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市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办公电话

吉首市 排吼颜家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太平镇排吼村五组	 0743	8630118	

吉首市 丹青大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丹青镇大坪村	

吉首市 社塘坡坪云教学点 吉首市乾州街道西门口村	

吉首市 吉首市光明小学 湖南省吉首市峒河街道办事处北一环70号	 0743	8223673	

吉首市 三小桐油坪小学 吉首市石家冲街道办事处桐油坪社区	 0743	8222029	

吉首市 乾城双河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南湘西吉凤经济开发区吉凤街道办事处双河社区 	 0743	8512631	

吉首市 吉首市河溪镇中心小学 湖南省吉首市河溪镇河溪社区	 0743	8641378	

吉首市 吉首市矮寨镇民族完小 湖南省吉首市矮寨镇矮寨社区十二组	 0743	8662145	

吉首市 矮寨阳孟教学点 湖南省吉首市矮寨镇阳孟村	 0743	8662145	

吉首市 矮寨大兴教学点 湖南省吉首市矮寨镇大兴社区	 0743	8662145	

吉首市 矮寨德茹教学点 湖南省吉首市矮寨镇德茹村	 0743	8662145	

吉首市 矮寨坪年教学点 湖南省吉首市矮寨镇坪年村	 0743	8662145	

吉首市 吉首市寨阳乡中心完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石家冲街道寨阳社区矮板村	 0743	8670007	

吉首市 社塘坡十八湾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乾州街道强虎村	

吉首市 吉首市丹青镇中心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丹青镇清明社区	

吉首市 丹青樟武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丹青镇樟武村	 0743	8635081	

吉首市 吉首市排绸乡中心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丹青镇香花村	

吉首市 排绸河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丹青镇河坪村	

吉首市 排绸高寨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丹青镇高寨村  	

吉首市 排绸光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丹青镇光坪村  	

吉首市 排绸白云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丹青镇白云村  	

吉首市 排绸锦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丹青镇锦坪村  	

吉首市 排吼思谕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太平镇茶群村	 0743	8630118	

吉首市 排吼中百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太平镇排吼村	 0743	8630118	

吉首市 排吼排杉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太平镇排杉村	 0743	8630118	

湘西州义务教育学校名录（小学）



吉首市 排吼七星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太平镇金星村	 0743	8630118	

吉首市 排吼巴金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太平镇金星村	 0743	8630118	

吉首市 太平金山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太平镇金山村  	 0743	8690024	

吉首市 吉首市谷韵民族小学 湖南省吉首市吉星路1号	 0743	2812826	

吉首市 矮寨德夯教学点 湖南省吉首市矮寨镇德夯村	

吉首市 吉首市白岩乡中心完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马颈镇白岩乡白岩村	

吉首市 白岩杨柳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白岩乡杨柳村	

吉首市 白岩檀木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马颈坳镇檀木村	

吉首市 吉首市马颈坳镇中心完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马颈坳镇溪马村	 0743	8653334	

吉首市 马颈坳团结村小 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马颈坳镇溪马村	 0743	8653334	

吉首市 马颈坳隘口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马颈坳镇溪马村	 0743	8653334	

吉首市 马颈坳米坡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马颈坳镇溪马村	 0743	8653334	

吉首市 马颈坳竹寨教学点 湖南省吉首市马颈坳镇溪马村	 0743	8653334	

吉首市 己略学校已略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己略乡己略村	 0743	8620031	

吉首市 己略结联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己略乡结联村	 0743	8620031	

吉首市 己略夯坨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己略村夯坨村	 0743	8620031	

吉首市 己略云华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己略乡云华村	 0743	8620031	

吉首市 吉首市双塘镇中心完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双塘街道周家寨社区  	

吉首市 双塘联合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双塘街道联合村  	

吉首市 双塘兴田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双塘街道兴田村  	

吉首市 双塘团结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双塘街道阴上村  	 0743	8610068	

吉首市 社塘坡三岔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乾州街道三岔坪村	

吉首市 社塘坡关候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乾州街道关候村	 0743	8600218	

吉首市 社塘坡齐心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乾州街道齐心村	

吉首市 吉首市第一小学 湖南省吉首市文艺路5号	 0743	8222095	

吉首市 吉首市第二小学 吉首市人民北路北门街18号	 0739	8222022	

吉首市 吉首市第三小学 湖南省吉首市荣昌路78号  	

吉首市 吉首市第五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武陵东路60号	 0743	8222772	



吉首市 吉首市第六小学 吉首市人民北路139号	

吉首市 吉首市第八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乾州街道办事处荣光路1号	 0743	8512920	

吉首市 吉首市雅溪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镇溪街道办事处吉首市雅溪小学	 0743	2124569	

吉首市 吉首市乾城德雅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乾州新区小溪桥世纪大道北端	 0743	8528330	

吉首市 光明振武营教学点 吉首市峒河街道办事处北环路70号	 0743	8223673	

吉首市 白岩紫新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马颈坳镇紫新村	

吉首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溶江小学（附小湘西经开区分校）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峒河街道办事处新桥社区委员会  	 0743	8224326	

吉首市 八小兴隆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乾州街道办事处兴隆社区	 0743	8512920	

吉首市 乾元小庄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乾州小庄村	 0743	8515500	

吉首市 吉首市乾元小学 湖南吉首市乾州办事处乾城大道	

吉首市 河溪渔溪教学点 湖南省吉首市河溪镇渔溪村	 0743	8641378	

吉首市 己略古者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己略乡古者村	 0743	8620031	

吉首市 马颈坳汩比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马颈坳镇溪马村	 0743	8653334	

吉首市 吉首市乾城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南吉首经济开发区乾州街道办事处经开区古城社区居委会  	 0743	8512631	

吉首市 矮寨补沙教学点 湖南省吉首市矮寨镇中黄村	 0743	8662145	

吉首市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峒河街道办事处新桥社区委员会  	 0743	8224326	

吉首市 双塘大兴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双塘街道大兴村  	

吉首市 河溪阿娜小学 湖南省吉首市河溪镇阿娜社区	 0743	8641378	

吉首市 矮寨洽比教学点 湖南省吉首市矮寨镇洽比村	 0743	8662145	

吉首市 白岩雅沙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白岩乡雅沙村	

吉首市 双塘冲虎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双塘街道冲虎村  	

吉首市 乾元树岩桥教学点 湖南省吉首市乾州树岩桥	 0743	8515500	

吉首市 矮寨泰时教学点 湖南省吉首市矮寨镇排兄村	 0743	8662145	

吉首市 丹青大兴教学点 湖南湘西州吉首市丹青镇大兴村	 0743	8635081	

吉首市 马颈坳林农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马颈坳镇溪马村	 0743	8653334	

吉首市 排绸广群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丹青镇中上村  	

吉首市 太平干田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太平镇干田村  	 0743	8690024	

吉首市 矮寨吉好教学点 湖南省吉首市矮寨镇吉龙村	 0743	8662145	



吉首市 乾城湾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南湘西吉凤经济开发区吉凤街道办事处湾溪社区 	 0743	8512631	

吉首市 乾城牯牛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南湘西吉凤经济开发区吉凤街道办事处湾溪社区 	 0743	8512631	

吉首市 丹青狗咬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丹青镇大坪村	 0743	8635081	

吉首市 吉首市己略学校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己略乡龙舞村	 0743	8620031	

吉首市 吉首市社塘坡学校 吉首市乾州街道西门口村	

吉首市 吉首市排吼乡学校 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太平镇排吼村	 0743	8630118	

吉首市 吉首市太平希望学校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太平镇  	 0743	8690024	

吉首市 吉首市铁路学校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石家冲街道办事处北一环25号	 0743	8224424	

吉首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体育学校 湖南省吉首市湘西州民族体育中心院内	 0743	8231189	

泸溪县 界世冲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石榴坪乡民力村	 0743	4555182	

泸溪县 白沙小学 湖南省泸溪县武溪镇育才路10号	 0743	4263632	

泸溪县 红土溪小学 湖南省泸溪县武溪镇红土溪村一组	 0743	4263632	

泸溪县 明德小学 湖南省泸溪县武溪镇兴沙社区明德小区	 0743	2132707	

泸溪县 浦市镇中心完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浦阳南路23号	 0743	4611231	

泸溪县 浦市二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太平街	 0743	4611231	

泸溪县 浦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浦溪村	 0743	4611231	

泸溪县 青草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青草村	 0743	4611231	

泸溪县 银井冲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银井冲村	 0743	4611231	

泸溪县 新堡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新堡村	 0743	4611231	

泸溪县 高山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高山坪村	 0743	4611231	

泸溪县 五果溜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五果溜村	 0743	4611231	

泸溪县 麻溪口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麻溪口村	 0743	4611231	

泸溪县 高桥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高桥村	 0743	4611231	

泸溪县 都岐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都岐村	 0743	4611231	

泸溪县 田家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田家溪	 0743	4611231	

泸溪县 板寨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板寨村	 0743	416102	

泸溪县 小麻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小麻村	 0743	4611231	

泸溪县 徐家岭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徐家岭村	 0743	4611231	



泸溪县 马王溪小学 湖南省泸溪县浦市镇马王溪村	 0743	4619031	

泸溪县 麻垅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浦市镇麻垅村	 0743	4619031	

泸溪县 庄尚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浦市镇庄尚村	 0743	4619031	

泸溪县 清水垅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浦市镇清水垅村	 0743	4619031	

泸溪县 毛茂田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浦市镇毛茂田村	 0743	4619031	

泸溪县 茅冲口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浦市镇茅冲口村	 0743	4619031	

泸溪县 白头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浦市镇白头溪村	 0743	4619031	

泸溪县 甘田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甘田坪村	 0743	4688806	

泸溪县 德堡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德堡村	 0743	4688806	

泸溪县 武堰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武堰村	 0743	4688806	

泸溪县 都里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都里坪村	 0743	4688806	

泸溪县 五里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五里坪村	 0743	4688806	

泸溪县 岩坡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岩坡村	 0743	4688806	

泸溪县 烂泥田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烂泥田村	 0743	4688806	

泸溪县 彭总管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彭总管村	 0743	4688806	

泸溪县 罩子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合水镇罩子坪村委会	 0743	4566016	

泸溪县 横坡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合水镇横坡村委会	 0743	4566016	

泸溪县 新桥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合水镇新桥村委会	 0743	4566016	

泸溪县 木龙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合水镇木龙村委会	 0743	4566016	

泸溪县 中龙山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合水镇祖坟山村委会	 0743	4566016	

泸溪县 溪洲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合水镇溪洲村委会	 0743	4566016	

泸溪县 蓄鱼塘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合水镇新桥村委会	 0743	4566016	

泸溪县 塘冲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合水镇横坡村委会	

泸溪县 阳重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新桥村委会	 0743	4566016	

泸溪县 晒州田小学 湖南省泸溪县合水镇晒州田村	

泸溪县 登云寨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合水镇登云寨村	

泸溪县 麻铺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合水镇麻铺村	

泸溪县 马龙口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合水镇马龙口村	



泸溪县 南洪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合水镇南洪溪村	

泸溪县 武溪镇第二小学 湖南省泸溪县武溪镇五里洲村委会	 0743	4222520	

泸溪县 岩头山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岩头山村	 0743	4611231	

泸溪县 李家田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李家田村	 0743	4611231	

泸溪县 黑竹坳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黑竹坳村	 0743	4611231	

泸溪县 辛女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武溪镇辛女溪村三组	 0743	4263632	

泸溪县 大陂流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潭溪镇土麻寨村	 0743	4666303	

