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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云南省青少年武术套路 U 系列锦标赛暨 
云南省第二届青少年（学生）运动会武术套路预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云南省体育局  云南省教育厅 

二、承办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政府 

三、协办单位 

开远市教育体育局 

四、比赛时间和地点 

2020 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1 日，在开远市举办。 

五、参赛单位 

锦标赛组：各级体校、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俱乐部（青

少年、民办非企业、俱乐部责任有限公司） 

二青会组：为云南省第二届青少年（学生）运动会（以下

简称：省二青会）预赛组，参加单位依据《云南省体育局  云

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第二届青少年（学生）运动会竞

赛规程总则>的通知》（云体联发﹝2019﹞2 号）第五条的内容

执行。 

参加比赛的各单位，均需所在州（市）级教育体育局登记、

备案，经主要领导签字、并盖单位公章同意后，方可报名参加

比赛。 

六、竞赛项目及组别 

（一）锦标赛组.男、女项目各 13 项（共 26 项） 

1、自选长拳      2、自选南拳       3、自选太极拳 

4、自选刀术      5、自选棍术       6、自选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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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选枪术      8、南刀（国三）  9、南棍（国三） 

10、自选太极剑   11、传统拳术      12、传统器械 

13、对练（编排限三人以内，可陪练）         

（二）二青会组.男、女项目个 8项（共 16 项） 

1、长拳(国三)     2、南拳(国三)        3、太极拳(国

三） 

4、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太极拳小全能       

5、棍术+刀术小全能（国三）                                  

6、枪术+剑术小全能（国三）            

7、太极剑（国三）+42 式太极拳小全能 

8、南棍+南刀小全能（国三） 

七、参赛办法 

（一）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运动员锦标赛组男、

女各 6人，青运会组男、女各 6人。 

（二）锦标赛组运动员每人限报 5项（拳术、短器械、长

器械、传统拳术、传统器械），对练除外。 

（三）锦标赛组每项每单位报名人数不限。 

（四）青运会组运动员每人限报 2项。 

（五）青运会组每项每单位报名人数限报 2人。 

（六）所设项目报名参赛人数不足 3人（含 3人）时，取

消该项目。 

（七）各队报名后不得无故弃权。 

八、运动员资格和注册要求： 

（一）按照云南省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有

关规定执行。 

（二）必须持云南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进行云南省

省级竞赛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并办理省级体育竞赛通电子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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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者方可参赛。   

（三）参赛年龄确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

规定，在云南省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指定的户口登记机关签

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出生日期为准。如身份证年龄信息做

过更改，与初始信息为准。   

（四）运动员参赛年龄 

锦标赛组：2002 年 1 月 1 日—2005 年 12 月 31 日； 

二青会组：2006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者。 

（五）获得青运会组各单项前 12 名者取得 2020 年云南省

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决赛资格 。  

（六）赛前运动员文化测试：处于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初

一、初二、初三）阶段的运动员必须参加文化测试，测试不合

格和不参加文化测试的运动员不得参加比赛。每人允许补考一

次，报到时提交学籍证明。 

八、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各参赛队伍严格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和省体育局关于赛风

赛纪和反兴奋剂的相关规定执行，所有教练员、领队、运动员

必须签署报名承诺书（附件 1），在报到时提交于竞委会。 

九、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为单项。 

（二）自选类单练项目（长拳、南拳、长短器械）均不少

于 1分 10 秒，自选太极拳 3-4 分钟，对练项目不得的少于 50

秒，四十二式太极拳不得少于 5-6 分钟。传统拳、传统器械不

少于 1分钟。 

（三）自选长拳、太极拳可自选配音（三不能有说唱词）

亦可不选。 

（四）套路项目难度规定：采用中国武术协会审定的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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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套路竞赛规则》及有关补充规定。 

1、运动员选报 A级难度最多选报 3种（不同技术类型的

动作难度），亦可采用 A级连接。 

2、运动员选报不同难度等级的同一种技术类型的动作难

度（含动作难度+连接难度），不得少于 2次，超过规定难度的

则按前 2次计算难度分数，比赛仅限规则内所规定的内容。 

十、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各单项取前 8名，各项前 3名运动员颁发奖章，前

8名颁发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集体评两队，运动员每单位男、

女各评 1人，裁判员评 5人，工作人员由赛区酌定。 

十一、运动员等级审批规定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  运动员技

术等级标准》的规定，本次锦标赛中锦标赛组获得相应成绩的

运动员可申请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 

十二、裁判员 

仲裁、裁判监督、裁判长、裁判员由省体育局指派，不足

部分由赛区补充。 

十三、报名和报到 

（一）各参赛队于 2020 年 1 月 5 日前登录云南省体育局

青 少 年 体 育 工 作 管 理 平 台 进 行 报 名 （ 网 址 ：

http://www.ynsports.cn:81/Manager/Login2.aspx，网上需

要电子狗才能进行报名，各州市需由专人负责，各州市有专门

账户和密码、密码由各州市教体局竞训科长掌握）并将加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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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印章的报名单及相关人员信息统计（电子版）传至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及编排，逾期不再受理。（技术支持云南省体育科学

研究所 信息研究室 0871-63104505）联系方式：省体育局竞

赛管理和青少年体育处：0871-63166150（传真），邮箱：

ynstyjjsc@163.com。。注：参加文化测试人员请在报名单备注

栏内注明“初一、初二、初三”。 

主办单位：联系人：王 珂 电话：0871-63166150 

邮箱: 634961410@qq.com 

承办地联系人：吴勇  电话 15287390082   报到地点：

开远市体育运动产业发展中心   邮箱：451186536@qq.com 

（二）报名表中须填写运动员的出生年 、月、日，主管

教练员联系电话等。 

（三）裁判员、运动队于 10 月 27 日到赛区报到。 

（四）参赛自选项目的请各单位根据武术套路的竞赛规则

认真填写自选套路难度等级及评分表，每项一式 3份，于报到

时交到大会。 

十四、经费 

交通费自理，每人每天食宿费标准 140 元，超编人员费用

自理。 

十五、各竞委会必须为上秩序册上所有人员（含竞委会

人员、运动员、领队、教练、裁判员、工作人员）购买短期

赛区意外保险。 

十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七、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云南省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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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云南省青少年武术套路 U 系列锦标赛暨 
云南省第二届青少年（学生）运动会 

武术套路预赛补充通知 

 

各参赛队： 

为做好 2020 年云南省青少年武术套路 U 系列锦标赛暨云

南省第二届青少年（学生）运动会武术套路预赛工作，根据云

南省体育局、云南省教育厅安排，本次比赛将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在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举办，为办好比赛，现就有关

事宜补充通知如下： 

一、防疫负责人 

    各代表队领队、教练员是本队防疫工作第一负责人，应严

格按照国家、省、州市防疫工作相关要求做好防疫工作，确保

本队防疫监督检查职责，负责落实运动员防疫管理工作。疫情

防控其它要求以开远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具体通知为准。 

二、报到时间和地点 

1、各参赛队于 10 月 27 日 18:00 以前到开远市“云南红

河技师学院”报到； 

2、裁判长、裁判员、仲裁、技术代表于 10 月 27 日到开

远市“云南红河技师学院”报到； 

3、各参赛单位报到时必须交验运动员本人第二代身份证

原件和学籍号、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证明、保险公司提供的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参赛报名承诺书；上述证件、证明缺

一者不得参加比赛。 

4、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全体参赛人员（含裁判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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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到赛区报到时提供云南健康码（绿码）个人健康信息表

（附件 1）和报到前三日在当地核酸检测报告，不提供者不得

报名参赛。（核酸检测由各运动队报到前 3 天在当地做完，报

到时提交检测结果和费用发票，发票单位名称：开远市体育运

动产业发展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2502432134037M，

并将发票统一带到赛区报销）。 

 

三、文化测试与竞委会、技术会 

1、文化测试 

（1）文化测试：10 月 27 日 19:30 在红河技师学院 5 栋

1楼阶梯教室进行； 

（2）补考：10 月 28 日 8:30 在红河技师学院 5栋 1楼阶

梯教室进行。 

2、竞委会、技术会：10 月 28 日 15:00 在红河技师学院 5

栋 1楼阶梯教室召开竞委会、技术会。 

四、经费 

1、2020 年云南省青少年武术套路 U系列锦标赛暨云南省

第二届青少年（学生）运动会武术套路预赛，每人每天交纳

140 元食宿费，超编人员按每人每天 200 元收取； 

2、各参赛队须将款项于 10 月 27 日前汇至组委会指定账

户，不接受现金和刷卡缴费，推迟报到及提前离会者不予退办

食宿费用。 

汇款方式： 

户 名：开远市体育运动产业发展中心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远支行 

行 号：1057432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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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号：53050166623600000414   

报到时，请出具银行汇款凭证，组委会将根据交纳金额

开具食宿票据。 

五、报到联系人： 

谈金华  电话：13988083595 

秦  丽  电话：13769370849 

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开远市体育运动产业发展中心 

2020 年 8 月 24 日 

 

 
附件：1.个人健康信息表 

2.赛事相关人员疫情防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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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队、运动员纪律要求 
 

一、领队负责参赛队的组织、服务、保障、协调等工作，

是参赛队安全第一负责人。 

二、尊重裁判、尊重教练、尊重对手、尊重观众、认真完

成比赛任务。 

三、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道德、守纪律、守秩序，

衣着整洁，举止大方。 

四、不打架斗殴，不寻衅滋事，不涉黄赌毒，按时作息，

崇尚文明健康生活。 

五、团结友爱，关心集体，维护集体荣誉，树立良好形象。 

六、服从组织安排，不得罢赛，有争议必须通过正规途径

反映，不得影响比赛进程和比赛正常秩序，不提出不切实际的

条件和要求，不随意起哄和联合一方对付另一方，树立良好的

体育道德风尚。 

七、运动会期间严格执行“八项规定”精神，遵守公务活

动有关纪律，不得参加高消费娱乐活动、不得在驻地内外吃请、

请吃，不得饮酒，不得借运动会之名开支报销不合规定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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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守则 
 

 

一、热爱体育事业，热心体育竞赛裁判工作； 

二、熟悉本项竞赛规则，严格履行裁判员职责，做到严肃、

认真、公正、准确； 

三、作风正派，不徇私情，坚持原则，敢于同不良倾向做

斗争； 

四、裁判员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尊重，互相支持，加强团

结； 

五、服从领导，遵守纪律，执行裁判工作时精神饱满，仪

表大方。 

 

 

 

 

 

 

 

 

 

 

 

 



16 

 

教练员守则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二、严格管理和教育运动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把

学生运动员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 

三、做好赛前准备和临场发挥、赛后认真总结工作。 

四、关心运动员，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不准打骂和侮辱

学生。 

五、坚持原则，不弄虚作假，发扬正气，在训练、学习、

生活等方面做运动员的表率，在赛期不酗酒，临场指挥不吸烟。 

六、教练员之间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团结合作。 

七、比赛期间、遵守大会纪律，服从大会安排，尊重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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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注意事项 
 

