真队 蒋林玲 园艺园林学院
四川省射洪中学校 十项全能队 陈嘉欣 外国语学院
四川省广安第二中学校 广安二中宣讲队 叶濒灿 商贸学院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放飞梦想队 陶姝羽 经济管理学院
四川省崇州市崇庆中学 崇庆西南行 刘巧玉 外国语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中学 源梦芳草 杨晨曦 新闻传媒学院
四川省米易中学校 来一场天生之约 张汝莉 教师教育学院
四川省仁寿第一中学校南校区 绝队 秦瑞雪 地理科学学院
四川省雅安中学 雅安小分队 段颖 园艺园林学院
四川省绵阳中学 绵中er在西大 徐杰乐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四川省绵阳市安州中学 安州中学宣传小队 唐许茹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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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第三十七中学 爱在夏天 寇金鸿 新闻传媒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 含弘树德队 毋亚彤 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昌市川兴中学 牛奶咖啡兑一队 张幼知 园艺园林学院
德江县一中 你说的都队 田国齐 外国语学院
罗甸县第一中学 罗甸一中宣讲队 罗江雪 资源环境学院
盘州市第二中学 西大盘州二中宣讲队 王远韬 商贸学院
贵阳市第三实验中学 日出东山，光耀缙云 沈新阅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 你说的都队 宋思琳 马克思主义学院
遵义市南白中学 南山南 李荣鑫 经济管理学院
铜仁第一中学 “天生”有你 “铜”心向上宣讲队 田思涵 食品科学学院
龙里中学 西大夏何 夏万玲 商贸学院
贵阳市白云区兴农中学 西南大学贵阳白云兴农中学小分队 王智杰 工程技术学院
三都县高平凤凰实验学校 梦之翼队 潘爱榴 商贸学院
三都县民族中学 精英小分队 王玉珏 法学院
正安县第一中学 西游一中 何钇力 动物医学院
安顺市第二高级中学 卓简祝成 陈莉 植物保护学院
毕节市第一中学 一中宣讲小队 蒯光秀 马克思主义学院
务川中学 西南大学母校回访宣传队 王毅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六盘水红山实验学校 六盘水战狼小分队 胡聪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遵义市第四中学 天生四中宣讲团 陈宣含 文学院
贵阳乐湾国际实验学校 西南大学宣讲队·乐湾小队 周芷桐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盘州市第一中学 盘中-天生有你 李佳尊 商贸学院
威宁民族中学 西欣向威队 王菊 工程技术学院
桐梓县第一中学 树上的鸟儿成双队 冷昕宸 商贸学院
铜仁市第二中学 铜仁二中小队 黄辛怡 教育学部
贵州省织金县第一中学 溶洞王国宣讲小队 何莎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贵阳市第二中学 黔进小分队 岑模璇 国家治理学院
道真中学 重道求真队 卢灿 外国语学院
兴义市神奇中学 星光小队 吴朝敏 地理科学学院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红孩儿们说得真队 陈欣雨 教育学部
黄平民族中学 西大·黄中宣讲团 潘书聆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赤水市第一中学 西大流流星队 冯玉鑫 食品科学学院
仁怀市第一中学 仁义为怀一中宣讲队 秦露露 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161中学贵阳分校(溪南高中) 桔子队 刘楷钰 水产学院
黎平县第一中学 早八队 甘茂媛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台江县民族中学 西南大学台江民中宣传小队 宋贵乾 商贸学院
遵义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学校 博学求索队 杨荃淇 马克思主义学院
惠水民族中学 无敌火箭队 田金雨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龙县第一中学 逐梦西南安龙行宣讲队 岑璐璐 外国语学院
清镇市第一中学 承黔启后 张婉婷 生命科学学院
七星关区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霍格沃兹小分队 卢倩 生命科学学院
独山民族中学 独山返校宣讲队 颜宏艺 园艺园林学院
贵阳市第一中学 情牵一中，逐梦西大 梁姚瑶 地理科学学院

西南地区

QQ群：

241289203

四川省

贵州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