泸溪县 都用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达岚镇都用村	

泸溪县 岩屋口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达岚镇岩屋口村	 0743	4577352	

泸溪县 覃木阳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达岚镇覃木阳村	 0743	4775321	

泸溪县 潮地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达岚镇潮地村	 0743	4775321	

泸溪县 车头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达岚镇车头村	 0743	4775321	

泸溪县 六一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达岚镇六一村	 0743	4775321	

泸溪县 六里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达岚镇六里村	 0743	4775321	

泸溪县 且己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潭溪镇土麻寨村	 0743	4666303	

泸溪县 盘古岩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潭溪镇土麻寨村	 0743	4666303	

泸溪县 下都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潭溪镇土麻寨村	 0743	4666303	

泸溪县 小陂流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潭溪镇土麻寨村	 0743	4666303	

泸溪县 楠木冲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潭溪镇土麻寨村	 0743	4666303	

泸溪县 小能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潭溪镇土麻寨村	 0743	4666303	

泸溪县 新寨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潭溪镇土麻寨村	 0743	4666303	

泸溪县 松柏潭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潭溪镇土麻寨村	 0743	4666303	

泸溪县 兴隆寨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潭溪镇兴隆寨村	 0743	4666303	

泸溪县 红岩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武溪镇红岩村一组	 0743	4263632	

泸溪县 茶林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茶林溪村	 0743	4611231	

泸溪县 岩门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达岚镇岩门村	 0743	4775321	

泸溪县 夕阳田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达岚镇夕阳田村	 0743	4775321	

泸溪县 麻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达岚镇麻坪村	 0743	4775321	



泸溪县 桃子坳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潭溪镇土麻寨村	 0743	4666303	

泸溪县 千丘田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潭溪镇土麻寨村	 0743	4666303	

泸溪县 猫儿岩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潭溪镇土麻寨村	 0743	4666303	

泸溪县 邓家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邓家坪村	 0743	4655142	

泸溪县 能滩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能村	 0743	4655142	

泸溪县 里岩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里岩村	 0743	4655142	

泸溪县 屋场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屋场坪村	 0743	4655142	

泸溪县 三冲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永兴场三冲坪村	 0743	4687286	

泸溪县 密灯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永兴场密灯村	 0743	4687286	

泸溪县 木坨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永兴场木坨村	 0743	4687286	

泸溪县 呈田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合水镇呈田村	 0743	4687286	

泸溪县 溪头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达岚镇溪头村	 0743	4687286	

泸溪县 黄泥冲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小章乡大水坪村	 0743	4699475	

泸溪县 白泥塘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小章乡白泥塘村	 0743	4699475	

泸溪县 瓦槽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小章乡瓦槽村	 0743	4699475	

泸溪县 兰村小学 湖南省泸溪县石榴坪乡兰村	 0743	4555182	

泸溪县 芒田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石榴坪乡芒田村	 0743	4555182	

泸溪县 民力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石榴坪乡民力村	

泸溪县 碧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石榴坪乡碧溪村	 0743	4555182	

泸溪县 麻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白羊溪乡麻溪村	 0743	4599236	

泸溪县 马王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白羊溪乡马王溪村	 0743	4599236	

泸溪县 排口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白羊溪乡排口村	 0743	4599236	

泸溪县 云上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白羊溪乡云上村	 0743	4599236	

泸溪县 周家寨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白羊溪乡周家寨村	 0743	4599236	

泸溪县 桥坡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小章乡瓦槽村	 0743	4699475	

泸溪县 塘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小章乡瓦槽村	 0743	4699475	

泸溪县 洞上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小章乡白泥塘村	 0743	4699475	

泸溪县 能溪河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小章乡小章村	 0743	4699475	



泸溪县 人头坳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石榴坪乡芒田村	 0743	4555182	

泸溪县 红桥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石榴坪乡芒田村	 0743	4555182	

泸溪县 板桥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石榴坪乡兰村	 0743	4555182	

泸溪县 报木坨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白羊溪乡报木坨村	 0743	4599236	

泸溪县 胡田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白羊溪乡胡田村	 0743	4599236	

泸溪县 大塘坳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解放岩乡利略村	

泸溪县 大坪教学点 泸溪县解放岩乡都蛮村大坪组	

泸溪县 牛场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解放岩乡场上村	 0743	4677006	

泸溪县 茨冲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解放岩乡合兴村	 0743	4677006	

泸溪县 淹水龙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解放岩乡利略村	 0743	4677006	

泸溪县 油麻寨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解放岩乡利略村	 0743	4677006	

泸溪县 水卡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解放岩乡水卡村	 0743	4677006	

泸溪县 利略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解放岩乡利略村	 0743	4677006	

泸溪县 都蛮小学 湖南省泸溪县解放岩乡都蛮村	 0743	4677006	

泸溪县 己用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解放岩乡己用村	 0743	4677006	

泸溪县 芭蕉坪小学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芭蕉坪村	 0743	4653056	

泸溪县 鸡子潭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鸡子潭村	 0743	4653056	

泸溪县 岩寨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岩寨村	 0743	4653056	

泸溪县 欧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欧溪村	 0743	4654082	

泸溪县 杜家寨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杜家寨村	 0743	4654082	

泸溪县 塘食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塘食溪村	 0743	4654082	

泸溪县 李什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李什坪村	 0743	4654082	

泸溪县 桌子潭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桌子潭村	 0743	4653056	

泸溪县 五村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欧溪村	 0743	4654082	

泸溪县 大村潭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三角潭村	 0743	4654082	

泸溪县 池塘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塘食溪村	 0743	4654082	

泸溪县 龙背山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塘食溪村	 0743	4654082	

泸溪县 桃坨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三角潭村	 0743	4654082	



泸溪县 兴隆场镇中心完小 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兴隆场社区	 0743	4688233	

泸溪县 合水镇中心完小 湖南省泸溪县合水镇场上社区	 0743	4566016	

泸溪县 武溪小学 湖南省泸溪县武溪镇正北街	 0743	4222370	

泸溪县 达岚镇中心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达岚镇	 0743	4775321	

泸溪县 潭溪镇中心完小 湖南省泸溪县潭溪镇土麻寨村	 0743	4666303	

泸溪县 永兴场中心完小 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永兴场上广村	 0743	4687286	

泸溪县 小章乡中心完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小章乡小章村	 0743	4699475	

泸溪县 顺家田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武溪镇北正街	 0743	4222370	

泸溪县 宋家寨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宋家寨村	 0743	4655142	

泸溪县 布条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布条坪村	 0743	4653056	

泸溪县 三角潭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三角潭村	 0743	4654082	

泸溪县 红岩村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红岩村	 0743	4653056	

泸溪县 大西龙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小章乡烟竹坪村	 0743	4699475	

泸溪县 烟竹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小章乡烟竹坪村	 0743	4699475	

泸溪县 峒头寨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峒头寨村	 0743	4655142	

泸溪县 四路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解放岩乡己用村	 0743	4677006	

泸溪县 望天堂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甘溪桥村	 0743	4655142	

泸溪县 灯油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灯油坪村	 0743	4653056	

泸溪县 万金山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解放岩乡和兴村	 0743	4677006	

泸溪县 中塘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浦市镇中塘村	 0743	4619031	

泸溪县 梯溪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三角潭村	 0743	4654082	

泸溪县 都岚山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彭总管村	 0743	4688806	

泸溪县 桐油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桐油坪村	 0743	4653056	

泸溪县 牛角冲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石榴坪乡牛角冲村	 0743	4555182	

泸溪县 马入田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白羊溪乡马入田村	 0743	4599236	

泸溪县 双溪教学点 湖南省泸溪县白羊溪乡双溪村	 0743	4599236	

泸溪县 长坪学校 湖南省泸溪县浦市镇长坪村	 0743	4619031	

泸溪县 踏虎学校 湖南省泸溪县合水镇踏虎村场上	



泸溪县 洗溪学校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上街	 0743	4655142	

泸溪县 石榴坪学校 湖南省泸溪县石榴坪乡石榴坪村	 0743	4555182	

泸溪县 白羊溪学校 湖南省泸溪县白羊溪乡白羊溪场上	 0743	4599236	

泸溪县 解放岩学校 湖南省泸溪县解放岩乡场上村	 0743	4677006	

泸溪县 梁家潭学校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梁家潭村	 0743	4653056	

泸溪县 八什坪小学 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八什坪村	 0743	4654082	

泸溪县 泸溪思源实验学校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泸溪县杨柳溪开发区	 0743	2131262	

凤凰县 茨岩学区大岔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新场镇大岔村	

凤凰县 禾库学区都速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帮增村	

凤凰县 千工坪学区鲤鱼塘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千工坪镇新坪村  	 0743	3655016	

凤凰县 禾库学区九龙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补丁村	

凤凰县 禾库学区巴几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吉云村	

凤凰县 山江学区东就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山江镇东就村	 0743	366002	

凤凰县 禾库学区茶寨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茶寨村	

凤凰县 禾库学区大塘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大塘村	

凤凰县 禾库学区骑马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新湾村	

凤凰县 腊尔山学区追高鲁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腊尔山镇追高鲁村	 0743	3630054	

凤凰县 凤凰县山江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0743	3650268	

凤凰县 凤凰县箭道坪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沱江镇红旗社区	 0743	3221164	

凤凰县 山江学区好友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山江镇好友村	

凤凰县 山江学区板建业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凤凰县 山江学区毛都塘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山江镇毛都塘村	

凤凰县 齐良桥学区三里湾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三里湾村	

凤凰县 齐良桥学区必胜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必胜村	

凤凰县 齐良桥学区青瓦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青瓦村	

凤凰县 齐良桥学区杜夜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杜夜村	

凤凰县 禾库学区都沙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崇寨村	

凤凰县 凤凰县文昌阁小学 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三王阁社区岩脑坡	 0743	3221229	



凤凰县 新场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新场镇新场村	 0743	3730007	

凤凰县 阿拉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阿拉营镇和平社区	 0743	3600743	

凤凰县 廖家桥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廖家桥镇廖家桥村	

凤凰县 廖家桥学区永兴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廖家桥镇永兴村	

凤凰县 廖家桥学区林寨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廖家桥镇林寨村	

凤凰县 廖家桥学区鸭堡洞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廖家桥镇鸭堡洞村	

凤凰县 黄合学区安井片小 湖南省凤凰县阿拉营镇安井村	

凤凰县 麻冲学区大坪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麻冲乡老洞村	

凤凰县 麻冲学区扭仁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麻冲乡扭仁村  	

凤凰县 麻冲学区翻身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麻冲乡翻身村  	

凤凰县 麻冲学区竹山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麻冲乡竹山村  	

凤凰县 官庄学区溪口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沱江镇溪口村委会	

凤凰县 凤凰县木江坪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凤凰县木江坪镇木江坪村	

凤凰县 木江坪学区均匀坪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木江坪镇均匀坪村	

凤凰县 木江坪学区高山田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木江坪镇高山田村	

凤凰县 林峰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林峰乡黄罗寨居委会	

凤凰县 林峰学区土洞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林峰乡土洞居委会	

凤凰县 林峰学区江家坪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林峰乡江家坪居委会	

凤凰县 林峰学区新桥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林峰乡新桥居委会	 0743	3790619	

凤凰县 火炉坪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吉信镇火炉坪村	

凤凰县 落潮井学区勾良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落潮井镇勾良村居委会	 0743 	3603421	

凤凰县 落潮井学区唐家桥片小 湖南省凤凰县落潮井镇唐家桥村居委会	 0743 	3603421	

凤凰县 落潮井学区武岗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落潮井镇武岗村居委会	 0743	3603421	

