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市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办公电话

吉首市 吉首市河溪中学 湖南省吉首市河溪镇河溪社区	 0743	8641319	

吉首市 吉首市第二中学 吉首市峒河街道荣昌路2号	 0743	8222112	

吉首市 吉首市第四中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人民南路31号	 0743	8516160	

吉首市 吉首市矮寨镇中学 湖南省吉首市矮寨镇688号	 0743	2199509	

吉首市 吉首市寨阳初级中学 吉首市石家冲街道办事处	 0743	8670084	

吉首市 吉首市丹青中学 湖南省吉首市丹青镇清明社区	

吉首市 吉首市马颈坳中学 湖南省吉首市马颈坳镇溪马村	 0743	8653624	

吉首市 吉首市双塘镇中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双塘街道兴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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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首市 吉首市雅溪中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杨家坪路3号	 0743	2273968	

吉首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溶江初中 湖南省吉首市湘西经济开发区学院东路32号	 0743	8531010	

吉首市 吉首市第一初级中学 湖南省吉首市新桥路1号	 0743	8223406	

吉首市 吉首市第一中学

吉首市 吉首市民族中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芙蓉岗路40号	 0743	8222597	

吉首市 湘西雅思实验学校 小溪桥湘西雅思实验学校	 0743	2810970	

泸溪县 泸溪三中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泸溪县兴隆场镇社区	 0743	4688135	

湘西州义务教育学校名录（初中）



泸溪县 泸溪四中 湖南省泸溪县合水镇居委会	

泸溪县 达岚中学 湖南省泸溪县达岚镇中学	

泸溪县 潭溪中学 湖南省泸溪县潭溪镇潭溪社区	 0743	4666725	

泸溪县 永兴场中学 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上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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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章乡民族中学 湖南省泸溪县小章乡小章村	 0743	4699583	

泸溪县 白沙中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武溪镇屈望社区白浦公路	 0743	426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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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溪县 泸溪二中 泸溪县浦市镇新建街社区居委会	 0743	4611425	

泸溪县 泸溪五中 湖南省泸溪县武溪镇北正街	 0743	422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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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县第二中学 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南华社区	

凤凰县 凤凰县第一中学 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堤溪院	

凤凰县 凤凰县黄合中学 凤凰县阿拉营镇黄合社区	

凤凰县 凤凰县新场中学 凤凰县新场镇新场村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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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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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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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县廖家桥中学 凤凰县廖家桥镇廖家桥村	

凤凰县 凤凰县第四中学 凤凰县吉信镇得胜营社区	 0743	3655157	

凤凰县 凤凰县三拱桥中学 凤凰县竿子坪镇三拱桥村	

凤凰县 凤凰县第一民族中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腊尔山镇夺西村委会	 0743	363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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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县华鑫实验中学 湖南省凤凰县廖家桥镇廖家桥村	 0743	3771605	

凤凰县 凤凰县皇仓中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凤凰县阿拉营镇黄丝桥社区	

古丈县 古丈县古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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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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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丈县断龙山镇初级中学 湖南省古丈县断龙山镇初级中学	 0743	495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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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丈县 古丈一中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古丈县古阳镇车站社区183号	 0743	4727575	



花垣县 花垣县第二中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登高楼	

花垣县 花垣县长乐乡初级中学 湖南省花垣县长乐乡卧岔那村	

花垣县 花垣县花垣镇团结初级中学 花垣县花垣镇吉峒坪社区	 0743	7266324	

花垣县 花垣县第三中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边城镇隘门村	

花垣县 花垣县麻栗场镇初级中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麻栗场镇麻栗场村	

花垣县 花垣县第四中学 湖南省花垣县龙潭镇龙潭村	 0743	7577125	

花垣县 花垣县民乐镇初级中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民乐镇中街	 0743	764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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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垣县吉卫民族中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吉卫镇卫城村	

花垣县 花垣县民族中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	 0743	722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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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靖县花桥中学 湖南省保靖县长潭河乡花桥村	

保靖县 保靖县大妥中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保靖县复兴镇大妥村	 0743	795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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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靖县 保靖县碗米坡中学 保靖县碗米坡镇柳树坪村  	

保靖县 保靖县葫芦中学 湖南省保靖县葫芦镇葫芦村	 0743	7723056	

保靖县 保靖县毛沟中学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永和村	 0743	772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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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靖县水田河民族中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水田河镇梁家村	 0743	7747119	

保靖县 保靖县思源实验学校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楠竹山下	 0743	7723671	

保靖县 保靖县芙蓉学校 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四方城村	

保靖县 湖南省保靖民族中学 保靖县迁陵镇北门街36号	 0743	7723671	

保靖县 保靖县雅丽中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迁陵镇喜鹊溪社区	 0743	772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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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顺县灵溪镇初级中学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王家坡西巷1号	 0743	5236710	

永顺县 永顺县灵溪镇连洞初级中学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连洞岗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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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顺县民族中学 湖南省永顺县芙蓉镇河畔街	

永顺县 永顺县高坪乡初级中学 湖南省永顺县高坪乡高坪村	 0743	5862346	

永顺县 永顺县松柏园艺中学 湖南省顺县松柏镇松柏居委会	 0743	5863391	

永顺县 永顺县首车镇初级中学 永顺县首车镇吴家寨居委会	 0743	588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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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顺县灵溪镇勺哈初级中学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勺哈村	 0743	588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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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顺县砂坝镇初级中学 湖南省永顺县砂坝镇砂坝委员会	 0743	5794200	

永顺县 永顺县苏区中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塔卧镇苏区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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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顺县石堤镇初级中学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石堤居委会	

永顺县 永顺县石堤镇麻岔初级中学 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四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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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顺县溪州中学 湖南省永顺县永顺大道66号	 0743	522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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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顺县 永顺县第三中学 永顺县万坪镇河西居委会	 0743	5612335	

永顺县 湖南省永顺县第二中学 永顺县灵溪镇不二门路207号	 0743	5222396	

永顺县 湘西自治州第二民族中学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玉屏村	

龙山县 龙山县石羔街道初级中学 龙山县华塘街道	 0743	6223725	

龙山县 龙山县第二中学 龙山县民安镇茶亭村	 0743	626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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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山县召市镇初级中学 龙山县召市镇新街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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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山县石牌镇初级中学 龙山县石牌镇竹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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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山县第一中学 湖南省龙山县民安镇书院坪	 0743	6228283	

龙山县 龙山县茅坪乡九年制学校 龙山县茅坪乡龙冠村	

龙山县 龙山县红岩溪镇初级中学 湖南省龙山县红岩溪镇红岩溪村文化路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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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山县茨岩塘镇初级中学 湖南省龙山县茨岩塘镇茨岩社区209号	 0743	66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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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山县洗洛镇初级中学 湖南省龙山县洗洛镇百合街127号	 0743	628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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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山县水田坝镇初级中学 湖南省龙山县水田坝镇水田社区17	

龙山县 龙山县第三中学 龙山县民安街道康建社区大沙坝路20-1号	 0743	6225016	

龙山县 龙山县第五中学 龙山县民安镇	 0743	6678432	

龙山县 龙山县里耶民族中学 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秦风路	 0743	66124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