一、请各参赛队员仔细阅读赛事期间注意事项，熟悉赛会

的日程安排，严格执行各单项竞委会的疫情防控方案要求。 

二、请组委会工作人员和后勤、场地组人员务必每场比赛

前提前 30 分钟到达比赛场地。 

三、请参赛队遵守赛事各项时间安排，如遇特别问题，请

及时与单项竞委会联系，以便协调安排，保证赛事的顺利进行。 

四、遵守赛会的纪律及规则规定，尊重裁判员并服从判罚。

不能有辱骂、围攻裁判或他人的举动。 

五、各参赛队负责人必做到队员安排保障，不允许队员单

独行动。 

六、如因天气、自然灾害等不可遇见因素导致比赛无法正

常运作时，当场负责人将在比赛开始后 20 分钟内决定是否继

续或终止，并在半个小时内予以公告。 

七、比赛期间，严禁任何人员在比赛场地吸烟，比赛结束

后各参赛队认真清理完本队座位席区域内垃圾后方可离场。 

八、积极践行爱国卫生专项行动，讲卫生，不乱丢垃圾、

勤洗手。 
   



18 

 

2020 年云南省青少年 U 系列体育竞赛组委会 
 

名誉主任：尹  勇  云南省体育局局长 

          周  荣  云南省教育厅厅长 

主    任：吴亚敏  云南省体育局副局长 

张春骅  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 

副 主 任：李耀戎  云南省体育局竞赛管理和青少年体育处处长 

徐忠祥  云南省教育厅体育卫生艺术处处长 

唐  明  云南省体育局机关纪委书记 

委    员：雷  波  云南省体育局竞赛管理和青少年体育处副处长 

          周  洁 云南省体育局竞赛管理和青少年体育处副处长 

白旭宇  云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尹鸿敏  云南省体育局竞赛管理和青少年体育处

四级调研员 

李华海  云南省教育厅体育卫生艺术处主任科员 

严翠芬  云南省体育局北教场体育训练基地副主任 

刘   宾  云南省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训练科长 

各州市教育体育局分管副局长，承办地县（市、区）分管

体育工作领导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云南省体育局竞赛管理和

青少年体育处，办公室主任由：李耀戎  徐忠祥 （兼任） 
 



19 

 

2020 年云南省青少年武术套路 U 系列锦标赛暨 
云南省第二届青少年（学生）运动会武术套路预赛

竞赛委员会 
 

主    任：张学理   红河州教育体育局局长 

宋文辉   开远市人民政府市长          

副 主 任：杨  华   红河州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万敏芝   开远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熊亚兵   总裁判长 

委    员：刘  宾   云南省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训练科长 

杨  梅   红河州教育体育局竞赛管理与青少年体育科科长 

          李明丽   开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陈  敏   开远市教育体育局局长 

王  俊   开远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王应和   开远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马梦伟   开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马振华   开远市公安局副局长 

秦剑波   开远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常务副局长 

          杨明书   云南红河技师学院副院长 

尚若俊   开远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鲍永亮   开远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李关羽   开远市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工作负责人 

          王  涛   开远市教育体育局体育综合科科长 

          各参赛队领队 



20 

 

工作机构 

一、秘书、宣传组 

组  长：王  俊                    电话：13577320156 

副组长：朱晓雯                    电话：13887560286 

        薛瑞年                    电话：13987324562 

成  员：王  楠、龚  伟 

 

二、竞赛组织组 

组  长：尚若俊                    电话：13987324561 

副组长：杨  梅                    电话：13808771377 

李永春                    电话：13987324335 

成  员：朱纪琴、陈  鹏、尚  杰、刘  夏 

 

三、场地器材组 

组  长：李祖德                    电话：13529490912 

副组长：何  鹏                    电话：13577323296 

        何春雄                    电话：18988358031 

张孟新                    电话：13988003472 

成  员：和占孙、吴  勇、李自仙、马锐锋、张  江、 

张伟林、吴迎跃、刘光和、赵睿杰、孙  鑫、 

郑文浩、张  智、汤劲季（音响）、杨宏伟 

四、后勤保障组 

组  长：谈金华                    电话：13988083595 

副组长：翟向宇                    电话：13508733730 

        张建枢                    电话：13769350930 

组  员：秦  丽、卢建芳、钱  华、李  阳、周雪娜、 

李建华、于英娜、李  佳、单玺而、昌胜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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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疫情防控组 

组  长：王  冠 

副组长：王  青 

组  员：杨  超、 垚杨春林、陈善 、高  兴、白小智 

 

六、医疗保障组 

组  长：王晓宇                    电话：13577343388 

副组长：张建枢                    电话：13769350930 

组  员：医护人员 2 人 

 

七、食品安全监督组 

组  长：张成强                    电话：13988056858 

副组长：张建枢                    电话：13769350930 

组  员：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2 人 

 

八、安全保卫组 

组  长：金  勇                    电话：13608733776 

副组长：尹国跃                    电话：13769366188 

组  员：公安干警若干及红河技师学院安保人员 5 人 

 

九、志愿者服务组 

组  长：黄志荣                    电话：13987384115 

副组长：马  莎                    电话：13887311850 

组  员：赵  宇、陈  旭、杨  畅、贺世凤、王珈祺、 

张澜美琳、施  娜、王莹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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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风赛纪督查员 

何光煜 

 

资格审查员 

卢玉富、吕申昆、吕  吉 

 

文化测试课教师 

韩志玲、陈佳佳 

 

 

仲裁 主 任：胡宝林                     

委      员：万  雷   彭进武   许云川   牛奉宝   

总  裁判长：熊亚兵               

副总裁判长：贾文琴  江红梅                                      

裁  判  长: 段  静 

裁  判  员: 段  媛  鞠国良  随  瑞  马景伟  李迎甲  

朱丹丹  王  瑞  苏  琳   王  雄   陈裕绰  

朱  枫   任典帅  邢冬俊   金舒敏  胡佳倩 

编排 记录： 赵  凯   李彦艳  白一贝  武尚忠 

广     播： 李  芳    

检  录  员: 戴  亮   高  芬  秦  丽  王  琪  叶  芬 

摄      像: 舒乾罡  刘国财 

电 子 计分: 王  健  卢  春  方剑敏  郑  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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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活动日程表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10月 27日 
裁判员报到 

运动员报到 

19:30 运动

员文化测试 

10月 28日 

1、 裁判员理论学习 

2、 8:30 运动员文化测试（补考） 

3、 运动员场地训练 

1、 运动员场地训练 

2、 15:00 竞委会、技术会 
机动 

10月 29日 比赛 比赛 机动 

10月 30日 比赛 比赛 机动 

10月31日 比赛 比赛 机动 

11 月 1日 比赛 机动 机动 

11 月 2日 离   会 

就餐时间：早餐：6:30—8:00 

中餐：11:30—13:00 

晚餐：17:3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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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青少年（学生）运动会武术套路预赛代表队名单 
 

代表队报名册 

 

开远市武术队 

 

领队：李自仙 

教练：潘旭辉、吴  勇 

运动员： 

青运会男子组 

0011  张  昊   长拳（国三）、            0012  张  捷   南拳（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0013  普子轩   太极拳（国三）、          0014  桂睿凌   南拳（国三）、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南棍+南刀（国三） 

0015  刀陈龙   长拳（国三）、            0016  李  杨   太极拳（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青运会女子组 

0017  白莉莉   南拳（国三）、            0018  舒兰涵   南拳（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0019  普玉琼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0020  郝心情   太极拳（国三）、 

               太极剑（国三）+42 式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0021  张可忻   长拳（国三）、            0022  杨  漫   长拳（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蒙自市代表队 

 

领队：王  波 

教练：谭  敏、徐保福 

运动员： 

青运会男子组 

0023  张洪于   长拳（国三）、            0024  向永鑫   太极拳（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太极剑（国三）+42 式 

0025  王潇锋   南拳（国三）、            0026  张  发   长拳（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0027  李绍毅   太极拳（国三）、          0028  王熙杰   南拳（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青运会女子组 

0029  刘宣麟   长拳（国三）、            0030  刘诗涵   太极拳（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0031  杨鑫怡   长拳（国三）、            0032  姚泠慧   太极拳（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0033  涴谭筱    南拳（国三）、            0034  谭筱贻   南拳（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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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市代表队 

 

领队：李国杰 

教练：杨  哲 

运动员： 

青运会男子组 

0062  张恒睿   枪术+剑术（国三） 0063  龙承霖   太极拳（国三）、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0064  陈柏旭   太极拳（国三）、 0065  王元达   长拳（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青运会女子组 

0067  晋以宁   太极拳（国三）、          0068  王  蕊   长拳（国三）、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棍术+刀术小（国三） 

0069  熊思淇   长拳（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大理州体育中学武术队 

 

领队：马俊荣 

教练：袁健琳(女)、段雅丽(女) 

运动员： 

青运会男子组 

0091  杨帅洲   长拳（国三）、            0092  白玉清   太极拳（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太极剑（国三）+42 式 

0093  张雪飞   南拳（国三）、            0094  赵鑫雨   南拳（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0095  陈子杰   太极拳（国三）、          0096  罗浩铭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太极剑（国三）+42 式                     棍术+刀术小（国三） 

青运会女子组 

0085  赵智月   太极拳（国三）、          0086  沄王妗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太极剑（国三）+42 式                     太极剑（国三）+42 式 

0087  杨宇静   太极拳（国三）、          0088  王师杰   南拳（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0089  茶  挧   南拳（国三）、            0090  张  涵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棍术+刀术小（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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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市古城区 

 

教练：马  涛 

运动员： 

青运会男子组 

0107  董玉淋   南拳（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青运会女子组 

0105  姜  昀   长拳（国三）、            0106  涂  爽   太极拳（国三）、 

               太极剑（国三）+42 式                     太极剑（国三）+42 式 

 

 

昆明市盘龙区代表队 

 

领队：鲁  娟(女)、王  浩 

教练：沙雷凯 

运动员： 

青运会男子组 

0114  文舰海   长拳（国三）、            0115  应沁龙   长拳（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0116  彭彦恺   南拳（国三）、            0117  秦  通   南拳（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0118  晋岩屿   太极拳（国三）、          0119  杨淇皓   太极拳（国三）、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青运会女子组 

0108 李杨晴薇  长拳（国三）、            0109  晏  榕   长拳（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0111  张又丹   南棍+南刀（国三） 0112  玥鱼诗    太极拳（国三）、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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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五华区代表队 

 

领队：许赫瑜(女) 

教练：夏先川、和红英(女) 

运动员： 

青运会男子组 

0120  李俊颉   长拳（国三）、            0121  满涛豪   长拳（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0122  徐侦程   南拳（国三）、            0123  吕昕璞   南拳（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0129  刘凯硕   太极拳（国三）、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青运会女子组 