凤凰县 落潮井学区报木树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落潮井镇报木树村居委会	 0743	3603421	

凤凰县 两林学区禾当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两林乡禾当村居委会	

凤凰县 两林学区苟拐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两林乡苟拐村居委会	

凤凰县 两林学区凉井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两林乡凉井村居委会	

凤凰县 两林学区吾斗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两林乡吾斗村居委会	



凤凰县 两林学区板当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两林乡板当村居委会	

凤凰县 两林学区板井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两林乡板井村居委会	

凤凰县 两林学区叭高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两林乡叭高村居委会	

凤凰县 两林学区板如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两林乡板如村居委会	

凤凰县 两林学区岔河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两林乡岔河村居委会	

凤凰县 水打田学区吊岩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水打田乡吊岩村	

凤凰县 都里学区南长城片小 湖南省凤凰县廖家桥镇拉毫村	

凤凰县 都里学区塘头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廖家桥镇塘头村	

凤凰县 都里学区老田冲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廖家桥镇老田冲村	

凤凰县 茨岩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新场镇茨岩社区	

凤凰县 木里学区关田山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千工坪镇关田山村	

凤凰县 木里学区柳甲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千工坪镇柳甲村	

凤凰县 木里学区新桃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想千工坪镇新桃村	

凤凰县 木里学区都良田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千工坪镇都良田村	

凤凰县 木里学区官上坪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千工坪镇官上坪村	

凤凰县 木里学区黄沙坪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千工坪镇黄沙坪村	

凤凰县 柳薄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柳薄村	 0743	3740007	

凤凰县 柳薄学区科甲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禾库镇科甲村委会	 0743	374007	

凤凰县 柳薄学区追增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禾库镇追增村	 0743	0743007	

凤凰县 柳薄学区高见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禾库镇高枧见村委会	 0743	3740007	

凤凰县 柳薄学区米坨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禾库镇米坨村委会	 0743	3740007	

凤凰县 柳薄学区追屯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禾库镇追屯村委会	 0743	3740007	

凤凰县 柳薄学区禾若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米坨村	 0743	3740007	

凤凰县 板畔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山江镇板畔村居委会	 0743	3660002	

凤凰县 板畔学区稼贤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山江镇稼贤村委会	 0743	3660002	

凤凰县 三拱桥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竿子坪镇三拱桥村二组	 0743	3720085	

凤凰县 三拱桥学区拉务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竿子坪镇三拱桥乡拉务村	 0743	3720085	

凤凰县 三拱桥学区泡水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竿子坪镇三拱桥乡盘瓠村	 0743	3720085	



凤凰县 三拱桥学区欧阳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竿子坪镇三拱桥乡欧阳村	 0743	3720085	

凤凰县 三拱桥学区茶山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竿子坪镇茶山村	 0743	3720085	

凤凰县 三拱桥学区关刀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竿子坪镇三拱桥乡管刀村	 0743	3720085	

凤凰县 三拱桥学区板参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竿子坪镇三拱桥乡板参村	 0743	3720085	

凤凰县 大田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筸子坪镇大田村2组	 0743	3780093	

凤凰县 大田学区高斗教学点 湖南省筸子坪镇大田村2组	 0743	3780093	

凤凰县 木江坪学区得家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木江坪镇得家村	

凤凰县 木江坪学区牛场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木江坪镇毛坪村	

凤凰县 木江坪学区桥溪口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木江坪镇中寨村	

凤凰县 木江坪学区麻良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木江坪镇麻良村	

凤凰县 米良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芭科村	

凤凰县 米良学区叭仁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叭仁村	

凤凰县 米良学区吉乐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吉乐村	

凤凰县 米良学区田寨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夯来村	

凤凰县 米良学区米良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米良村	

凤凰县 米良学区夯都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米良村	

凤凰县 米良学区排门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排门村	

凤凰县 两头羊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吉信镇旯都洋村五组	

凤凰县 禾库学区吉云教学点 凤凰县凤凰县禾库镇吉云村	

凤凰县 禾库学区龙角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龙角村	

凤凰县 禾库学区新湾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新湾村	

凤凰县 禾库学区禾苗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禾苗村	

凤凰县 禾库学区比朵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茶寨村	

凤凰县 禾库学区补丁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补丁村	

凤凰县 禾库学区雀儿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雀儿村	

凤凰县 禾库学区板吉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天星寨村	

凤凰县 禾库学区俄力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天星寨村	

凤凰县 禾库学区早齐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早齐村	



凤凰县 禾库学区崇寨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崇寨村	

凤凰县 茶田学区禾穗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州凤凰县茶田镇茶田九年制学校	 0743	3750052	

凤凰县 腊尔山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腊尔山镇夺西村	 0743	3630054	

凤凰县 腊尔山学区乌巢河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腊尔山镇骆驼山村	 0743	3630054	

凤凰县 腊尔山学区所德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腊尔山镇所德村	 0743	3630054	

凤凰县 腊尔山学区科茸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腊尔山镇科茸村	 0743	3630054	

凤凰县 腊尔山学区的贺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腊尔山镇的贺村	 0743	3630054	

凤凰县 腊尔山学区岩坎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腊尔山镇岩坎村	 0743	3630054	

凤凰县 腊尔山学区夯卡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腊尔山镇夯卡村	 0743	3630054	

凤凰县 腊尔山学区大教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腊尔山镇大教村	 0743	3630054	

凤凰县 腊尔山学区拉仁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腊尔山镇拉仁村	 0743	3630054	

凤凰县 腊尔山学区天半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腊尔山镇苏马河村	 0743	3630054	

凤凰县 腊尔山学区板拉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腊尔山镇板拉村	 0743	3630054	

凤凰县 千工坪学区照岳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千工坪镇牛岩村  	 0743	3655016	

凤凰县 千工坪学区亥冲口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千工坪镇亥冲村  	 0743	3655016	

凤凰县 千工坪学区建塘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千工坪镇箭塘村  	 0743	3655016	

凤凰县 千工坪学区通板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千工坪镇通板村  	 0743	3655016	

凤凰县 千工坪学区板当禾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千工坪镇岩板井社区  	 0743	3655016	

凤凰县 千工坪学区岩六屯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千工坪镇岩炉屯村  	 0743	3655016	

凤凰县 吉信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吉信镇得胜营社区	 0743	3700116	

凤凰县 吉信学区大桥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吉信镇大桥村	 0743	3700116	

凤凰县 吉信学区万溶江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吉信镇万溶江村	 0743	3700116	

凤凰县 南华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红旗社区	 0743	3505904	

凤凰县 南华学区杜田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杜田村委会	 0743	3505904	

凤凰县 南华学区金坪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金坪村委会	 0743	3505904	

凤凰县 南华学区木林桥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木林桥村委会	 0743	3505904	

凤凰县 柳薄学区德榜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禾库镇德榜村委会	 0743	3740007	

凤凰县 千工坪学区下岩坎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千工坪镇胜花村  	 0743	3655016	



凤凰县 两林学区代高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两林乡代高村居委会	

凤凰县 木里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千工坪镇柳甄村	

凤凰县 廖家桥学区漾水沱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廖家桥镇漾水沱村	

凤凰县 山江学区古塘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山江镇古塘村	 0743	137007	

凤凰县 黄合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阿拉营镇黄合社区	

凤凰县 齐良桥学区大黄土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大黄土村	

凤凰县 柳薄学区德高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禾库镇禾排村委会	 0743	3740007	

凤凰县 腊尔山学区民建教学点 湖南省凤凰县腊尔山镇流滚村	 0743	3630054	

凤凰县 齐良桥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齐良桥村	

凤凰县 麻冲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麻冲乡上麻社区	

凤凰县 落潮井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落潮井镇落潮井村居委会	 0743	3603421	

凤凰县 凤凰县魁星文武学校 湖南省凤凰县阿拉营镇团结村	

凤凰县 凤凰县思源实验学校 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大坳村	

凤凰县 凤凰县两林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凤凰县两林乡两林村居委会	

凤凰县 筸子坪镇中心完小 凤凰县竿子坪镇竿子坪村	

凤凰县 凤凰县育英民族学校 凤凰县吉信镇南2KM209国道旁	 0743	3700613	

凤凰县 水打田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水打田乡水田村	

凤凰县 都里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凤凰县廖家桥镇都里村	

凤凰县 凤凰县文武学校 湖南省凤凰县廖家桥镇廖家桥社区廖潭公路	 0743	3260421	

凤凰县 凤凰县禾库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禾库社区	

凤凰县 凤凰县茶田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湘西州凤凰县茶田镇茶田九年制学校	 0743	3750052	

凤凰县 凤凰县千工坪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凤凰县千工坪镇岩板井社区  	 0743	3655016	

凤凰县 官庄学区中心完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官庄村委会	 	07433520107	

古丈县 古丈县第一完全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古阳镇古丈坪这区居委会中心	 0743	4722934	

古丈县 古丈县第二完全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古阳镇广场社区居委会	 0743	4722979	

古丈县 古丈县第三完全小学 湖南省古丈县第三完全小学	

古丈县 古丈县红石林镇中心完小 湖南省古丈县红石林镇中心完小	 0743	4916159	

古丈县 古丈县红石林镇龙天坪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红石林镇龙天坪村	 0743	4912308	



古丈县 古丈县红石林镇马达坪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红石林镇马达坪村	 0743	4916159	

古丈县 古丈县古阳镇河蓬苏家村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古阳镇苏家村	

古丈县 古丈县红石林镇花兰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红石林镇花兰村	 0743	4916159	

古丈县 古丈县红石林镇团结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红石林镇团结村	 0743	4916159	

古丈县 古丈县红石林镇先锋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红石林镇先锋村	 0743	4916159	

古丈县 古丈县红石林镇科不车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红石林镇科不车村	 0743	4916159	

古丈县 古丈县默戎镇己戎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默戎镇中寨村委会	 0743	4762106	

古丈县 古丈县默戎镇李家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默戎镇李家村委会	 0743	4962106	

古丈县 古丈县默戎镇毛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默戎镇毛坪村委会	 0743	4962106	

古丈县 古丈县默戎镇翁草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翁草村委会	 0743	4962106	

古丈县 古丈县默戎镇盘草村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盘草村委会	 0743	4962106	

古丈县 古丈县默戎镇万岩村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默戎镇万岩村委会	 0743	4962106	

古丈县 古丈县断龙山镇中心完小 古丈县断龙山镇中心完小	 0743	4952518	

古丈县 古丈县断龙山镇白溪关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断龙山镇中心完小	 0743	4952518	

古丈县 古丈县断龙山镇白溪关村白家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断龙山镇中心完小	 0743	4952518	

古丈县 古丈县断龙山镇尚家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断龙山镇中心完小	 0743	4952518	

古丈县 古丈县断龙山镇细塔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断龙山镇中心完小细塔教学点	 0743	4952518	

古丈县 古丈县断龙山镇杨家河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断龙山镇中心完小	 0743	4952518	

古丈县 古丈县断龙山镇溪龙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断龙山镇中心完小	 0743	4952518	

古丈县 古丈县断龙山镇龙王湖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断龙山镇中心完小	 0743	4952518	

古丈县 古丈县断龙山镇梅塔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断龙山镇中心完小	 0743	4952518	

古丈县 古丈县断龙山镇坐苦坝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断龙山镇中心完小	 0743	4952518	

古丈县 古丈县断龙山镇米多村小白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断龙山镇中心完小	 0743	4952518	

古丈县 古丈县高峰镇高望界中心完小 湖南省古丈县高峰镇高望界乡	 0743	4942480	

古丈县 古丈县高峰镇葫芦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高峰镇葫芦教学点	 0743	4942480	