0124  马荣艺   长拳（国三）、            0125  曹予涵   南拳（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0130  代奕涵   南拳（国三）、            0131  孔黎雪   长拳（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官渡区代表队 

 

领队：谢  晖 

教练：杨  云(女)、王  宇(女) 

运动员： 

青运会男子组 

0151  段禹帆   长拳（国三）、            0152  马永昊   南拳（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0153  马浩原   南拳（国三）、            0159  聂  麟   太极拳（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0160  蒋安康   太极拳（国三）、          0161  尤文杉   长拳（国三）、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枪术+剑术（国三） 

青运会女子组 

0154  郭世佳   长拳（国三）、            0155  达兴瑞   长拳（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0156  邓瑞淇   南拳（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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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少体校（红塔区代表队） 

 

领队：朱  丹 

教练：韩  轶 

运动员： 

青运会男子组 

0162  孙豪志   长拳（国三）             0163  熊志颖   长拳（国三） 

0164  甘景文 * 长拳（国三）              

青运会女子组 

0165  李米银   长拳（国三）             0166  黄  文   长拳（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呈贡区代表队 

 

领队：李聪秀(女) 

教练：黄海靖、万  臻（女） 

运动员： 

青运会男子组 

0167  童显皓   太极拳（国三）、          0168  李豆丁   太极拳（国三）、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太极剑（国三）+42 式 

0170  耿晋宏   南拳（国三）、 0171  祝桢尧   南拳（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0178  赵彬辰   枪术+剑术（国三）  

               长拳（国三）  

青运会女子组 

0172  杨惠惠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0173  岳雨菲   南拳（国三）、 

               太极剑（国三）+42 式                     南棍+南刀（国三） 

0175  陈思竹   南拳（国三）、 0176  陈思羽   太极拳（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0177  张楠昕   长拳（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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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禄劝县 

 

领队：李  萍(女) 

教练：李龙伟 

运动员： 

青运会男子组 

0179  陈俊豪   长拳（国三）、            0180  苏昱玮   长拳（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0181  张建元   南拳（国三）、            0185  田方泉   南拳（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青运会女子组 

0182  耿富涵   太极拳（国三）、          0183  冉少涵   长拳（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0184  杨  涛   南拳（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昭阳区队 

 

运动员： 

青运会男子组 

0191  谢立胥   长拳（国三）、            0192  游子昱   长拳（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0193  杨海峰   太极拳（国三）、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青运会女子组 

0189  解婷伊   南拳（国三）、            0190  张子怡   长拳（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30 

 

广南县武术队 

 

领队：梁诗伟(女) 

教练：张基明、农定圣、陈可丹(女) 

运动员： 

青运会男子组 

0190  陆绍光   南拳（国三）、            0191  杨  镇   棍术+刀术小（国三） 

               棍术+刀术小（国三）                      

0192  陆道成   长拳（国三）、            0193  郭美俊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 

               枪术+剑术（国三）                       太极剑（国三）+42 式 

0197  李昌鹏   南拳（国三）、             

               南棍+南刀（国三）                        

青运会女子组 

0194  农荟芝   长拳（国三）、            0195  杨丽萍   长拳（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枪术+剑术（国三） 

0196 马李国萱  太极拳（国三）           0198  戴礼稼   棍术+刀术小（国三） 

0199  李  润   南拳（国三）             0200  李亚玲   南拳（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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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武术套路 U 系列锦标赛代表队名单 
红河州武术队 

 

领队：普  璇(女) 

教练：潘旭辉、何雨昊 

运动员： 

锦标赛男子组 

0001  何雨昊   自选剑术、对练           0002  李  畅   自选长拳、自选剑术、 

                                                       自选枪术 

0003  杨景然   自选南拳、传统拳术       0010  王泽民   南刀（国三）、 

                                                       南棍（国三） 

锦标赛女子组 

0004 杨天洪宇  自选长拳、自选刀术、     0005  白怜丽   自选太极拳、自选剑术、 

               自选棍术、对练                          自选枪术、传统器械、 

                                                       对练 

0006  赵玲利   自选南拳、自选刀术、     0007  吴佳凝   自选南拳、 

               自选棍术、传统拳术、                    南刀（国三）、 

               传统器械、对练                          南棍（国三）、 

                                                       传统拳术 

0008  李银芳   自选太极拳、             0009  徐思娴   自选太极拳、 

               自选太极剑、传统器械                    自选太极剑 

 

昆明一队 

 

领队：赵欣梅(女)、潘  庆 

教练：屠劲立、沙  莎(女) 

运动员： 

锦标赛男子组 

0035  丁伟钊   自选太极拳、自选刀术、   0036  段舒耀   自选长拳、自选刀术、 

               自选棍术                                自选棍术、传统拳术 

0037  陈友恒   自选长拳、自选剑术、     0038  于德泉   自选南拳、自选刀术、 

               自选枪术                                自选棍术、传统拳术 

0039  张颢涵   传统拳术、传统器械        

               南刀（国三）、南棍（国三）                  

锦标赛女子组 

0040 程杨小钰  自选长拳、自选刀术、     0041  马  景   自选太极拳 

               自选棍术、传统器械                       

0042  严舒予   自选南拳、自选刀术、     0043  陈姝颖   自选长拳、自选剑术、 

               自选棍术、传统拳术、                    自选枪术、传统拳术、 

               传统器械                                传统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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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二队 

 

领队：赵欣梅(女)、潘  庆 

教练：屠劲立、沙  莎(女) 

运动员： 

锦标赛男子组 

0044 杨江芾翰  自选太极拳、传统拳术、    0045  马致远   自选长拳、自选刀术、 

               传统器械                                 自选棍术 

锦标赛女子组 

0047  郑  莹   自选太极拳、自选刀术、    0048  杜奕洁   自选太极拳、自选剑术、 

               自选棍术、传统拳术、                     自选枪术、传统拳术、 

               传统器械                                 传统器械 

0049  马玉婷   自选南拳、                 

               南刀（国三）、             

               南棍（国三）                              

 

昆明三队 

 

领队：罗丽华（女） 

教练：罗丽华（女） 

运动员： 

锦标赛男子组 

0052  徐浩淳   自选长拳、自选剑术、      0053  何帅锦   自选长拳、自选刀术、 

               自选枪术                                 自选棍术、南刀（国三）、南棍（国

三）     

0054  李屹博   自选南拳、                0055  郑竣宸   自选长拳、自选剑术、 

               南刀（国三）、                           自选枪术、南刀（国三） 

               南棍（国三）                             南棍（国三） 

0056  吕显昊   自选南拳、                 

               南刀（国三）、                            

               南棍（国三）                              

 

昆明四队 

 

领队：赵欣梅(女)、潘  庆 

教练：屠劲立、沙  莎(女) 

运动员： 

锦标赛男子组 

0059  杨  晨   自选南拳、自选刀术、      

               自选棍术                  

锦标赛女子组  

0060  许嘉倩   自选长拳、自选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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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市代表队 

 

教练：马  涛 

运动员： 

锦标赛男子组 

0070  程奕恺   自选长拳、自选剑术、      

               自选枪术                                 

 

 

曲靖代表队 

 

教练：张慧芬(女) 

运动员： 

锦标赛男子组 

0071  崔哲晨   自选长拳、自选剑术、      0072  李欣宇   自选太极拳、传统拳术、 

               自选枪术、传统拳术、                     传统器械、对练 

               传统器械                                  

0073  李昕阳   对练                      0074  黄保明   自选长拳、自选剑术、 

                                                        自选枪术 

0075  刘长江   自选太极拳、              0076  伏珂阳   自选南拳、自选刀术、 

               自选太极剑、传统拳术、                   自选棍术、对练 

               传统器械                                  

0082  李昕灿   对练                      0083  郭卿恺   自选长拳、自选刀术、 

                                                        自选棍术 

0084  李  阳   南刀（国三）、             

               南棍（国三）                              

锦标赛女子组 

0077  刘  玺   自选南拳、                0078  何依阳   自选长拳、自选剑术、 

               南刀（国三）、                           自选枪术、传统拳术、 

               南棍（国三）、                           传统器械 

               传统拳术、传统器械                        

0079 佈吕 兰棋  自选南拳、                0080  匡  震   自选长拳、自选剑术、 

               南刀（国三）、                           自选枪术 

               南棍（国三）                              

0081  伏珂瑾   自选太极拳、               

               自选太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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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体育中学武术队 

 

领队：马俊荣 

教练：袁健琳(女)、段雅丽(女) 

运动员： 

锦标赛男子组 

0097  姚玉颜   自选太极拳、             0098  高龙俊   自选南拳、 

               自选太极剑                              南刀（国三）、 

                                                       南棍（国三）、 

                                                       传统拳术 

0099  陈子铭   自选南拳、               0100  廖  睿   自选南拳、 

               南刀（国三）、                           南刀（国三）、 

               南棍（国三）、对练                       南棍（国三）、对练 

0101  马明豪   传统拳术、传统器械        

                                                        

                                                        

锦标赛女子组 

0102  赵樱锦   自选太极拳、             0103  江欣荣   自选太极拳、 

               自选太极剑                              自选太极剑 

0104  安姿茜   自选太极拳、              

               自选太极剑                               

  

 

 

玉溪体育运动学校 

 

领队：陈玺 

教练： 

运动员： 

锦标赛男子组 

0132  周  泉   自选南拳、传统拳术      0133  李新伟  传统拳术、对练 

                                     

0134  施德安   自选南拳、对练                  0135  赵俊玮  自选太极拳、自选太极剑 

0136  柳  飞   自选太极拳、传统拳术、 

               对练   

0318 禹岚超   自选太极拳 

0137  郭  佟  自选南拳、传统拳术 

锦标赛女子组 

0139  赵杨洁  自选长拳、传统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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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州代表队 

 

领队：梁诗伟 

教练：张基明、农定圣 

运动员： 

锦标赛男子组 

0140  王尧成   自选长拳、自选剑术、     0141  王永潇   自选长拳、自选剑术、 

               自选枪术、对练                          自选枪术、传统拳术、 

                                                       对练 

0142  戴武锦   自选南拳、自选刀术、     0143  浦仕炜   自选南拳、传统拳术 

               自选棍术、对练                           

0144  刘正雄   自选太极拳、             0145  肖中乐   自选太极拳、 

               自选太极剑                              自选太极剑 

锦标赛女子组 

0146  李金美   自选太极拳、             0147  王砚茜   自选南拳、自选刀术、 

               自选太极剑                              自选棍术、传统拳术 

0148  侬美梦   自选南拳、                

               南刀（国三）、                            

               南棍（国三）                             

 

 

红河州二队（滇南武校） 

 

领队：张明贵 

教练：孔德高、李春琼(女) 

运动员： 

锦标赛男子组 

0149  周云飞   自选长拳、自选刀术、     0150  扬  彪   自选南拳、自选刀术、 

               自选棍术、传统拳术、                    自选棍术、传统拳术、 

               传统器械、对练                          传统器械、对练 

 

 

昭通市队 

 

领队：李文仲 

教练：李文仲 

运动员： 

锦标赛男子组 

0186  杨  可   传统拳术、传统器械       0187  王应郎   自选太极拳、传统器械 

0188  范培根   传统拳术、传统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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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云南省青少年武术套路 U 系列锦标赛暨 

云南省第二届青少年（学生）运动会武术套路预赛 
 

运动员参赛项目名单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长拳                 14 人 

0002  李  畅   (红河州队)   0036  段舒耀   (昆明一队)   0037  陈友恒   (昆明一队) 

0045  马致远   (昆明二队)   0052  徐浩淳   (昆明三队)   0053  何帅锦   (昆明三队) 

0055  郑竣宸   (昆明三队)   0070  程奕恺   (丽江市队)   0071  崔哲晨   (曲靖市队) 

0074  黄保明   (曲靖市队)   0083  郭卿恺   (曲靖市队)   0137  王尧成   (文山州队) 

0138  王永潇   (文山州队)   0146  周云飞   (红河二队)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南拳                 15 人 

0003  杨景然   (红河州队)   0038  于德泉   (昆明一队)   0054  李屹博   (昆明三队) 

0056  吕显昊   (昆明三队)   0059  杨  晨   (昆明四队)   0076  伏珂阳   (曲靖市队) 

0098  高龙俊   (大理州队)   0099  陈子铭   (大理州队)   0100  廖  睿   (大理州队) 

0129  周  泉   (玉溪体校)   0139  戴武锦   (文山州队)   0140  浦仕炜   (文山州队) 

0147  扬  彪   (红河二队)   0134  施德安   (玉溪体校)   0137  郭  佟  (玉溪体校)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太极拳               11 人 

0035  丁伟钊   (昆明一队)   0044 杨江芾翰  (昆明二队)   0072  李欣宇   (曲靖市队) 

0075  刘长江   (曲靖市队)   0097  姚玉颜   (大理州队)   0141  刘正雄   (文山州队) 

0142  肖中乐   (文山州队)   0183  王应郎   (昭通市队)   0136  柳  飞   (玉溪体校)  

0318 禹岚超    (玉溪体校)   0135  赵俊玮   (玉溪体校)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刀术                 11 人 

0035  丁伟钊   (昆明一队)   0036  段舒耀   (昆明一队)   0038  于德泉   (昆明一队) 

0045  马致远   (昆明二队)   0053  何帅锦   (昆明三队)   0059  杨  晨   (昆明四队) 

0076  伏珂阳   (曲靖市队)   0083  郭卿恺   (曲靖市队)   0139  戴武锦   (文山州队) 

0146  周云飞   (红河二队)   0147  扬  彪   (红河二队)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棍术                 11 人 

0035  丁伟钊   (昆明一队)   0036  段舒耀   (昆明一队)   0038  于德泉   (昆明一队) 

0045  马致远   (昆明二队)   0053  何帅锦   (昆明三队)   0059  杨  晨   (昆明四队) 

0076  伏珂阳   (曲靖市队)   0083  郭卿恺   (曲靖市队)   0139  戴武锦   (文山州队) 

0146  周云飞   (红河二队)   0147  扬  彪   (红河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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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剑术                 10 人 

0001  何雨昊   (红河州队)   0002  李  畅   (红河州队)   0037  陈友恒   (昆明一队) 

0052  徐浩淳   (昆明三队)   0055  郑竣宸   (昆明三队)   0070  程奕恺   (丽江市队) 

0071  崔哲晨   (曲靖市队)   0074  黄保明   (曲靖市队)   0137  王尧成   (文山州队) 

0138  王永潇   (文山州队)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枪术                 9 人 

0002  李  畅   (红河州队)   0037  陈友恒   (昆明一队)   0052  徐浩淳   (昆明三队) 

0055  郑竣宸   (昆明三队)   0070  程奕恺   (丽江市队)   0071  崔哲晨   (曲靖市队) 

0074  黄保明   (曲靖市队)   0137  王尧成   (文山州队)   0138  王永潇   (文山州队) 

 

锦标赛男子组                 南刀（国三）             10 人 

0010  王泽民   (红河州队)   0039  张颢涵   (昆明一队)   0053  何帅锦   (昆明三队) 

0054  李屹博   (昆明三队)   0055  郑竣宸   (昆明三队)   0056  吕显昊   (昆明三队) 

0084  李  阳   (曲靖市队)   0098  高龙俊   (大理州队)   0099  陈子铭   (大理州队) 

0100  廖  睿   (大理州队)                                                     

 

锦标赛男子组                 南棍（国三）             10 人 

0010  王泽民   (红河州队)   0039  张颢涵   (昆明一队)   0053  何帅锦   (昆明三队) 

0054  李屹博   (昆明三队)   0055  郑竣宸   (昆明三队)   0056  吕显昊   (昆明三队) 

0084  李  阳   (曲靖市队)   0098  高龙俊   (大理州队)   0099  陈子铭   (大理州队) 

0100  廖  睿   (大理州队)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太极剑               5 人 

0075  刘长江   (曲靖市队)   0097  姚玉颜   (大理州队)   0141  刘正雄   (文山州队) 

0142  肖中乐   (文山州队)   0135  赵俊玮   (玉溪体校)                                    

 

锦标赛男子组                 传统拳术                21 人 

0003  杨景然   (红河州队)   0036  段舒耀   (昆明一队)   0038  于德泉   (昆明一队) 

0039  张颢涵   (昆明一队)   0044 杨江芾翰  (昆明二队)   0071  崔哲晨   (曲靖市队) 

0072  李欣宇   (曲靖市队)   0075  刘长江   (曲靖市队)   0098  高龙俊   (大理州队) 

0101  马明豪   (大理州队)   0129  周  泉   (玉溪体校)   0133  李新伟   (玉溪体校) 

0133  柳  飞   (玉溪体校)   0138  王永潇   (文山州队)   0140  浦仕炜   (文山州队) 

0146  周云飞   (红河二队)   0147  扬  彪   (红河二队)   0182  杨  可   (昭通市队) 

0184  范培根   (昭通市队)   0137  郭  佟   (玉溪体校)                                    

 

锦标赛男子组                 传统器械                 11 人 

0039  张颢涵   (昆明一队)   0044 杨江芾翰  (昆明二队)   0071  崔哲晨   (曲靖市队) 

0072  李欣宇   (曲靖市队)   0075  刘长江   (曲靖市队)   0101  马明豪   (大理州队) 

0146  周云飞   (红河二队)   0147  扬  彪   (红河二队)   0182  杨  可   (昭通市队) 

0183  王应郎   (昭通市队)   0184  范培根   (昭通市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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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标赛男子组                 对练                     16 人 

0001  红河州队(何雨昊 杨俊淳 李伟哲   )   0072  曲靖市队   (伏珂阳  李昕灿  李昕阳)    

0099  大理州队(陈子铭  廖  睿  )          0132  玉溪体校   (柳  飞  李新伟  施德安) 

0140 文山州队 (王尧成  王永潇  戴武锦)    0149  红河二队    (周云飞  扬  彪)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长拳                 7 人 

0004 杨天洪宇  (红河州队)   0040 程杨小钰  (昆明一队)   0043  陈姝颖   (昆明一队) 

0060  许嘉倩   (昆明四队)   0078  何依阳   (曲靖市队)   0080  匡  震   (曲靖市队) 

0139  赵杨洁   (玉溪体校）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南拳                 8 人 

0006  赵玲利   (红河州队)   0007  吴佳凝   (红河州队)   0042  严舒予   (昆明一队) 

0049  马玉婷   (昆明二队)   0077  刘  玺   (曲靖市队)   0079 佈吕 兰棋  (曲靖市队) 

0144  王砚茜   (文山州队)   0145  侬美梦   (文山州队)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太极拳               11 人 

0005  白怜丽   (红河州队)   0008  李银芳   (红河州队)   0009  徐思娴   (红河州队) 

0041  马  景   (昆明一队)   0047  郑  莹   (昆明二队)   0048  杜奕洁   (昆明二队) 

0081  伏珂瑾   (曲靖市队)   0102  赵樱锦   (大理州队)   0103  江欣荣   (大理州队) 

0104  安姿茜   (大理州队)   0143  李金美   (文山州队)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刀术                 6 人 

0004 杨天洪宇  (红河州队)   0006  赵玲利   (红河州队)   0040 程杨小钰  (昆明一队) 

0042  严舒予   (昆明一队)   0047  郑  莹   (昆明二队)   0144  王砚茜   (文山州队)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棍术                 6 人 

0004 杨天洪宇  (红河州队)   0006  赵玲利   (红河州队)   0040 程杨小钰  (昆明一队) 

0042  严舒予   (昆明一队)   0047  郑  莹   (昆明二队)   0144  王砚茜   (文山州队)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剑术                 6 人 

0005  白怜丽   (红河州队)   0043  陈姝颖   (昆明一队)   0048  杜奕洁   (昆明二队) 

0060  许嘉倩   (昆明四队)   0078  何依阳   (曲靖市队)   0080  匡  震   (曲靖市队)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枪术                 5 人 

0005  白怜丽   (红河州队)   0043  陈姝颖   (昆明一队)   0048  杜奕洁   (昆明二队) 

0078  何依阳   (曲靖市队)   0080  匡  震   (曲靖市队) 

 

锦标赛女子组                 南刀（国三）             5 人 

0007  吴佳凝   (红河州队)   0049  马玉婷   (昆明二队)   0077  刘  玺   (曲靖市队) 

0079 佈吕 兰棋  (曲靖市队)   0145  侬美梦   (文山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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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标赛女子组                 南棍（国三）             5 人 

0007  吴佳凝   (红河州队)   0049  马玉婷   (昆明二队)   0077  刘  玺   (曲靖市队) 

0079 佈吕 兰棋  (曲靖市队)   0145  侬美梦   (文山州队)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太极剑               7 人 

0008  李银芳   (红河州队)   0009  徐思娴   (红河州队)   0081  伏珂瑾   (曲靖市队) 

0102  赵樱锦   (大理州队)   0103  江欣荣   (大理州队)   0104  安姿茜   (大理州队) 

0143  李金美   (文山州队)                                                     

 

锦标赛女子组                 传统拳术                 10 人 

0006  赵玲利   (红河州队)   0007  吴佳凝   (红河州队)   0042  严舒予   (昆明一队) 

0043  陈姝颖   (昆明一队)   0047  郑  莹   (昆明二队)   0048  杜奕洁   (昆明二队) 

0077  刘  玺   (曲靖市队)   0078  何依阳   (曲靖市队)   0139  赵杨洁   (玉溪体校) 

0144  王砚茜   (文山州队)                           

 

锦标赛女子组                 传统器械                 10 人 

0005  白怜丽   (红河州队)   0006  赵玲利   (红河州队)   0008  李银芳   (红河州队) 

0040 程杨小钰  (昆明一队)   0042  严舒予   (昆明一队)   0043  陈姝颖   (昆明一队) 