古丈县 古丈县岩头寨镇岩头寨完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岩头寨镇岩头寨村委会	 0743	4948061	

古丈县 古丈县岩头寨镇草潭完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岩头寨镇草潭完小	 0743	4996065	

古丈县 古丈县岩头寨镇沾潭村亮坡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岩头寨镇沾潭村	 0743	4996065	



古丈县 古丈县岩头寨镇山枣磨刀岩村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岩头寨镇山枣磨刀岩村	

古丈县 古丈县岩头寨镇山枣枞树村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岩头寨镇枞树村	

古丈县 古丈县坪坝镇张家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坪坝镇张家村	 0743	4966228	

古丈县 古丈县坪坝镇窝瓢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坪坝镇窝瓢村	 0743	4966228	

古丈县 古丈县坪坝镇旦武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坪坝镇旦武村	 0743	4966228	

古丈县 古丈县坪坝镇上阿拉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坪坝镇上阿拉村	 0743	4966228	

古丈县 古丈县坪坝镇叭喇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坪坝镇叭喇村	 0743	4966228	

古丈县 古丈县坪坝镇亚家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坪坝镇亚家村	 0743	4966228	

古丈县 古丈县坪坝镇曹家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坪坝镇曹家村	 0743	4966228	

古丈县 古丈县坪坝镇阿米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坪坝镇阿米村	 0743	4966228	

古丈县 古丈县古阳镇双溪完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双溪乡双溪居委会	 0743	2191268	

古丈县 古丈县默戎镇岩寨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默戎镇岩寨村委会	 0743	4962106	

古丈县 古丈县断龙山镇胡家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断龙山镇中心完小	 0743	4952518	

古丈县 古丈县红石林镇老司岩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红石林镇老司岩	 0743	4916159	

古丈县 古丈县坪坝镇大寨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坪坝镇大寨村	 0743	4966228	

古丈县 古丈县岩头寨镇老寨村千金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岩头寨镇草潭完小	 0743	4996065	

古丈县 古丈县艺术体育希望学校 湖南省古丈县古阳镇广场社区	 0743	4724692	

古丈县 古丈县岩头寨镇野竹村芭蕉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岩头寨镇野竹村委会	 0743	4992092	

古丈县 古丈县古阳镇罗依溪石碧村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古阳镇罗依溪石碧村委会	 0743	4922918	

古丈县 古丈县岩头寨镇土溪村洞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岩头寨镇土溪村委会	 0743	4992092	

古丈县 古丈县古阳镇河蓬丫角村教学点 湖南省古丈县古阳镇丫角村	

古丈县 古丈县默戎镇桐木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默戎镇龙鼻村委会	 0743	4962106	

古丈县 古丈县第四完全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古阳镇红星社区居委会	  0743	4723083	

古丈县 古丈县岩头寨镇洞溪村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岩头寨镇洞溪村	 0743	4996065	

古丈县 古丈县红石林镇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古丈县红石林镇河南村	 0743	4912308	

古丈县 古丈县高峰镇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古丈县高峰镇李家洞村	 0743	4942480	

古丈县 古丈县岩头寨镇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岩头寨镇野竹居委会	 0743	4992092	

古丈县 古丈县岩头寨镇山枣九年制学校 湖南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岩头寨镇山枣居委会	 0743	4916049	



古丈县 古丈县古阳镇河蓬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古丈县古阳镇河蓬大溪坪	

古丈县 古丈县坪坝镇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古丈县坪坝镇九年制学校	 0743	4966228	

古丈县 古丈县古阳镇罗依溪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古丈县古阳镇罗依溪打兰坳	 0743	4922918	

古丈县 古丈县默戎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默戎镇龙鼻村委会	 0743	4962106	

古丈县 古丈县芙蓉学校 湖南省古丈县古阳镇树栖科	

花垣县 花垣县麻栗场镇广车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麻栗场镇广车村	 0743	7555238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小路17号	 0473	7223175	

花垣县 花垣县第二小学 湖南省花垣县燃料公司路22号	 0743	7223482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大云盘片完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大云盘村	 0743	2159995	

花垣县 花垣镇佳民片完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佳民村  	 0743	2159595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龙洞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龙洞村 	 0743	2159595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依溪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依溪村 	 0743	2159595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卡地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卡地村	 0743	7113124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新屯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新屯村	 0743	215559	

花垣县 花垣县国土希望小学 湖南省花垣县花垣镇建设东路100号	 0743	7211901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望城片完小 湖南省花垣县花垣镇望城村	 0743	7211901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花桥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花垣镇花桥村	 0743	7211901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洞溪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花垣镇洞溪坪村	 0743	7211901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狮子桥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狮子桥村	 0743	7211901	

花垣县 花垣县长乐乡中心小学 湖南省花垣县长乐乡长乐中心小学	

花垣县 花垣县长乐乡跃马小学 湖南省花垣县长乐乡跃马卡村	

花垣县 花垣县长乐乡邮电小学 湖南省花垣县长乐乡黄连沟村	

花垣县 花垣县长乐乡桃花小学 湖南省花垣县长乐乡桃花村	

花垣县 花垣县长乐乡打洛坪小学 湖南省花垣县长乐乡打落坪村	

花垣县 花垣县长乐乡长潭小学 湖南省花垣县长乐乡长潭村	

花垣县 花垣县长乐乡纳吾车小学 湖南省花垣县长乐乡纳吾车村	

花垣县 花垣县长乐乡那光小学 湖南省花垣县长乐乡那光村	

花垣县 花垣县长乐乡谷坡小学 湖南省花垣县长乐乡谷坡村	



花垣县 花垣县长乐乡米迫小学 湖南省花垣县长乐乡龙桥村米迫	

花垣县 花垣县长乐乡王善坪小学 湖南省花垣县长乐乡古苗河村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窝勺中心小学 花垣县花垣镇窝勺中心小学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卜如坪片完小 花垣县花垣镇卜如坪片完小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卧坝片完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卧坝村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沙坪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沙坪村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夯渡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夯渡村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团结中心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吉峒坪社区	 0743	7622599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团结长新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长新村	 0743	7622599	

花垣县 花垣县 花垣镇团结清坪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老鸦塘村	 0743	7622599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团结岩坝塘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岩坝塘村	 0743	7622599	

花垣县 花垣花垣镇县团结下瓦水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下瓦水村	 0743	7622599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团结中寨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中寨村	 0743	7622599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团结水田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水田村	 0743	7622599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团结桐木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桐木村	 0743	7622599	

花垣县 花垣县边城镇大河坪中心小学 湖南省信息自治州花垣县边城镇大塘坪村	 0743	7222243	

花垣县 花垣县边城镇大木树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边城镇大木树村	 0743	7222234	

花垣县 花垣县边城镇河坪片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边城镇和平村	 0743	722234	

花垣县 花垣县边城镇中心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边城镇隘门村	 0743	7611248	

花垣县 花垣县边城镇小寨片完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边城镇小寨村	 0743	7611248	

花垣县 花垣县边城镇白岩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边城镇白岩村小	 0743	7611248	

花垣县 花垣县边城镇南太片完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边城镇南太村	 0743	7611248	

花垣县 花垣县边城镇磨老片完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边城镇磨老村	 0743	7611248	

花垣县 花垣县边城镇火焰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边城镇火焰村	 0743	7611248	

花垣县 花垣县边城镇骑马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边城镇骑马村	 0743	7611248	

花垣县 花垣县吉卫镇过水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联龙村	

花垣县 花垣县吉卫镇各屯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吉卫镇果屯村	

花垣县 花垣县吉卫镇如腊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吉卫镇如腊村	



花垣县 花垣县吉卫镇鸡司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吉卫镇机司村	

花垣县 花垣县吉卫镇腊乙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吉卫镇腊乙村一组	

花垣县 花垣县吉卫镇排达坝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吉卫镇排达坝村	

花垣县 花垣县麻栗场镇沙科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麻栗场镇沙科村	 0743	7555238	

花垣县 花垣县吉卫镇下水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吉卫镇下水村	 0743	7223071	

花垣县 花垣县吉卫镇大老排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吉卫镇大佬排村	

花垣县 花垣县吉卫镇排座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吉卫镇排座村	

花垣县 花垣县补抽乡补抽中心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补抽乡大哨村	

花垣县 花垣县补抽乡大卡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补抽乡大卡村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拐代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蚩尤村	 0743	7223071	

花垣县 花垣县吉卫镇夯来小学 湖南省花垣县吉卫镇夯来村	

花垣县 花垣县补抽乡排龙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补抽乡合兴村排龙	

花垣县 花垣县补抽乡排当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补抽乡排当村	

花垣县 花垣县补抽乡冬哨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补抽乡董哨村	

花垣县 花垣县补抽乡夯尚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补抽乡夯尚村	

花垣县 花垣县补抽乡小卡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补抽乡大卡村小卡村小	

花垣县 花垣县补抽乡米沟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补抽乡米沟村	

花垣县 花垣县补抽乡大龙中心小学 湖南省花垣县补抽乡聚福村兴中一组	 0743	8660060	

花垣县 花垣县补抽乡大龙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补抽乡大龙村3组	 0743	8660060	

花垣县 花垣县补抽乡牛角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补抽乡牛角村二组	 0743	8660060	

花垣县 花垣县雅酉镇高务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雅酉镇高务村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雅酉镇冬卫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雅酉镇冬卫村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雅酉镇朝岗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雅酉镇冬伟村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雅酉镇排腊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雅酉镇排腊村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雅酉镇黄瓜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雅酉镇黄瓜村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雅酉镇达扣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雅酉镇达扣村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雅酉镇五斗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雅酉镇五斗村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雅酉镇下水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雅酉镇下水村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麻栗场镇中心小学 湖南省花垣县麻栗场镇麻栗场村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麻栗场镇尖岩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麻栗场镇尖岩村	 0743	7555238	

花垣县 花垣县麻栗场镇沙坪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麻栗场镇沙坪村	 0743	7555238	

花垣县 花垣县麻栗场镇望高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麻栗场镇望高村	 0743	7555238	

花垣县 花垣县麻栗场镇溜豆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麻栗场镇溜豆村	 0743	7555238	

花垣县 花垣县麻栗场镇金牛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麻栗场镇金牛村	 0743	7555238	

花垣县 花垣县麻栗场镇新科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麻栗场镇新科村	 0743	7555238	

花垣县 花垣县麻栗场镇老寨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麻栗场镇文笔峰村	 0743	7555238	

花垣县 花垣县麻栗场镇彭湖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麻栗场镇彭湖村	 0743	7555238	

花垣县 花垣县麻栗场镇排达鲁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麻栗场镇排达鲁村	 0743	7555238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排碧排谷美村小 花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垣县双龙镇马鞍村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排碧张刀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张刀村	 0743	7521281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排碧岩罗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岩罗村	 0743	752281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排碧竹子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	 0743	7521281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排碧洞冲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洞冲村	 0743	7521281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排碧上半坡村小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双龙镇上半坡村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排料金龙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金龙村	 0743	7515056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排料桃花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桃花村	 0743	7515056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排料让烈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让烈村	 0743	7515056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卧大召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卧大召村	 0743	7223071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敏腊小学 湖南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九年一贯制学校	 0743	7511088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补定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卧龙坪村	 0743	7223071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洞冲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洞冲村	 0743	7223071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大水井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大水井村	 0743	7223071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丙治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丙治小学	 0743	7223071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黄土坪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黄土坪村	 0743	7223071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板栗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板栗村	 0743	7223071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雷公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雷公村	 0743	7223071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鸡坡岭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鸡坡岭村	 0743	7223071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卧龙坪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卧龙坪村	 0743	7223071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排达连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排达连村	 0743	7223071	

花垣县 花垣县龙潭镇中心小学 湖南省花垣县龙潭镇中心小学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龙潭镇龙门片完小 湖南省花垣县龙潭镇龙门村	 0743	7228503	

花垣县 花垣县龙潭镇草坪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龙潭镇草坪村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龙潭镇张匹马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龙潭镇张匹马村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龙潭镇各弄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龙潭镇各弄村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龙潭镇板塘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龙潭镇板塘村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龙潭镇黄腊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龙潭镇黄腊村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龙潭镇开支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龙潭镇开支村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道二美惹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兴农园社区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道二扛派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兴农园社区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道二辽洞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兴农园社区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道二排楼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兴农园社区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道二杠杠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兴农园社区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道二珠朝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兴农园社区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道二者仁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兴农园社区  	

花垣县 花垣县石栏镇雅桥岩科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雅桥乡岩科村	

花垣县 花垣县石栏镇雅桥排乍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石栏镇排乍村	

花垣县 花垣县石栏镇雅桥朋岩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雅桥乡朋岩村	

花垣县 花垣县石栏镇雅桥猫儿坡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雅桥乡猫儿坡村	

花垣县 花垣县石栏镇排吾子腊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石栏镇子腊村	

花垣县 花垣县石栏镇排吾董马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石栏镇董马村	

花垣县 花垣县石栏镇排吾磨子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石栏镇磨子村	

花垣县 花垣县石栏镇排吾竹子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石栏镇竹子村	 0743	7223071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中心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民乐民乐村	 0743	7644050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田家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民乐镇田家村	 0743	7644050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潮水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民乐镇潮水村	 0743	7644050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毛号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民乐镇毛号村	 0743	7644050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卡子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民乐镇卡子村	 0743	7644050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谷哨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民乐镇谷哨村	 0743	7644050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水田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民乐镇水田村	 0743	7223071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新水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民乐镇新水村	 0743	7223071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坝务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民乐镇坝务村	 0743	7644050	

花垣县 花垣县猫儿乡鱼塘村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猫儿乡团结村	

花垣县 花垣县猫儿乡元厂村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猫儿乡团结村	

花垣县 花垣县猫儿乡太阳山村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猫儿乡团结村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两河斗供村小 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民乐镇斗拱村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两河毛岗村小 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民乐镇土屯村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两河水田村小 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民乐镇水田村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两河桐木村小 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民乐镇桐木村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两河路桥村小 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民乐镇路桥村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两河麻拉村小 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民乐镇麻拉村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两河盐井村小 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民乐镇梳子山村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两河石花村小 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民乐镇两河村	

花垣县 花垣县吉卫镇吉卫民族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吉卫镇梅花井居委会	

花垣县 花垣县麻栗场镇立新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麻栗场镇文笔峰村	 0743	7555238	

花垣县 花垣县麻栗场镇各鱼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麻栗场镇各鱼村	 0743	7555237	

花垣县 花垣县芙蓉学校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县城南	 0743	7223071	

花垣县 花垣县猫儿乡田湾村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猫儿乡团结村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两河土屯村小 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民乐镇土屯村	

花垣县 花垣县吉卫镇罗丝懂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吉卫镇螺蛳懂村	

花垣县 花垣县猫儿乡杉木村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猫儿乡团结村	

花垣县 花垣县猫儿乡豆子村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猫儿乡团结村	

花垣县 花垣县龙潭镇土地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龙潭镇土地村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两河牛星村小 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民乐镇牛心村	

花垣县 花垣县吉卫镇葫芦村小 湖南省花垣县吉卫镇吉卫农场	

花垣县 花垣县猫儿乡唐家村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猫儿乡团结村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下寨河村小 花垣县花垣镇下寨河村小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洞乍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民乐镇洞乍村	 0743	7644050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凉水井学校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凉水井村委会	 0743	7212808	

花垣县 花垣县胜华学校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白岩山南路58号	

花垣县 花垣县雅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湖南省花垣县雅酉镇雅酉村	 0743	7227850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排碧九年一贯制学校 湖南省花垣县双龙镇排碧村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排料九年制一贯制学校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排料村	 0743	7515056	

花垣县 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九年一贯制学校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董马库村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道二九年一贯制学校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垣县花垣镇兴农园社区  	

花垣县 花垣县石栏镇雅桥九年一贯制学校 湖南省花垣县石栏镇雅桥村	

花垣县 花垣县石栏镇排吾九年一贯制学校 湖南省花垣县石栏镇排吾九年一贯制学校	

花垣县 花垣县猫儿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猫儿乡团结村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两河九年一贯制学校 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民乐镇两河村	

花垣县 花垣县华鑫学校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新屯村	

保靖县 保靖县迁陵镇昂洞学校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昂洞村	

保靖县 保靖县涂乍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长潭河乡涂乍村委会	 0743	7831505	

保靖县 保靖县长潭河乡鱼塘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长潭河乡鱼塘村委会	 0743	7831505	

保靖县 保靖县阳朝乡泽坝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阳朝乡泽坝村	 0743	7831171	

保靖县 保靖县水银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长潭河乡水银村	 0743	7862028	

保靖县 保靖县实验小学 保靖县迁陵镇政兴路10号  	 0743	7723673	

保靖县 保靖县岳阳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魏竹路	 0743	7710756	

保靖县 保靖县龙溪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四方城村	

保靖县 保靖县阳朝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阳朝乡溪洲村	 0743	7831171	

保靖县 保靖县迁陵镇和平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和平村	 0743	7710756	

保靖县 保靖县迁陵镇普溪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普溪村	 0743	7710756	



保靖县 保靖县复兴镇大湾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复兴镇大湾村	

保靖县 保靖县复兴镇蓬桂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复兴镇蓬桂村	

保靖县 保靖县大妥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复兴镇大妥乡	 0743	7719502	

保靖县 保靖县复兴镇张家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复兴镇大妥村	 0743	7719505	

保靖县 保靖县迁陵镇踏梯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踏梯村	 0743	7710756	

保靖县 保靖县复兴镇盐井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复兴镇大妥乡	 0743	7719505	

保靖县 保靖县复兴镇白家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复兴镇大妥乡	 0743	7719505	

保靖县 保靖县复兴镇甘溪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复兴镇大妥乡	 0743	7719505	

保靖县 保靖县迁陵镇王家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王家村	 0743	7710756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镇巴科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巴科村	 0743	7910999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镇田冲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田冲村	 0743	7910999	

保靖县 保靖县野竹坪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清水坪镇野竹坪村	 0743	7912015	

保靖县 保靖县清水坪镇木山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清水坪镇腊洞村	 0743	7912015	

保靖县 保靖县清水坪镇龙塘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清水坪镇小溪村	 0743	7912015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镇电棚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电棚村	

保靖县 保靖县清水坪镇大坪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清水坪镇大坪村	 0743	7912015	

保靖县 保靖县清水坪镇小溪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清水坪镇小溪村	 0743	7912015	

保靖县 保靖县碗米坡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碗米坡镇拔茅村	 0743	7720891	

保靖县 保靖县迁陵镇昂洞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四方城村	

保靖县 保靖县碗米坡镇押马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碗米坡镇押马村	 0743	7720891	

保靖县 保靖县碗米坡镇柳树坪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碗米坡镇柳树坪村	 0743	7720891	

保靖县 保靖县清水坪镇杉柱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清水坪镇杉柱村	 0743	18174306710	

保靖县 保靖县比耳镇水坝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比耳镇水坝村	 0743	13739032958	

保靖县 保靖县水田河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水田河镇梁家村	 0743	7861057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永和村	 0743	7721360	

保靖县 保靖县隆头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比耳镇比耳村	 0743	7720111	

保靖县 保靖县普戎镇下坝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普戎镇下坝村委会	

保靖县 保靖县普戎镇泽格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普戎镇泽格村委会	



保靖县 保靖县普戎镇块洞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普戎镇块洞村委会	

保靖县 保靖县长潭河乡花桥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长潭河乡花桥村	 0743	7862028	

保靖县 保靖县长潭河乡马福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长潭河乡马福村	 0743	7862028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镇那冲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那冲村	 0743	7910999	

保靖县 保靖县葫芦镇绿绿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葫芦镇尖岩村	

保靖县 保靖县迁陵镇朝阳片完小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朝阳社区	 0743	7710756	

保靖县 保靖县迁陵镇帕比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帕比村	 0743	7710756	

保靖县 保靖县迁陵镇龙溪坪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龙溪坪村	

保靖县 保靖县迁陵镇梭西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梭西村	 0743	7710756	

保靖县 保靖县迁陵镇且溪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扁朝村	 0743	7710756	

保靖县 保靖县葫芦镇青岗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葫芦镇四十八弯村	 0743	7971020	

保靖县 保靖县吕洞山镇排捧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吕洞山镇排捧村	 0743	8625065	

保靖县 保靖县水田河镇白合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水田河镇白合村	 0743	7861057	

保靖县 保靖县水田河镇他者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水田河镇他者村	 0743	7861057	

保靖县 保靖县水田河镇中坝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水田河镇中坝村	 0743	7861057	

保靖县 保靖县水田河镇马尾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水田河镇孔坪村	 0743	7861057	

保靖县 保靖县水田河镇排家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水田河镇排家村	 0743	7861057	

保靖县 保靖县水田河镇中心同心完全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水田河镇同心村	 0743	7861057	

保靖县 保靖县阳朝乡阳朝村小 湖南省保靖县阳朝乡阳朝村	 0743	7720171	

保靖县 保靖县阳朝乡仙仁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阳朝科秋村	 0743	7831171	

保靖县 保靖县阳朝乡龙家小学 湖南省比较范加尔乡龙家村	 0743	7831171	

保靖县 保靖县阳朝乡龙头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阳朝乡龙头村	 0743	7831171	

保靖县 保靖县阳朝乡夕铁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阳朝乡锡铁村	 0742	7730171	

保靖县 保靖县吕洞山镇翁科片完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吕洞山镇翁科村	 0743	8625065	

保靖县 保靖县水田河镇卡当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水田河镇排不道村	 0743	7861057	

保靖县 保靖县水田河镇排不道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水田河镇排不道村	 0743	7861057	

保靖县 保靖县水田河镇金落河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水田河镇金落河村	 0743	7861057	

保靖县 保靖县吕洞山镇夯相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吕洞山镇西游村	 0743	8625065	



保靖县 保靖县水田河镇孔坪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水田河镇孔坪村	 0743	7861057	

保靖县 保靖县葫芦镇米塔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葫芦镇米塔村	 0743	7971020	

保靖县 保靖县吕洞山镇旁海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吕洞山镇黄金村	 0743	8625065	

保靖县 保靖县葫芦镇大岩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葫芦镇大岩村	 0743	7971020	

保靖县 保靖县葫芦镇木芽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葫芦镇四十八弯村	 0743	7971020	

保靖县 保靖县吕洞山镇黄金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吕洞山镇黄金村一组	 0743	8625065	

保靖县 保靖县吕洞山镇夯吉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吕洞山镇夯吉村	 0743	8625065	

保靖县 保靖县吕洞山镇吕洞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吕洞山镇吕洞村	 0743	8625065	

保靖县 保靖县吕洞山镇立口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吕洞山镇茶岭村	 0743	8625065	

保靖县 保靖县清水坪镇马联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清水坪镇糯里村马联组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镇略水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略水村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镇田家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田家村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镇毛坪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毛坪村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镇阳坪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阳坪村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镇科乐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科乐村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镇拱桥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拱桥村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镇排当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排挡村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镇坡脚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坡脚村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镇如景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如景村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镇大吾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大吾村	