0047  郑  莹   (昆明二队)   0048  杜奕洁   (昆明二队)   0077  刘  玺   (曲靖市队) 

0078  何依阳   (曲靖市队)                                                     

 

锦标赛女子组                 对练                     3 人 

0004 红河州队  (杨天洪宇  白怜丽  赵玲利)    

 

青运会男子组                 长拳（国三）             21 人 

0011  张  昊   (开远市队)   0015  刀陈龙   (开远市队)   0023  张洪于   (蒙自市队) 

0026   张  发   (蒙自市队)   0065  王元达   (安宁市队)   0091  杨帅洲   (大理州队) 

0114  文舰海   (盘龙区队)   0115  应沁龙   (盘龙区队)   0120  李俊颉   (五华区队) 

0121  满涛豪   (五华区队)   0148  段禹帆   (官渡区队)   0157  尤文杉   (官渡区队) 

0158  孙豪志   (红塔区队)   0159  熊志颖   (红塔区队)   0160  甘景文 * (红塔区队) 

0174  赵彬辰   (呈贡区队)   0175  陈俊豪   (禄劝县队)   0176  苏昱玮   (禄劝县队) 

0187  谢立胥   (昭阳区队)   0188  游子昱   (昭阳区队)   0192  陆道成   (广南武术) 

 

青运会男子组                 南拳（国三）             19 人 

0012  张  捷   (开远市队)   0014  桂睿凌   (开远市队)   0025  王潇锋   (蒙自市队) 

0028  王熙杰   (蒙自市队)   0093  张雪飞   (大理州队)    0094  赵鑫雨   (大理州队) 

0107  董玉淋   (丽江古城)   0116  彭彦恺   (盘龙区队)   0117  秦  通   (盘龙区队) 

0122  徐侦程   (五华区队)   0123  吕昕璞   (五华区队)   0149  马永昊   (官渡区队) 

0150  马浩原   (官渡区队)   0166  耿晋宏   (呈贡区队)   0167  祝桢尧   (呈贡区队) 

0177  张建元   (禄劝县队)   0181  田方泉   (禄劝县队)   0190  陆绍光   (广南武术) 

0197  李昌鹏   (广南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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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运会男子组                 太极拳（国三）           16 人 

0013  普子轩   (开远市队)   0016  李  杨   (开远市队)   0024  向永鑫   (蒙自市队) 

0027  李绍毅   (蒙自市队)   0063  龙承霖   (安宁市队)   0064  陈柏旭   (安宁市队) 

0092  白玉清   (大理州队)   0095  陈子杰   (大理州队)   0118  晋岩屿   (盘龙区队) 

0119  杨淇皓   (盘龙区队)   0126  刘凯硕   (五华区队)   0155  聂  麟   (官渡区队) 

0156  蒋安康   (官渡区队)   0163  童显皓   (呈贡区队)   0164  李豆丁   (呈贡区队) 

0189  杨海峰   (昭阳区队)                                                     

 

青运会男子组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太极拳小全能      11 人 

0013  普子轩   (开远市队)   0063  龙承霖   (安宁市队)   0096  罗浩铭   (大理州队) 

0118  晋岩屿   (盘龙区队)   0119  杨淇皓   (盘龙区队)   0126  刘凯硕   (五华区队) 

0155  聂  麟   (官渡区队)   0156  蒋安康   (官渡区队)   0163  童显皓   (呈贡区队) 

0189  杨海峰   (昭阳区队)   0193  郭美俊   (广南武术)                           

 

青运会男子组                 棍术+刀术小全能（国三）      16 人 

0016  李  杨   (开远市队)   0023  张洪于   (蒙自市队)   0026  张  发   (蒙自市队) 

0065  王元达   (安宁市队)   0091  杨帅洲   (大理州队)   0096  罗浩铭   (大理州队) 

0115  应沁龙   (盘龙区队)   0117  秦  通   (盘龙区队)  0120  李俊颉   (五华区队) 

0123  吕昕璞   (五华区队)   0166  耿晋宏   (呈贡区队)   0176  苏昱玮   (禄劝县队) 

0177  张建元   (禄劝县队)   0187  谢立胥   (昭阳区队)   0190  陆绍光   (广南武术) 

0191  杨  镇   (广南武术)                           

 

青运会男子组                 枪术+剑术小全能（国三）        12 人 

0011  张  昊   (开远市队)   0015  刀陈龙   (开远市队)   0027  李绍毅   (蒙自市队) 

0062  张恒睿   (安宁市队)   0064  陈柏旭   (安宁市队)    0114  文舰海   (盘龙区队) 

0121  满涛豪   (五华区队)   0148  段禹帆   (官渡区队)   0157  尤文杉   (官渡区队) 

0174  赵彬辰   (呈贡区队)   0175  陈俊豪   (禄劝县队)   0192  陆道成   (广南武术) 

 

青运会男子组                 太极剑（国三）+42 式 太极拳小全能     5 人 

0024  向永鑫   (蒙自市队)   0092  白玉清   (大理州队)   0095  陈子杰   (大理州队) 

0164  李豆丁   (呈贡区队)   0193  郭美俊   (广南武术)                           

 

青运会男子组                 南棍+南刀小全能（国三）        14 人 

0012  张  捷   (开远市队)   0014  桂睿凌   (开远市队)   0025  王潇锋   (蒙自市队) 

0028  王熙杰   (蒙自市队)   0093  张雪飞   (大理州队)    0094  赵鑫雨   (大理州队) 

0107  董玉淋   (丽江古城)   0116  彭彦恺   (盘龙区队)   0122  徐侦程   (五华区队) 

0149  马永昊   (官渡区队)   0150  马浩原   (官渡区队)   0167  祝桢尧   (呈贡区队) 

0181  田方泉   (禄劝县队)   0197  李昌鹏   (广南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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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运会女子组                 长拳（国三）             20 人 

0021  张可忻   (开远市队)   0022  杨  漫   (开远市队)   0029  刘宣麟   (蒙自市队) 

0031  杨鑫怡   (蒙自市队)   0068  王  蕊   (安宁市队)   0069  熊思淇   (安宁市队) 

0105  姜  昀   (丽江古城)   0108 李杨晴薇  (盘龙区队)   0109  晏  榕   (盘龙区队) 

0124  马荣艺   (五华区队)   0128  孔黎雪   (五华区队)   0151  郭世佳   (官渡区队) 

0152  达兴瑞   (官渡区队)   0161  李米银   (红塔区队)   0162  黄  文   (红塔区队) 

0173  张楠昕   (呈贡区队)   0179  冉少涵   (禄劝县队)   0186  张子怡   (昭阳区队) 

0194  农荟芝   (广南武术)   0195  杨丽萍   (广南武术)                           

 

青运会女子组                 南拳（国三）             15 人 

0017  白莉莉   (开远市队)   0018  舒兰涵   (开远市队)   0033  涴谭筱    (蒙自市队) 

0034  谭筱贻   (蒙自市队)   0088  王师杰   (大理州队)   0089   茶  挧   (大理州队) 

0125  曹予涵   (五华区队)   0127  代奕涵   (五华区队)   0153  邓瑞淇   (官渡区队) 

0169  岳雨菲   (呈贡区队)   0171  陈思竹   (呈贡区队)   0180  杨  涛   (禄劝县队) 

0185  解婷伊   (昭阳区队)   0199  李  润   (广南武术)   0200   李亚玲   (广南武术) 

 

青运会女子组                 太极拳（国三）           11 人 

0020  郝心情   (开远市队)   0030  刘诗涵   (蒙自市队)   0032  姚泠慧   (蒙自市队) 

0067  晋以宁   (安宁市队)   0085  赵智月   (大理州队)   0087  杨宇静   (大理州队) 

0106  涂  爽   (丽江古城)   0112  玥鱼诗   (盘龙区队)   0172  陈思羽   (呈贡区队) 

0178  耿富涵   (禄劝县队)   0196 马李国萱  (广南武术)                           

 

青运会女子组                 自选太极拳+八法五步太极拳小全能      7 人 

0019  普玉琼   (开远市队)   0020  郝心情   (开远市队)   0067  晋以宁   (安宁市队) 

0086  沄王妗    (大理州队)   0090  张  涵   (大理州队)   0112  玥鱼诗    (盘龙区队) 

0168  杨惠惠   (呈贡区队) 

 

青运会女子组                 棍术+刀术小全能（国三）      17 人 

0017  白莉莉   (开远市队)   0021  张可忻   (开远市队)   0031  杨鑫怡   (蒙自市队) 

0032  姚泠慧   (蒙自市队)   0068  王  蕊   (安宁市队)   0089  茶  挧   (大理州队) 

0090  张  涵   (大理州队)   0108 李杨晴薇  (盘龙区队)   0128  孔黎雪   (五华区队) 

0162  黄  文   (红塔区队)   0171  陈思竹   (呈贡区队)   0173  张楠昕   (呈贡区队) 

0179  冉少涵   (禄劝县队)   0180  杨  涛   (禄劝县队)   0185  解婷伊   (昭阳区队) 

0186  张子怡   (昭阳区队)   0198  戴礼稼   (广南武术)                           

 

青运会女子组                 枪术+剑术小全能（国三）        12 人 

0022  杨  漫   (开远市队)   0029  刘宣麟   (蒙自市队)   0030  刘诗涵   (蒙自市队) 

0069  熊思淇   (安宁市队)   0109  晏  榕   (盘龙区队)   0124  马荣艺   (五华区队) 

0151  郭世佳   (官渡区队)   0152  达兴瑞  (官渡区队)   0172  陈思羽   (呈贡区队) 

0178  耿富涵   (禄劝县队)   0194  农荟芝   (广南武术)   0195  杨丽萍   (广南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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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运会女子组                 太极剑（国三）+42 式太极拳小全能      6 人 

0019  普玉琼   (开远市队)   0085  赵智月   (大理州队)   0086  沄王妗    (大理州队) 

0105  姜  昀   (丽江古城)   0106  涂  爽   (丽江古城)   0168  杨惠惠   (呈贡区队) 

 

青运会女子组                 南棍+南刀小全能（国三）        10 人 

0018  舒兰涵   (开远市队)   0033  涴谭筱    (蒙自市队)   0034  谭筱贻   (蒙自市队) 

0087  杨宇静   (大理州队)   0088  王师杰   (大理州队)   0111  张又丹   (盘龙区队) 

0125  曹予涵   (五华区队)   0127  代奕涵   (五华区队)   0153  邓瑞淇   (官渡区队) 

0169  岳雨菲   (呈贡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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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云南省青少年武术套路 U 系列锦标赛暨 

云南省第二届青少年（学生）运动会武术套路预赛 

竞 赛 日 程 

2020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第 1 场 

 
1、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长拳              决赛    20 人 1组     08:30     
2、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长拳              决赛    9 人 1组      08:30     
3、  青运会男子组  长拳（国三）          预赛    23 人 1组     08:30      
4、  青运会女子组  长拳（国三）          预赛    20 人 1组     08:30 
5、  青运会男子组  42 式太极拳小全能      预赛    5 人 1组      08:30 
6、  青运会女子组  42 式太极拳小全能      预赛    6 人 1组      08:30     