保靖县 保靖县清水坪镇坝木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清水坪镇坝木村	

保靖县 保靖县清水坪镇黄连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清水坪镇黄连树村	

保靖县 保靖县清水坪镇大桥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清水坪镇里外村大桥组	

保靖县 保靖县清水坪镇马王片完小 湖南省保靖县清水坪镇夕东村	

保靖县 保靖县清水坪镇客寨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清水坪镇客寨村	

保靖县 保靖县清水坪镇大坝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清水坪镇大坝村	

保靖县 保靖县复兴镇门前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复兴镇门前村	

保靖县 保靖县比耳镇且科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比耳镇科腊村	



保靖县 保靖县葫芦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葫芦镇葫芦村	 0743	7971020	

保靖县 保靖县迁陵镇大田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大田村	 0743	7710756	

保靖县 保靖县水田河镇龙凤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水田河镇丰宏村	 0743	7861057	

保靖县 保靖县迁陵镇田家炳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茶市村	 0743	7710756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镇野猫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野猫村	

保靖县 保靖县水田河镇吉铁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水田河镇吉铁村	 0743	7861057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镇民主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民主村	 0743	7910999	

保靖县 保靖县阳朝乡团结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阳朝乡团结村	 0743	9831171	

保靖县 保靖县阳朝乡尧洞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阳朝乡尧洞村	 0743	7831171	

保靖县 保靖县清水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复兴镇河边村	

保靖县 保靖县阳朝乡麦坪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阳朝乡麦坪村	 0743	7831171	

保靖县 保靖县迁陵镇太坪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四方城村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镇卧当片完小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卧当村	

保靖县 保靖县水田河镇夯吉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水田河镇梁家村	 0743	7861057	

保靖县 保靖县清水坪镇吉家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清水坪镇下码头村吉家组	

保靖县 保靖县岳阳学校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魏竹路	

保靖县 保靖县复兴九年一贯制学校 湖南省保靖县复兴镇复兴村	 	07437951505	

保靖县 保靖县边城宏志学校 湖南省保靖县复兴镇清水村	

保靖县 保靖县迁陵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风筝坪社区	 0743	7710756	

保靖县 保靖县普戎九年一贯制学校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普戎镇普戎村委会	

保靖县 保靖县夯沙九年一贯制学校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吕洞山镇夯沙村	 0743	8625065	

保靖县 保靖县白坪九年一贯制学校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白坪村	 0743	7910999	

保靖县 保靖县清水坪九年一贯制学校 保靖县清水坪镇清水坪村	

保靖县 保靖县比耳九年一贯制学校 湖南省保靖县比耳镇比耳村	

保靖县 保靖县芙蓉学校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四方城村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第一完全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河西中路200号	 0743	2187072	

永顺县 永顺县车坪乡里仁村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车坪乡里仁村	 0743	5765123	

永顺县 永顺县车坪乡茶园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车坪乡茶园村	 0743	5765123	



永顺县 永顺县车坪乡红星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车坪乡红星村	 0743	5765123	

永顺县 永顺县车坪乡咱河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车坪乡咱河村	 0743	5765123	

永顺县 永顺县车坪乡白腊村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车坪乡白腊村	 0743	5765123	

永顺县 永顺县砂坝镇西洋坪教学点 永顺县砂坝镇西洋坪居委会	 0743	5794823	

永顺县 永顺县朗溪乡元宝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朗溪乡元宝村	 0743	5722215	

永顺县 永顺县高坪乡西米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高坪乡西米村	 0743	5862778	

永顺县 永顺县毛坝乡二湾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毛坝乡五寨村委会	 0743	5617041	

永顺县 永顺县砂坝镇桃子溪车拉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砂坝镇桃子溪村	 0743	5793067	

永顺县 永顺县毛坝乡兴隆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毛坝乡团结村委会	 0743	5617041	

永顺县 永顺县芙蓉镇列夕龙车村小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芙蓉镇龙车村	

永顺县 永顺县砂坝镇桃子溪雅士溪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砂坝镇桃子溪村	 0743	5793067	

永顺县 永顺县毛坝乡太平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毛坝村委会	 0743	5617041	

永顺县 永顺县毛坝乡毕家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毛坝乡澧源村委会	 0743	5617041	

永顺县 永顺县盐井乡盐井村小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盐井乡盐井村	 0743	5619009	

永顺县 永顺县砂坝镇富家塔教学点 永顺县砂坝镇西洋坪居委会	 0743	5794823	

永顺县 永顺县砂坝镇刘家寨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砂坝镇中立村	 0743	5794823	

永顺县 永顺县润雅乡凤沟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润雅乡润雅村	 0743	5962173	

永顺县 永顺县小溪镇小溪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小溪镇小溪村	 0743	5701065	

永顺县 首车镇小干村教学点 永顺县首车镇龙珠村居委会	 0743	5883376	

永顺县 永顺县盐井乡岩门村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盐井乡岩门村	 0743	5619009	

永顺县 永顺县盐井乡恰塔村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盐井乡恰塔村	 0743	5619009	

永顺县 小溪镇杉木村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小溪镇杉木村	 0743	5701065	

永顺县 盐井乡落地村小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盐井乡落地村	 0743	5619009	

永顺县 首车镇烈湖村教学点 永顺县首车镇立烈村居委会	 0743	5883376	

永顺县 盐井乡李家村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盐井乡李家村	 0743	5619009	

永顺县 永顺县永茂镇卓福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永茂镇卓福村	 0743	5720377	

永顺县 羊峰硕乐坪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硕乐村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第三完全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城南社区	 0743	5222606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龙洞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湘潭路	 0743	5222606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富坪片小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富坪社区	 0543	5222606	

永顺县 永顺县首车镇中心完全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首车镇龙潭居委会	 0743	5883376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勺哈完全小学 湘西永顺县灵溪镇新农村	 0743	5884175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勺哈基湖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勺哈基湖村	 0743	5884175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勺哈西来溪教学点 湘西永顺县灵溪镇新农村	 0743	5884175	

永顺县 永顺县民族实验学校 湖南省永顺灵溪镇两河街3号	 0743	5222061	

永顺县 永顺县泽家镇柏杨完全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泽家镇柏杨村	 0743	5651082	

永顺县 永顺县泽家镇柏杨云扎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泽家镇云扎村	 0743	5651082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和平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盐井村四组	 0743	5658310	

永顺县 永顺县芙蓉镇中心完全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芙蓉镇中心完全小学	

永顺县 灵溪三小东鲁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富坪社区	 0743	5222606	

永顺县 永顺县芙蓉镇保坪完全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芙蓉镇保坪完全小学	 0743	5853899	

永顺县 永顺县松柏镇中心完全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松柏镇松柏居委会	 0743	5863139	

永顺县 永顺县两岔朵砂村小 湖南省永顺县两岔乡朵砂村	

永顺县 永顺县两岔九年制湖坝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两岔乡湖坝村	

永顺县 永顺县两岔九年制冗迪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两岔乡冗迪村	

永顺县 永顺县两岔乡茶溪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两岔乡茶溪村	

永顺县 杉木中心完全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万坪镇杉木村	 0743	5614318	

永顺县 永顺县万坪镇团结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万坪镇团结村	 0743	5614318	

永顺县 永顺县万坪镇农林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万坪镇农林村	 0743	5614138	

永顺县 万民乡洞坪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万民乡洞坪村	

永顺县 永顺县盐井乡中心完全小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盐井乡新场村委会	 0743	5619009	

永顺县 永顺县盐井乡龙洞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盐井乡龙洞村委会	 0743	5619009	

永顺县 永顺县盐井乡热烈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盐井乡热烈村委会	 0743	5619009	

永顺县 永顺县盐井乡车溪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盐井乡车溪村委会	 0743	5619009	

永顺县 毛坝乡九年制学校亚东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毛坝乡东山村委会	 0743	5617041	

永顺县 毛坝乡九年制学校沙坪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毛坝乡澧源村委会	 0743	5617041	



永顺县 毛坝乡九年制学校五寨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毛坝乡五寨村	 0743	5617041	

永顺县 永顺县万坪镇中心完全小学 湖南永顺县万坪镇龙寨居委会	 0743	5612562	

永顺县 永顺县砂坝镇桃子溪万林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砂坝镇桃子溪村	 0743	5793067	

永顺县 永顺县砂坝镇桃子溪农寨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砂坝镇桃子溪村	 0743	5795067	

永顺县 永顺砂坝镇元卡村小 湖南省永顺县砂坝镇元卡村	 0743	5794823	

永顺县 永顺县砂坝镇中心完全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砂坝镇砂坝居委会	 0743	5794823	

永顺县 永顺县砂坝镇官坝完全小学 永顺县砂坝镇官坝居委会	 0743	5795252	

永顺县 砂坝镇官坝彭溪峪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砂坝镇彭溪峪村	 0743	5795252	

永顺县 永顺县砂坝镇官坝高楼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砂坝镇高楼村	 0743	5795252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仓坪完全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仓坪村	 0743	5766080	

永顺县 塔卧镇三家田中心完小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三家田村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枫栖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凤栖村	 0743	5884175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勺哈那住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勺哈那住村	 0743	5884175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石叠村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石叠村	 0743	5230266	

永顺县 永顺县小溪镇长官小学教学点 永顺县小溪镇长官居委会	 0743	5701065	

永顺县 永顺县小溪镇贺喜小学教学点 永顺县小溪镇贺喜村委会	 0743	5701065	

永顺县 永顺县小溪镇集六小学教学点 永顺县小溪镇集六村委会	 0743	5701065	

永顺县 永顺县小溪镇长官小水教学点 永顺县小溪镇小水溪村委会	 0743	5701065	

永顺县 永顺县小溪镇羊毛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州永顺县小溪镇羊毛村村委会	 0743	5702210	

永顺县 永顺县小溪镇展笔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州永顺县小溪镇展笔村委会	 0743	5702123	

永顺县 永顺县小溪镇仁厚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州永顺县小溪镇展笔村委会仁厚组	 0743	5702210	

永顺县 永顺县朗溪乡中心完小 湖南省永顺县朗溪乡朗溪村	 0743	5722215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麻岔完全小学 永顺县石堤镇麻岔完全小学	 0743	5964369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友谊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友谊村	 0743 	5964369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麻岔大明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麻岔完全小学	 0743	5964369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羊峰青龙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青龙村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羊峰毛土坪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毛土坪村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羊峰九年制新华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新华村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铜瓦片小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铜瓦村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中心完全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兴隆社区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梓桐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梓桐村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冷水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冷水村	

永顺县 永顺县润雅乡五官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润雅乡五官村	 0743	5962173	

永顺县 永顺县润雅乡凤鸣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润雅乡凤鸣村	 0743	5962173	

永顺县 永顺县润雅乡柯溪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润雅乡柯溪村	 0743	5962173	

永顺县 永顺县润雅乡麻阳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润雅乡麻阳村	 0743	5962173	

永顺县 永顺县颗砂九年制树竹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颗砂乡颗砂村	 0743	5815222	

永顺县 永顺县颗砂九年制白龙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颗砂乡白龙村	 0743	5815222	

永顺县 永顺县颗砂九年制青师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颗砂乡旭东村	 0743	5815222	

永顺县 永顺县颗砂九年制马家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颗砂乡上马村	 0743	5815222	

永顺县 永顺县颗砂九年制东洛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颗砂乡上马村	 0743	5815222	

永顺县 永顺县颗砂九年制太平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颗砂乡太平村	 0743	5815222	