 
2020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第 2 场 

 
1、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南拳              决赛    15 人 1组     14:00     
2、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南拳              决赛    8 人 1组      14:00     
3、  青运会男子组  南拳（国三）          预赛    20 人 1组     14:00     
4、  青运会女子组  南拳（国三）          预赛    16 人 1组     14:00     
5、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太极拳            决赛    11 人 1组     14:00     
6、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太极拳            决赛    11 人 1组     14:00      
7、  青运会男子组  八法五步太极拳小全能  预赛    11 人 1组     14:00    
8、  青运会女子组  八法五步太极拳小全能  预赛    9 人 1组      14:00 
 

2020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第 3 场 
    
 
1、  青运会男子组  太极拳（国三）         预赛    16 人 1组     08:30     
2、  青运会女子组  太极拳（国三）         预赛    14 人 1组     08:30  
3、  青运会男子组  自选太极拳小全能       预赛    11 人 1组     08:30     
4、  青运会女子组  自选太极拳小全能       预赛    9 人 1组      08:30   
5、  青运会男子组  太极剑小全能（国三）   预赛    5 人 1组      08:30 
6、  青运会女子组  太极剑小全能（国三）   预赛    6 人 1组      08:30     
7、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太极剑             决赛    5 人 1组      08:30   
8、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太极剑             决赛    7 人 1组      08:30   

2020 年 10 月 30 日下午             第 4 场  

 

1、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刀术                  决赛    14 人 1组     14:00        

2、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刀术                  决赛    7 人 1组      14:00     

3、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棍术                  决赛    14 人 1组     14:00 

4、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棍术                  决赛    7 人 1组      14:00       

5、  青运会男子组  刀术小全能（国三）        预赛    17 人 1组     14:00    

6、  青运会女子组  刀术小全能（国三）        预赛    17 人 1组     14:00 

7、  青运会男子组  南刀小全能（国三）        预赛    15 人 1组     14:00    

8、  青运会女子组  南刀小全能（国三）        预赛    10 人 1组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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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第 5 场 

1、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剑术                  决赛    10 人 1组     08:30     

2、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剑术                  决赛    7 人 1组      08:30    

3、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枪术                  决赛    9 人 1组      08:30     

4、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枪术                  决赛    6 人 1组      08:30     

5、  青运会男子组  剑术小全能（国三）        预赛    13 人 1组     08:30     

6、  青运会女子组  剑术小全能（国三）        预赛    14 人 1组     08:30 

7、  青运会男子组  南棍小全能（国三）        预赛    15 人 1组     08:30    

8、  青运会女子组  南棍小全能（国三）        预赛    10 人 1组     08:30  

 

2020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第 6 场 

 

 

1、  锦标赛男子组  南刀（国三）               决赛    10 人 1组      14:00     

2、  锦标赛女子组  南刀（国三）               决赛    5 人 1组       14:00     

3、  锦标赛男子组  南棍（国三）               决赛    10 人 1组      14:00     

4、  锦标赛女子组  南棍（国三）               决赛    5 人 1组       14:00     

5、  青运会男子组  枪术小全能（国三）         预赛    13 人 1组     14:30       

6、  青运会女子组  枪术小全能（国三）         预赛    14 人 1组     14:30   

7、  青运会男子组  棍术小全能（国三）         预赛    17 人 1组      14:00     

8、  青运会女子组  棍术小全能（国三）         预赛    17 人 1组      14:00 

 

 

2020 年 11 月 01 日上午             第 7 场   

 

  

1、  锦标赛男子组  传统拳术                    决赛    21 人 1组     08:30  

2、  锦标赛女子组  传统拳术                    决赛    10 人 1组     08:30 

3、  锦标赛男子组  传统器械                    决赛    11 人 1组     08:30   

4、  锦标赛女子组  传统器械                    决赛    10 人 1组     08:30  

5、  锦标赛男子组  对练                        决赛    16 人 1组     08:30      

6、  锦标赛女子组  对练                        决赛    3 人 1组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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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云南省青少年武术套路 U 系列锦标赛暨 

云南省第二届青少年（学生）运动会武术套路预赛 

竞 赛 分 组 日 程 

2020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第 1 场 

 

1、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长拳              决赛    14 人 1 组     08:30   

 

0002  李  畅   (红河州队)   0036  段舒耀   (昆明一队)   0037  陈友恒   (昆明一队) 

0045  马致远   (昆明二队)   0052  徐浩淳   (昆明三队)   0053  何帅锦   (昆明三队) 

0055  郑竣宸   (昆明三队)   0070  程奕恺   (丽江市队)   0071  崔哲晨   (曲靖市队) 

0074  黄保明   (曲靖市队)   0083  郭卿恺   (曲靖市队)   0137  王尧成   (文山州队) 

0138  王永潇   (文山州队)   0146  周云飞   (红河二队)                           

 

2、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长拳              决赛    7 人 1 组      08:30  

 

0004 杨天洪宇  (红河州队)   0040 程杨小钰  (昆明一队)   0043  陈姝颖   (昆明一队) 

0060  许嘉倩   (昆明四队)   0078  何依阳   (曲靖市队)   0080  匡  震   (曲靖市队) 

0139  赵杨洁   (玉溪体校） 

    

3、  青运会男子组  长拳（国三）          预赛    21 人 1 组     08:30  

 

0011  张  昊   (开远市队)   0015  刀陈龙   (开远市队)   0023  张洪于   (蒙自市队) 

0026  张  发   (蒙自市队)    0065  王元达   (安宁市队)   0091  杨帅洲   (大理州队) 

0114  文舰海   (盘龙区队)   0115  应沁龙   (盘龙区队)   0120  李俊颉   (五华区队) 

0121  满涛豪   (五华区队)   0148  段禹帆   (官渡区队)   0157  尤文杉   (官渡区队) 

0158  孙豪志   (红塔区队)   0159  熊志颖   (红塔区队)   0160  甘景文 * (红塔区队) 

0174  赵彬辰   (呈贡区队)   0175  陈俊豪   (禄劝县队)   0176  苏昱玮   (禄劝县队) 

0187  谢立胥   (昭阳区队)   0188  游子昱   (昭阳区队)   0192  陆道成   (广南武术)  

     

4、  青运会女子组  长拳（国三）          预赛    20 人 1 组     08:30 

 

0021  张可忻   (开远市队)   0022  杨  漫   (开远市队)   0029  刘宣麟   (蒙自市队) 

0031  杨鑫怡   (蒙自市队)   0068  王  蕊   (安宁市队)   0069  熊思淇   (安宁市队) 

0105  姜  昀   (丽江古城)   0108 李杨晴薇  (盘龙区队)   0109  晏  榕   (盘龙区队) 

0124  马荣艺   (五华区队)   0128  孔黎雪   (五华区队)   0151  郭世佳   (官渡区队) 

0152  达兴瑞   (官渡区队)   0161  李米银   (红塔区队)   0162  黄  文   (红塔区队) 

0173  张楠昕   (呈贡区队)   0179  冉少涵   (禄劝县队)   0186  张子怡   (昭阳区队) 

0194  农荟芝   (广南武术)   0195  杨丽萍   (广南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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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青运会男子组  42 式太极拳小全能      预赛    5 人 1 组      08:30 

 

0024  向永鑫   (蒙自市队)   0092  白玉清   (大理州队)   0095  陈子杰   (大理州队) 

0164  李豆丁   (呈贡区队)   0193  郭美俊   (广南武术)                           

 

6、  青运会女子组  42 式太极拳小全能      预赛    6 人 1 组      08:30     

0019  普玉琼   (开远市队)   0085  赵智月   (大理州队)   0086  沄王妗    (大理州队) 

0105  姜  昀   (丽江古城)   0106  涂  爽   (丽江古城)   0168  杨惠惠   (呈贡区队) 

 

2020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第 2 场 

 

1、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南拳              决赛    15 人 1 组     14:00  

0003  杨景然   (红河州队)   0038  于德泉   (昆明一队)   0054  李屹博   (昆明三队) 

0056  吕显昊   (昆明三队)   0059  杨  晨   (昆明四队)   0076  伏珂阳   (曲靖市队) 

0098  高龙俊   (大理州队)   0099  陈子铭   (大理州队)   0100  廖  睿   (大理州队) 

0129  周  泉   (玉溪体校)   0139  戴武锦   (文山州队)   0140  浦仕炜   (文山州队) 

0147  扬  彪   (红河二队)   0134  施德安   (玉溪体校)   0137  郭  佟  (玉溪体校)          

    

2、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南拳              决赛    8 人 1 组      14:00  

0006  赵玲利   (红河州队)   0007  吴佳凝   (红河州队)   0042  严舒予   (昆明一队) 

0049  马玉婷   (昆明二队)   0077  刘  玺   (曲靖市队)   0079 佈吕 兰棋  (曲靖市队) 

0144  王砚茜   (文山州队)   0145  侬美梦   (文山州队)                           

  

   

3、  青运会男子组  南拳（国三）          预赛    19 人 1 组     14:00 

0012  张  捷   (开远市队)   0014  桂睿凌   (开远市队)   0025  王潇锋   (蒙自市队) 

0028  王熙杰   (蒙自市队)   0093  张雪飞   (大理州队)    0094  赵鑫雨   (大理州队) 

0107  董玉淋   (丽江古城)   0116  彭彦恺   (盘龙区队)   0117  秦  通   (盘龙区队) 

0122  徐侦程   (五华区队)   0123  吕昕璞   (五华区队)   0149  马永昊   (官渡区队) 

0150  马浩原   (官渡区队)   0166  耿晋宏   (呈贡区队)   0167  祝桢尧   (呈贡区队) 

0177  张建元   (禄劝县队)   0181  田方泉   (禄劝县队)   0190  陆绍光   (广南武术) 

0197  李昌鹏   (广南武术)                           

     

4、  青运会女子组  南拳（国三）          预赛    15 人 1 组     14:00   

0017  白莉莉   (开远市队)   0018  舒兰涵   (开远市队)   0033  涴谭筱    (蒙自市队) 

0034  谭筱贻   (蒙自市队)   0088  王师杰   (大理州队)   0089  茶  挧   (大理州队) 

0125  曹予涵   (五华区队)   0127  代奕涵   (五华区队)   0153  邓瑞淇   (官渡区队) 

0169  岳雨菲   (呈贡区队)   0171  陈思竹   (呈贡区队)   0180  杨  涛   (禄劝县队) 

0185  解婷伊   (昭阳区队)   0199  李  润   (广南武术)   0200  李亚玲   (广南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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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太极拳            决赛    11 人 1组      14:00 

0035  丁伟钊   (昆明一队)   0044 杨江芾翰  (昆明二队)   0072  李欣宇   (曲靖市队) 