永顺县 永顺县颗砂九年制高枧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颗砂乡太平村	 0743	5815222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万福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万福完全小学	 0743	5618053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万福咱住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咱住村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吊井长光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吊井村	 0743	5813479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吊井毛坪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毛坪村	 0743	5813479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吊井花园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花园村	 0743	5813479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吊井天堂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天堂村	 0743	5813479	

永顺县 永顺县西歧乡塘坊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西歧乡流浪溪村	 0743	5887049	

永顺县 永顺县西歧乡瓦厂片小 湖南省永顺县西歧乡西歧村	 0743	5887049	

永顺县 永顺县西歧乡大溪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西歧乡合心村	 0743	5887049	

永顺县 永顺县首车镇立烈教学点 永顺县首车镇立烈村居委会	 0743	5883376	

永顺县 高坪乡中心完全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高坪乡高坪村	 0743	5862778	

永顺县 永顺县万民乡西库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万民乡西库村	

永顺县 永顺县万民乡新农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万民乡新农村	



永顺县 永顺县万民乡海角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万民乡海角村	

永顺县 永顺县小溪镇小溪完全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小溪镇毛坪村	 0743	5701065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仓坪洛洞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洛洞村	 0743	5766080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第五完全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连洞岗社区	 0743	5230266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连洞雨联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雨联村	 0743	5230266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连洞博射坪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司城村	 0743	5230266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连洞司城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司城村	 0743	5230266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连洞望溪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虎洛村	 0743	5230266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苏区小学 永顺县塔卧镇塔卧居委会	 0743	5762588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土寨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茶林村	 0743	5762588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茶林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茶林村	 0743	5762588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泽士湖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茶林村	 0743	5762588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可柒堡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仓坪村	 0743	5762588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文昌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文昌村	 0743	5762588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新坪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文昌村	 0743	5762588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力南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七里坪村	 0743	5762588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九冲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广荣村	 0743	5762588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广荣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广荣村	 0743	5762588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芝兰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芝兰村	 0743	5762588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惹碧湖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隆华居委会	 0743	5762588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三家田杨柳湾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杨柳湾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三家田蟠龙教学点 湖南永顺县塔卧镇三家田村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三家田惹坝小学 湖南永顺县塔卧镇惹坝村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三家田长溪小学 湖南永顺县塔卧镇大坝村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三家田大坝教学点 湖南永顺县塔卧镇大坝村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三家田白果湖教学点 湖南永顺县塔卧镇三家田村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三家田牛角山小学教学点 湖南永顺县塔卧镇惹坝村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科甲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仓坪村	 0743	5766080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仓坪中华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廻龙村	 0743	5766080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仓坪丰收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科甲村	 0743	5766080	

永顺县 永顺县泽家那卡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泽家镇泥堤村	 0743	5655332	

永顺县 永顺县泽家苗寨小学教学点 永顺县泽家镇泽家居委会苗寨组	 0743	5655332	

永顺县 永顺县塔卧镇回龙教学点 湖南省用顺县塔卧镇廻龙村	 0743	5766080	

永顺县 湘西州民族实验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府正街263号	 0743	5223383	

永顺县 永顺县小溪镇官坝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州永顺县小溪镇官坝村村委会	 0743	5702210	

永顺县 永顺县万民乡崧溪村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万民乡崧溪村	

永顺县 永顺县万民乡五伦村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万民乡五伦村	

永顺县 永顺县溪州芙蓉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南山社区	 0743	5222230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和平大井村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大井村	 0743	55658310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第四完全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鹭鸶庄居民点392号	 0743	2131899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吊井树木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树木村	 0743	5813479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第二完全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大桥街75号	 0743	5233546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摆里小学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摆里村	 0743	5222606	

永顺县 永顺县泽家镇东路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泽家镇东路村	 0743	5651082	

永顺县 永顺县泽家镇南渭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泽家镇南渭村	

永顺县 永顺县颗砂乡新寨龙塔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颗砂乡山河村	 0743	5615128	

永顺县 永顺县两岔乡若作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两岔乡若作村	

永顺县 永顺县颗砂乡新寨九年制亚可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颗砂乡山河村	 0743	5615128	

永顺县 永顺县新寨比溪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颗砂乡比溪村	 0743	5615128	

永顺县 永顺县颗砂乡新寨九年制联合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颗砂乡年丰村	 0743	5615128	

永顺县 永顺县新寨猫山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颗砂乡新寨村	 0743	5615128	

永顺县 永顺县新寨制关田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颗砂乡山河村	 0743	5615128	

永顺县 两岔乡河边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两岔乡河边村	

永顺县 永顺县青坪镇两岔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青坪镇两岔村	 0743	5721084	

永顺县 永顺县青坪镇下福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青坪镇中福村	 0743	5721084	

永顺县 永顺县车坪乡新湖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车坪乡新湖村	 0743	5765123	



永顺县 永顺县车坪乡新湖村北富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车坪乡新湖村	 0743	5765123	

永顺县 永顺县车坪九年制光明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车坪乡里仁村	 0743	5765123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自生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毛坪村	 0743	5813479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麻岔岩扎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麻岔岩扎村	 0743	5964369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麻岔行坡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麻岔行坡村	 0743	 5964369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麻岔小黄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麻岔小黄村	 0743	 5964369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麻岔且格小学教学点 湖南永顺县石堤镇麻岔且格村	 0743	 5964369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麻岔下坪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麻岔下坪村	 0743 	5964369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麻岔鸣凤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麻岔鸣凤村	 0743	5964369	

永顺县 永顺县朗溪乡楠木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朗溪乡楠木村	

永顺县 永顺县朗溪乡黄洞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朗溪乡黄洞村	 0743	5722215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大坝猛晓村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大坝乡猛晓村	 0743	5658310	

永顺县 永顺县永茂镇和平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永茂镇和平村	 0743	5720377	

永顺县 永顺县永茂镇于家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永茂镇于家村	 0743	5720377	

永顺县 永顺县永茂镇尖山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永茂镇尖山村	 0743	5720377	

永顺县 永顺县永茂镇樟木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永茂镇尖山村	 0743	5720377	

永顺县 永顺县永茂镇芭蕉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永茂镇芭蕉村	 0743	5720377	

永顺县 永顺县砂坝镇荆竹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砂坝镇中立村	 0743	5794823	

永顺县 永顺县砂坝镇爱民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砂坝镇爱民村	 0743	5794823	

永顺县 永顺县砂坝镇白竹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砂坝镇爱民村	 0743	5794823	

永顺县 永顺县砂坝镇合亲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砂坝镇合亲村	 0743	5794823	

永顺县 永顺县砂坝镇九道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砂坝镇元卡村	 0743	5794823	

永顺县 永顺县砂坝镇竹界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砂坝镇合亲村	 0743	5794823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大坝那岔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那住村	 0743	5657022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利布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沐浴村	 0743	5657022	

永顺县 永顺县大坝九年制溶里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沐浴村	 0743	5657022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大坝统坪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合兴村	 0743	5657022	

永顺县 永顺县大坝乡杨家坪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合兴村	 0743	5657022	



永顺县 永顺县对山九年制集中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对山乡	 0743	5659061	

永顺县 永顺县对山乡九年制托家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对山乡托家村	 0743	5659061	

永顺县 永顺县对山九年制晓湖小学教学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对山乡	 0743	5659061	

永顺县 永顺县小溪镇老村教学点 湖南省永顺县小溪镇老村村	 0743	5701065	

永顺县 永顺县荣众留守儿童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杨公路88号	 0743	5230602	

永顺县 永顺县车坪乡九年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车坪乡车坪村	 0743	5765123	

永顺县 永顺县泽家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泽家镇泽家居委会	 0743	5655332	

永顺县 永顺县芙蓉镇列夕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芙蓉镇列夕村	

永顺县 永顺县两岔乡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两岔乡车禾村	

永顺县 永顺县毛坝乡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毛坝乡毛坝村	 0743	5617041	

永顺县 永顺县小溪镇长官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小溪镇集坪居委会	 0743	5701065	

永顺县 永顺县小溪镇回龙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小溪镇回龙村委会	 0743	5702210	

永顺县 永顺县永茂镇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永茂镇居委会	 0743	5720377	

永顺县 永顺县青坪镇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青坪镇青坪居委会	 0743	5721084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羊峰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狮子村	

永顺县 永顺县润雅乡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润雅乡润雅村	 0743	5962173	

永顺县 永顺县颗砂乡新寨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颗砂乡新寨村	 0743	5615128	

永顺县 颗砂乡颗砂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颗砂乡颗砂村	 0743	5815222	

永顺县 永顺县砂坝镇桃子溪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砂坝镇桃子溪乡村	 0743	5793067	

永顺县 永顺县吊井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吊井村	 0743	5813479	

永顺县 永顺县西歧乡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西歧乡西歧村	 0743	5887049	

永顺县 永顺县对山乡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对山乡	 0743	5659061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大坝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金星村	

永顺县 永顺县万民乡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万民乡万民村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抚志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抚志村	 0743	5866095	

永顺县 永顺县高平金海实验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溪州新城	 0743	5239188	

永顺县 永顺县司城若云学校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溪州新城	 0743	5239188	

龙山县 龙山县召市镇民族中心小学 龙山县召市镇人民路8-8号	



龙山县 龙山县召市镇大兴片完全小学 龙山县召市镇大兴村	

龙山县 龙山县召市镇前卫片完全小学 龙山县召市镇前卫村	

龙山县 龙山县召市镇瓦房小学 龙山县召市镇神州社区	

龙山县 龙山县召市镇团结小学 龙山县召市镇托利湖村	

龙山县 龙山县召市镇方坡教学点 龙山县召市镇方坡村	

龙山县 龙山县召市镇麻元教学点 龙山县召市镇新园村	

龙山县 龙山县召市镇贾坝万家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召市镇万家棚村	 0743	4845003	

龙山县 龙山县第一小学 龙山县民安街道办事处光明西路19号	 0743	6223375	

龙山县 龙山县水田坝镇猛必完全小学 湖南龙山	 0743	6226240	

龙山县 龙山县民安街道白羊完全小学 龙山县民安街道大堰坪社区	

龙山县 龙山县民安街道白羊民爱教学点 龙山县民安街道民爱村	

龙山县 龙山县里耶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书院路18号	

龙山县 龙山县里耶镇岩冲教学点 龙山县里耶镇岩冲村	

龙山县 龙山县里耶镇麦子坪教学点 龙山县里耶镇麦子坪村	

龙山县 龙山县里耶镇比耳教学点 龙山县里耶镇比耳村	

龙山县 龙山县里耶镇梓木教学点 龙山县里耶镇梓木村	 0743	6612533	

龙山县 龙山县内溪乡塘口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内溪乡	 0743	6850007	

龙山县 龙山县内溪乡伴住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内溪乡	 0743	6850007	

龙山县 龙山县里耶镇双坪教学点 龙山县里耶镇双坪村	

龙山县 龙山县内溪乡五官教学点 龙山县内溪乡	 0743	6850007	

龙山县 龙山县里耶镇贾市片完小 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贾市社区街上村	

龙山县 龙山县石牌镇中心小学 龙山县石牌镇红桥村	

龙山县 龙山县石牌镇上母小学 龙山县石牌镇上母村	

龙山县 龙山县第二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新建路红岩井巷01号	

龙山县 龙山县洗洛镇湾塘大塘教学点 龙山县洗洛镇湾塘大塘口村	 0743	6476023	

龙山县 龙山县第三小学 龙山县民安街道办事处老城路78号	

龙山县 龙山县华塘红岩教学点 龙山县华塘街道办事处皇仓社区	

龙山县 龙山县华塘留芳教学点 龙山县华塘街道留繁居委会	



龙山县 龙山县兴隆街道三塘片小 龙山县兴隆社区三塘村	 0743	6790588	

龙山县 龙山县兴隆街道烟棚教学点 龙山县兴隆社区白岩洞村	 0743	6790588	

龙山县 龙山县石牌镇桶车下池片小 石牌镇下池村	 0743	6784042	

龙山县 龙山县兴隆街道新城太平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兴隆街道新城太平山村	 0743	2194738	