0075  刘长江   (曲靖市队)   0097  姚玉颜   (大理州队)   0141  刘正雄   (文山州队) 

0142  肖中乐   (文山州队)   0183  王应郎   (昭通市队)   0136  柳  飞   (玉溪体校)  

0318 禹岚超    (玉溪体校)   0135  赵俊玮   (玉溪体校)                 

    

6、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太极拳            决赛    11 人 1组     14:00  

0005  白怜丽   (红河州队)   0008  李银芳   (红河州队)   0009  徐思娴   (红河州队) 

0041  马  景   (昆明一队)   0047  郑  莹   (昆明二队)   0048  杜奕洁   (昆明二队) 

0081  伏珂瑾   (曲靖市队)   0102  赵樱锦   (大理州队)   0103  江欣荣   (大理州队) 

0104  安姿茜   (大理州队)   0143  李金美   (文山州队)                           

     

7、  青运会男子组  八法五步太极拳小全能  预赛    11 人 1组     14:00 

0013  普子轩   (开远市队)   0063  龙承霖   (安宁市队)   0096  罗浩铭   (大理州队) 

0118  晋岩屿   (盘龙区队)   0119  杨淇皓   (盘龙区队)   0126  刘凯硕   (五华区队) 

0155  聂  麟   (官渡区队)   0156  蒋安康   (官渡区队)   0163  童显皓   (呈贡区队) 

0189  杨海峰   (昭阳区队)   0193  郭美俊   (广南武术)                           

    

8、  青运会女子组  八法五步太极拳小全能  预赛    7 人 1 组      14:00 

0019  普玉琼   (开远市队)   0020  郝心情   (开远市队)   0067  晋以宁   (安宁市队) 

0086  沄王妗    (大理州队)   0090  张  涵   (大理州队)   0112  玥鱼诗    (盘龙区队) 

0168  杨惠惠   (呈贡区队) 

 

2020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第 3 场 

    

 

1、  青运会男子组  太极拳（国三）         预赛    16 人 1 组     08:30    

0013  普子轩   (开远市队)   0016  李  杨   (开远市队)   0024  向永鑫   (蒙自市队) 

0027  李绍毅   (蒙自市队)   0063  龙承霖   (安宁市队)   0064  陈柏旭   (安宁市队) 

0092  白玉清   (大理州队)   0095  陈子杰   (大理州队)   0118  晋岩屿   (盘龙区队) 

0119  杨淇皓   (盘龙区队)   0126  刘凯硕   (五华区队)   0155  聂  麟   (官渡区队) 

0156  蒋安康   (官渡区队)   0163  童显皓   (呈贡区队)   0164  李豆丁   (呈贡区队) 

0189  杨海峰   (昭阳区队)                                                     

  

 

 

2、  青运会女子组  太极拳（国三）         预赛    11 人 1组     08:30  

0020  郝心情   (开远市队)   0030  刘诗涵   (蒙自市队)   0032  姚泠慧   (蒙自市队) 

0067  晋以宁   (安宁市队)   0085  赵智月   (大理州队)   0087  杨宇静   (大理州队) 

0106  涂  爽   (丽江古城)   0112 玥鱼诗    (盘龙区队)   0172  陈思羽   (呈贡区队) 

0178  耿富涵   (禄劝县队)   0196 马李国萱  (广南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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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运会男子组  自选太极拳小全能       预赛    11 人 1组     08:30  

0013  普子轩   (开远市队)   0063  龙承霖   (安宁市队)   0096  罗浩铭   (大理州队) 

0118  晋岩屿   (盘龙区队)   0119  杨淇皓   (盘龙区队)   0126  刘凯硕   (五华区队) 

0155  聂  麟   (官渡区队)   0156  蒋安康   (官渡区队)   0163  童显皓   (呈贡区队) 

0189  杨海峰   (昭阳区队)   0193  郭美俊   (广南武术)                           

    

4、  青运会女子组  自选太极拳小全能       预赛    7 人 1 组      08:30  

0019  普玉琼   (开远市队)   0020  郝心情   (开远市队)   0067  晋以宁   (安宁市队) 

0086  沄王妗    (大理州队)   0090  张  涵   (大理州队)   0112  玥鱼诗    (盘龙区队) 

0168  杨惠惠   (呈贡区队) 

  

5、  青运会男子组  太极剑小全能（国三）   预赛    5 人 1 组      08:30 

0024  向永鑫   (蒙自市队)   0092  白玉清   (大理州队)   0095  陈子杰   (大理州队) 

0164  李豆丁   (呈贡区队)   0193  郭美俊   (广南武术)                           

 

6、  青运会女子组  太极剑小全能（国三）   预赛    6 人 1 组      08:30 

0019  普玉琼   (开远市队)   0085  赵智月   (大理州队)   0086  沄王妗    (大理州队) 

0105  姜  昀   (丽江古城)   0106  涂  爽   (丽江古城)   0168  杨惠惠   (呈贡区队) 

    

7、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太极剑             决赛    5 人 1 组      08:30   

0075  刘长江   (曲靖市队)   0097  姚玉颜   (大理州队)   0141  刘正雄   (文山州队) 

0142  肖中乐   (文山州队)   0135  赵俊玮   (玉溪体校)                                    

 

8、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太极剑             决赛    7 人 1 组      08:30   

0008  李银芳   (红河州队)   0009  徐思娴   (红河州队)   0081  伏珂瑾   (曲靖市队) 

0102  赵樱锦   (大理州队)   0103  江欣荣   (大理州队)   0104  安姿茜   (大理州队) 

0143  李金美   (文山州队)                                                     

 

 

2020 年 10 月 30 日下午             第 4 场  

 

1、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刀术                  决赛    11 人 1组     14:00 

0035  丁伟钊   (昆明一队)   0036  段舒耀   (昆明一队)   0038  于德泉   (昆明一队) 

0045  马致远   (昆明二队)   0053  何帅锦   (昆明三队)   0059  杨  晨   (昆明四队) 

0076  伏珂阳   (曲靖市队)   0083  郭卿恺   (曲靖市队)   0139  戴武锦   (文山州队) 

0146  周云飞   (红河二队)   0147  扬  彪   (红河二队)                           

        

2、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刀术                  决赛    6 人 1 组      14:00 

0004 杨天洪宇  (红河州队)   0006  赵玲利   (红河州队)   0040 程杨小钰  (昆明一队) 

0042  严舒予   (昆明一队)   0047  郑  莹   (昆明二队)   0144  王砚茜   (文山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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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棍术                  决赛    11 人 1组     14:00 

0035  丁伟钊   (昆明一队)   0036  段舒耀   (昆明一队)   0038  于德泉   (昆明一队) 

0045  马致远   (昆明二队)   0053  何帅锦   (昆明三队)   0059  杨  晨   (昆明四队) 

0076  伏珂阳   (曲靖市队)   0083  郭卿恺   (曲靖市队)   0139  戴武锦   (文山州队) 

0146  周云飞   (红河二队)   0147  扬  彪   (红河二队)                           

 

4、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棍术                  决赛    6 人 1 组      14:00  

0004 杨天洪宇  (红河州队)   0006  赵玲利   (红河州队)   0040 程杨小钰  (昆明一队) 

0042  严舒予   (昆明一队)   0047  郑  莹   (昆明二队)   0144  王砚茜   (文山州队) 

      

5、  青运会男子组  刀术小全能（国三）        预赛    16 人 1 组     14:00  

0016  李  杨   (开远市队)   0023  张洪于   (蒙自市队)   0026  张  发   (蒙自市队) 

0065  王元达   (安宁市队)   0091  杨帅洲   (大理州队)   0096  罗浩铭   (大理州队) 

0115  应沁龙   (盘龙区队)   0117 秦  通   (盘龙区队)   0120  李俊颉   (五华区队) 

0123  吕昕璞   (五华区队)   0166  耿晋宏   (呈贡区队)   0176  苏昱玮   (禄劝县队) 

0177  张建元   (禄劝县队)   0187  谢立胥   (昭阳区队)   0190  陆绍光   (广南武术) 

0191  杨  镇   (广南武术)                           

   

6、  青运会女子组  刀术小全能（国三）        预赛    17 人 1 组     14:00 

0017  白莉莉   (开远市队)   0021  张可忻   (开远市队)   0031  杨鑫怡   (蒙自市队) 

0032  姚泠慧   (蒙自市队)   0068  王  蕊   (安宁市队)   0089  茶  挧   (大理州队) 

0090  张  涵   (大理州队)   0108 李杨晴薇  (盘龙区队)   0128  孔黎雪   (五华区队) 

0162  黄  文   (红塔区队)   0171  陈思竹   (呈贡区队)   0173  张楠昕   (呈贡区队) 

0179  冉少涵   (禄劝县队)   0180  杨  涛   (禄劝县队)   0185  解婷伊   (昭阳区队) 

0186  张子怡   (昭阳区队)   0198  戴礼稼   (广南武术)                           

 

 

 

 

 

7、  青运会男子组  南刀小全能（国三）        预赛    14 人 1 组     14:00   

0012  张  捷   (开远市队)   0014  桂睿凌   (开远市队)   0025  王潇锋   (蒙自市队) 

0028  王熙杰   (蒙自市队)   0093  张雪飞   (大理州队)    0094  赵鑫雨   (大理州队) 

0107  董玉淋   (丽江古城)   0116  彭彦恺   (盘龙区队)   0122  徐侦程   (五华区队) 

0149  马永昊   (官渡区队)   0150  马浩原   (官渡区队)   0167  祝桢尧   (呈贡区队) 

0181  田方泉   (禄劝县队)   0197  李昌鹏   (广南武术) 

  

8、  青运会女子组  南刀小全能（国三）        预赛    10 人 1 组     14:00 

0018  舒兰涵   (开远市队)   0033  涴谭筱    (蒙自市队)   0034  谭筱贻   (蒙自市队) 

0087  杨宇静   (大理州队)   0088  王师杰   (大理州队)   0111  张又丹   (盘龙区队) 

0125  曹予涵   (五华区队)   0127  代奕涵   (五华区队)   0153  邓瑞淇   (官渡区队) 

0169  岳雨菲   (呈贡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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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第 5 场 

1、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剑术                  决赛    10 人 1 组     08:30  

0001  何雨昊   (红河州队)   0002  李  畅   (红河州队)   0037  陈友恒   (昆明一队) 

0052  徐浩淳   (昆明三队)   0055  郑竣宸   (昆明三队)   0070  程奕恺   (丽江市队) 

0071  崔哲晨   (曲靖市队)   0074  黄保明   (曲靖市队)   0137  王尧成   (文山州队) 

0138  王永潇   (文山州队)                                                     

   

2、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剑术                  决赛    7 人 1 组      08:30  

0005  白怜丽   (红河州队)   0043  陈姝颖   (昆明一队)   0048  杜奕洁   (昆明二队) 