龙山县 龙山县石牌镇桶车新桥教学点 新桥村	 0743	6784042	

龙山县 龙山县洗洛镇中心小学 龙山县洗洛镇洗洛乡发展路20-1	 0743	6281583	

龙山县 龙山县洗洛乡欧溪教学点 龙山县洗洛镇欧溪村	 0743	6281583	

龙山县 龙山县第四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建设路6号	 0743	6260026	

龙山县 龙山县第五小学 龙山县朝阳路	 0743	6612100	

龙山县 龙山县石羔街道三元花果教学点 龙山县石羔街道旧寨村	 0743	6772173	

龙山县 龙山县石羔街道三元南北教学点 龙山县石羔街道三元南北村	 0743	6772173	

龙山县 龙山县石羔街道三元竹元教学点 龙山县石羔街道青岗村	 0743	6772173	

龙山县 龙山县石羔街道三元英家教学点 龙山县石羔街道英家社区	 0743	6772173	

龙山县 龙山县石羔街道三元双龙教学点 龙山县石羔街道双龙村	 0743	6772173	

龙山县 龙山县石羔街道中心小学 龙山县石羔街道石羔村	 0743	6765782	

龙山县 龙山县石羔街道尧坪小学 龙山县石羔街道尧坪村	 0743	6765782	

龙山县 龙山县石羔街道正南小学 龙山县石羔街道正南村	 0743	6765782	

龙山县 龙山县石羔街道十字教学点 龙山县石羔街道十字村	 0743	6765782	

龙山县 龙山县桂塘镇火岩教学点 龙山县桂塘镇乌龙山村	

龙山县 龙山县桂塘镇兴坝教学点 龙山县桂塘镇兴坝村	

龙山县 龙山县桂塘镇毛江教学点 龙山县桂塘镇友谊村	

龙山县 龙山县桂塘镇王道教学点 龙山县桂塘镇王道溪村	 0743	6577033	

龙山县 龙山县桂塘镇肖家教学点 龙山县桂塘镇古道溪村	 0743	6577033	

龙山县 龙山县桂塘镇老兴小学 龙山县桂塘镇老兴小学	 0743	6845206	

龙山县 龙山县桂塘镇老兴贾田教学点 龙山县桂塘镇贾田村	 0743	6845205	

龙山县 龙山县茅坪乡复兴教学点 龙山县茅坪乡长兴村	

龙山县 龙山县水沙坪小学 龙山县茅坪乡水沙坪村	

龙山县 龙山县茅坪乡老场小学 龙山县茅坪乡老场村	



龙山县 龙山县红岩溪镇中心小学 龙山县红岩溪镇古丈村	 0743	6522312	

龙山县 龙山县红岩溪镇西湖小学 龙山县红岩溪镇比沙村	 0743	6414422	

龙山县 龙山县红岩溪镇尧城教学点 龙山县红岩溪镇尧城村	

龙山县 龙山县红岩溪镇毛坝教学点 龙山县红岩溪镇毛坝村	

龙山县 龙山县农车镇塔泥完全小学 龙山县农车镇舍竹村	

龙山县 龙山县召市镇贾坝三堡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召市镇三堡村	 0743	6845003	

龙山县 龙山县召市镇贾坝岩门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召市镇岩门口村	 0743-	4845003	

龙山县 龙山县召市镇贾坝完全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召市镇贾坝社区37号	 0743	6226813	

龙山县 龙山县茨岩塘镇兴场小学 龙山县茨岩塘镇兴场村	 0743	6641163	

龙山县 龙山县茨岩塘镇中心小学 龙山县茨岩塘镇茨岩居委会	 0743	6641163	

龙山县 龙山县茨岩塘镇比溪教学点 龙山县茨岩塘比溪社区	 0743	6641163	

龙山县 龙山县茨岩塘镇半寨教学点 龙山县茨岩塘镇甘露村	 0743	6641163	

龙山县 龙山县大安乡中心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大安乡大红村11组	 0743	6433007	

龙山县 龙山县大安乡翻身教学点 龙山县大安乡翻身村	 0743	6433007	

龙山县 龙山县咱果乡哪寨教学点 龙山县咱果乡哪寨村	 0743	6754034	

龙山县 龙山县咱果乡西拉教学点 龙山县咱果乡西拉村	 0743	6754034	

龙山县 龙山县靛房镇坡脚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靛房镇坡脚学校	 0743	6225123	

龙山县 龙山县靛房镇先锋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靛房镇先锋村	 0743	62251123	

龙山县 龙山县靛房镇报格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靛房镇燎原村	 0743	6225361	

龙山县 龙山县靛房镇多谷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靛房镇多谷村	 0743	6625236	

龙山县 龙山县靛房镇他砂完全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靛房镇他砂完全小学	 0743	6225123	

龙山县 龙山县靛房镇他砂光辉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靛房镇他砂光辉村	 0743	6225123	

龙山县 龙山县农车镇高坪教学点 龙山县农车镇高坪村	 0743	6533020	

龙山县 龙山县靛房镇他砂信地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靛房镇他砂乡信地村	 0743	6625123	

龙山县 龙山县农车镇天桥教学点 龙山县农车镇天桥村	

龙山县 龙山县靛房镇他砂云峰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靛房镇他砂乡他砂小学	 0743	6225132	

龙山县 龙山县苗儿滩镇隆头完全小学 龙山县苗儿滩镇	

龙山县 龙山县苗市凤溪教学点 苗儿滩镇	 0743	6582008	



龙山县 龙山县洛塔乡瑞士教学点 洛塔乡瑞士村	

龙山县 龙山县洛塔乡猛西教学点 洛塔乡猛西村	

龙山县 龙山县洛塔乡楠竹教学点 洛塔乡楠竹村	

龙山县 龙山县水田坝镇中心小学 龙山县水田坝镇苗汉社区	

龙山县 龙山县水田坝镇中湾小学 龙山县水田坝镇中湾片小	

龙山县 龙山县水田坝镇下比教学点 龙山县水田坝镇下比教学点	

龙山县 龙山县水田坝镇仁和教学点 龙山县水田坝镇仁和村	

龙山县 龙山县石牌卧龙教学点 龙山县石牌镇卧龙村	

龙山县 龙山县召市镇贾坝桐堡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召市镇桐堡村	 0743	6845003	

龙山县 龙山县里耶镇贾市巴沙教学点 龙山县里耶镇贾市社区巴沙村	

龙山县 龙山县洗车镇干溪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洗车河镇	 0743	7264789	

龙山县 龙山县民安街道白羊白坪教学点 龙山县民安街道白羊坪村	

龙山县 龙山县兴隆街道新城明星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兴隆街道办事处新城明星村	 0743	2194738	

龙山县 龙山县召市镇瓦房沟教学点 龙山县召市镇瓦房村	

龙山县 龙山县红岩镇苗星教学点 龙山县红岩溪镇苗星村	 0743	6522312	

龙山县 龙山县洗洛镇湾塘大元教学点 龙山县洗洛镇大元村	 0743	6476023	

龙山县 龙山县桂塘镇老兴乡洞坎教学点 龙山县桂塘镇洞坎村	 0743	6845206	

龙山县 龙山县召市镇辽叶教学点 龙山县召市镇兴平村	

龙山县 龙山县洗洛镇湾塘青峰教学点 龙山县洗洛镇青峰村	 0743	6476023	

龙山县 龙山县洗洛镇花鹿教学点 龙山县洗洛镇花鹿村	 0743	6281583	

龙山县 龙山县石牌镇桃兴教学点 龙山县石牌镇桃兴村	

龙山县 龙山县里耶镇长潭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长潭	

龙山县 龙山县苗儿滩镇叶家宅教学点 龙山县苗儿滩隆头社区	 0743	6851001	

龙山县 龙山县石牌镇青山教学点 龙山县石牌镇城堡村	

龙山县 龙山县里耶镇贾市普车教学点 龙山县里耶镇	

龙山县 龙山县石牌镇中池教学点 龙山县石牌镇中池	

龙山县 龙山县石牌镇桶车苦溪教学点 石牌镇苦溪村	 0743	6784042	

龙山县 龙山县里耶镇大板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斑竹	



龙山县 龙山县石牌镇桶车义比教学点 石牌镇义比村	 0743	6784042	

龙山县 龙山县红岩镇卜纳洞教学点 龙山县红岩溪镇群力村	 0743	6522312	

龙山县 龙山县靛房镇乌拉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靛房镇燎原村88号	 0743	6522321	

龙山县 龙山县石羔街道三元西洛教学点 龙山县石羔街道西洛村	 0743	6772173	

龙山县 龙山县召市镇天堂教学点 龙山县召市镇新园村	

龙山县 龙山县里耶镇斑竹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斑竹	

龙山县 龙山县华塘象鼻教学点 龙山县华塘街道办事处象鼻居委会	

龙山县 龙山县芙蓉学校 龙山县民安镇	 0743	6623467	

龙山县 龙山县靛房镇比寨教学点 湖南省龙山县靛房镇比寨村	 0743	6225172	

龙山县 龙山县石牌镇桶车堰坝教学点 堰坝村	 0743	6784042	

龙山县 龙山县里耶镇贾市恒扎教学点 龙山县里耶镇贾市恒扎社区街上	

龙山县 龙山县苗市新生教学点 苗儿滩镇	 0743	6582001	

龙山县 龙山县皇仓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华塘街道办事处皇仓社区	 0743	2821155	

龙山县 龙山县华塘中心小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龙山县华塘街道办事处华新居委会11组	

龙山县 龙山县内溪乡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龙山县内溪乡	 0743	6754007	

龙山县 龙山县兴隆中心小学 龙山县兴隆社区袁家堡路9号	 0743	6790588	

龙山县 龙山县新城中心小学 龙山县兴隆街道办事处新城社区	 0743	2194738	

龙山县 龙山县洗洛镇湾塘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龙山县湾塘街道	 0743	6476023	

龙山县 龙山县石羔街道三元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湘西州龙山县石羔街道三元片区元堡社区	 0743	6772173	

龙山县 龙山县桂塘镇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龙山县桂塘镇湘渝路60号	 0743	6577033	

龙山县 龙山县茅坪乡九年制学校 龙山县茅坪乡龙冠村	 	07436633165	

龙山县 龙山县农车镇九年制学校 龙山县农车镇马蹄社区	 0743	6533020	

龙山县 龙山县石牌镇桶车九年制学校 龙山县石牌镇桶车村	 0743	6784042	

龙山县 龙山县咱果乡九年制学校 咱果乡咱果新街112号	 0743	6754034	

龙山县 龙山县洛塔乡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	 0743	6671036	

龙山县 龙山县洗车河镇九年制学校 龙山县洗车河镇九年制学校	 0743	7658432	

龙山县 龙山县靛房镇九年制学校 湖南省龙山县靛房镇燎原村88号	 0743	6225123	

龙山县 龙山县苗儿滩镇九年制学校 龙山县苗儿滩镇苗星村	 0743	6582168	



龙山县 龙山县大安乡乌鸦九年制学校 龙山县大安乡龙堰村	 0743	6440140	

龙山县 龙山县思源实验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龙凤路42号	 0743	2131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