0060  许嘉倩   (昆明四队)   0078  何依阳   (曲靖市队)   0080  匡  震   (曲靖市队) 

   

3、  锦标赛男子组  自选枪术                  决赛    9 人 1 组      08:30   

0002  李  畅   (红河州队)   0037  陈友恒   (昆明一队)   0052  徐浩淳   (昆明三队) 

0055  郑竣宸   (昆明三队)   0070  程奕恺   (丽江市队)   0071  崔哲晨   (曲靖市队) 

0074  黄保明   (曲靖市队)   0137  王尧成   (文山州队)   0138  王永潇   (文山州队) 

   

4、  锦标赛女子组  自选枪术                  决赛    5 人 1 组      08:30  

0005  白怜丽   (红河州队)   0043  陈姝颖   (昆明一队)   0048  杜奕洁   (昆明二队) 

0078  何依阳   (曲靖市队)   0080  匡  震   (曲靖市队) 

    

5、  青运会男子组  剑术小全能（国三）        预赛    13 人 1 组     08:30  

0011  张  昊   (开远市队)   0015  刀陈龙   (开远市队)   0027  李绍毅   (蒙自市队) 

0062  张恒睿   (安宁市队)    0064  陈柏旭   (安宁市队)   0114  文舰海   (盘龙区队) 

0121  满涛豪   (五华区队)   0148  段禹帆   (官渡区队)   0157  尤文杉   (官渡区队) 

0174  赵彬辰   (呈贡区队)   0175  陈俊豪   (禄劝县队)   0192  陆道成   (广南武术) 

                                                     

    

 

6、  青运会女子组  剑术小全能（国三）        预赛    12 人 1 组     08:30 

0022  杨  漫   (开远市队)   0029  刘宣麟   (蒙自市队)   0030  刘诗涵   (蒙自市队) 

0069  熊思淇   (安宁市队)   0109  晏  榕   (盘龙区队)   0124  马荣艺   (五华区队) 

0151  郭世佳   (官渡区队)   0152  达兴瑞   (官渡区队)   0172  陈思羽   (呈贡区队) 

0178  耿富涵   (禄劝县队)   0194  农荟芝   (广南武术)   0195  杨丽萍   (广南武术)  

 

7、  青运会男子组  南棍小全能（国三）        预赛    14 人 1 组     08:30  

0012  张  捷   (开远市队)   0014  桂睿凌   (开远市队)   0025  王潇锋   (蒙自市队) 

0028  王熙杰   (蒙自市队)   0093   张雪飞   (大理州队)   0094  赵鑫雨   (大理州队) 

0107  董玉淋   (丽江古城)   0116  彭彦恺   (盘龙区队)   0122  徐侦程   (五华区队) 

0149  马永昊   (官渡区队)   0150  马浩原   (官渡区队)   0167  祝桢尧   (呈贡区队) 

0181  田方泉   (禄劝县队)   0197  李昌鹏   (广南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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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青运会女子组  南棍小全能（国三）        预赛    10 人 1 组     08:30  

0018  舒兰涵   (开远市队)   0033  涴谭筱    (蒙自市队)   0034  谭筱贻   (蒙自市队) 

0087  杨宇静   (大理州队)   0088  王师杰   (大理州队)   0111  张又丹   (盘龙区队) 

0125  曹予涵   (五华区队)   0127  代奕涵   (五华区队)   0153  邓瑞淇   (官渡区队) 

0169  岳雨菲   (呈贡区队)                                                     

 

2020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第 6 场 

 

 

1、  锦标赛男子组  南刀（国三）               决赛    10 人 1 组      14:00  

0010  王泽民   (红河州队)   0039  张颢涵   (昆明一队)   0053  何帅锦   (昆明三队) 

0054  李屹博   (昆明三队)   0055  郑竣宸   (昆明三队)   0056  吕显昊   (昆明三队) 

0084  李  阳   (曲靖市队)   0098  高龙俊   (大理州队)   0099  陈子铭   (大理州队) 

0100  廖  睿   (大理州队)                                                     

    

2、  锦标赛女子组  南刀（国三）               决赛    5 人 1 组       14:00  

0007  吴佳凝   (红河州队)   0049  马玉婷   (昆明二队)   0077  刘  玺   (曲靖市队) 

0079 佈吕 兰棋  (曲靖市队)   0145  侬美梦   (文山州队)                           

    

3、  锦标赛男子组  南棍（国三）               决赛    10 人 1 组      14:00   

0010  王泽民   (红河州队)   0039  张颢涵   (昆明一队)   0053  何帅锦   (昆明三队) 

0054  李屹博   (昆明三队)   0055  郑竣宸   (昆明三队)   0056  吕显昊   (昆明三队) 

0084  李  阳   (曲靖市队)   0098  高龙俊   (大理州队)   0099  陈子铭   (大理州队) 

0100  廖  睿   (大理州队)                                                     

   

4、  锦标赛女子组  南棍（国三）               决赛    5 人 1 组       14:00  

0007  吴佳凝   (红河州队)   0049  马玉婷   (昆明二队)   0077  刘  玺   (曲靖市队) 

0079 佈吕 兰棋  (曲靖市队)   0145  侬美梦   (文山州队)                           

    

5、  青运会男子组  枪术小全能（国三）          预赛    12 人 1 组     14:30    

0011  张  昊   (开远市队)   0015  刀陈龙   (开远市队)   0027  李绍毅   (蒙自市队) 

0062  张恒睿   (安宁市队)   0064   陈柏旭   (安宁市队)   0114  文舰海   (盘龙区队) 

0121  满涛豪   (五华区队)   0148  段禹帆   (官渡区队)   0157  尤文杉   (官渡区队) 

0174  赵彬辰   (呈贡区队)   0175  陈俊豪   (禄劝县队)   0192  陆道成   (广南武术) 

                                                     

    

6、  青运会女子组  枪术小全能（国三）          预赛    12 人 1 组     14:30  

0022  杨  漫   (开远市队)   0029  刘宣麟   (蒙自市队)   0030  刘诗涵   (蒙自市队) 

0069  熊思淇   (安宁市队)   0109  晏  榕   (盘龙区队)   0124  马荣艺   (五华区队) 

0151  郭世佳   (官渡区队)   0152  达兴瑞   (官渡区队)   0172  陈思羽   (呈贡区队) 

0178  耿富涵   (禄劝县队)   0194  农荟芝   (广南武术)   0195  杨丽萍   (广南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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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青运会男子组  棍术小全能（国三）         预赛    16 人 1组      14:00   

0016  李  杨   (开远市队)   0023  张洪于   (蒙自市队)   0026  张  发   (蒙自市队) 

0065  王元达   (安宁市队)   0091  杨帅洲   (大理州队)   0096  罗浩铭   (大理州队) 

0115  应沁龙   (盘龙区队)   0117  秦  通  (盘龙区队)   0120  李俊颉   (五华区队) 

0123  吕昕璞   (五华区队)   0166  耿晋宏   (呈贡区队)   0176  苏昱玮   (禄劝县队) 

0177  张建元   (禄劝县队)   0187  谢立胥   (昭阳区队)   0190  陆绍光   (广南武术) 

0191  杨  镇   (广南武术)                           

   

8、  青运会女子组  棍术小全能（国三）         预赛    17 人 1组      14:00 

0017  白莉莉   (开远市队)   0021  张可忻   (开远市队)   0031  杨鑫怡   (蒙自市队) 

0032  姚泠慧   (蒙自市队)   0068  王  蕊   (安宁市队)   0089  茶  挧   (大理州队) 

0090  张  涵   (大理州队)   0108 李杨晴薇  (盘龙区队)   0128  孔黎雪   (五华区队) 

0162  黄  文   (红塔区队)   0171  陈思竹   (呈贡区队)   0173  张楠昕   (呈贡区队) 

0179  冉少涵   (禄劝县队)   0180  杨  涛   (禄劝县队)   0185  解婷伊   (昭阳区队) 

0186  张子怡   (昭阳区队)   0198  戴礼稼   (广南武术)                           

 

 

2020 年 11 月 01 日上午             第 7 场   

 

  

1、  锦标赛男子组  传统拳术                    决赛   21 人 1组     08:30 

0003  杨景然   (红河州队)   0036  段舒耀   (昆明一队)   0038  于德泉   (昆明一队) 

0039  张颢涵   (昆明一队)   0044 杨江芾翰  (昆明二队)   0071  崔哲晨   (曲靖市队) 

0072  李欣宇   (曲靖市队)   0075  刘长江   (曲靖市队)   0098  高龙俊   (大理州队) 

0101  马明豪   (大理州队)   0129  周  泉   (玉溪体校)   0133  李新伟   (玉溪体校) 

0133  柳  飞   (玉溪体校)   0138  王永潇   (文山州队)   0140  浦仕炜   (文山州队) 

0146  周云飞   (红河二队)   0147  扬  彪   (红河二队)   0182  杨  可   (昭通市队) 

0184  范培根   (昭通市队)   0137  郭  佟  (玉溪体校)                                     

 

2、  锦标赛女子组  传统拳术                    决赛    10 人 1组     08:30 

0006  赵玲利   (红河州队)   0007  吴佳凝   (红河州队)   0042  严舒予   (昆明一队) 

0043  陈姝颖   (昆明一队)   0047  郑  莹   (昆明二队)   0048  杜奕洁   (昆明二队) 

0077  刘  玺   (曲靖市队)   0078  何依阳   (曲靖市队)   0139  赵杨洁   (玉溪体校) 

0144  王砚茜   (文山州队)                           

 

3、  锦标赛男子组  传统器械                    决赛    11 人 1组     08:30  

0039  张颢涵   (昆明一队)   0044 杨江芾翰  (昆明二队)   0071  崔哲晨   (曲靖市队) 

0072  李欣宇   (曲靖市队)   0075  刘长江   (曲靖市队)   0101  马明豪   (大理州队) 

0146  周云飞   (红河二队)   0147  扬  彪   (红河二队)   0182  杨  可   (昭通市队) 

0183  王应郎   (昭通市队)   0184  范培根   (昭通市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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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锦标赛女子组  传统器械                    决赛    10 人 1组     08:30  

0005  白怜丽   (红河州队)   0006  赵玲利   (红河州队)   0008  李银芳   (红河州队) 

0040 程杨小钰  (昆明一队)   0042  严舒予   (昆明一队)   0043  陈姝颖   (昆明一队) 

0047  郑  莹   (昆明二队)   0048  杜奕洁   (昆明二队)   0077  刘  玺   (曲靖市队) 

0078  何依阳   (曲靖市队)                                                     

 

5、  锦标赛男子组  对练                        决赛    16 人 1 组     08:30  

0001  红河州队(何雨昊 杨俊淳 李伟哲   )   0072  曲靖市队   (伏珂阳  李昕灿  李昕阳)    

0099  大理州队(陈子铭  廖  睿  )          0132  玉溪体校   (柳  飞  李新伟  施德安) 

0140 文山州队 (王尧成  王永潇  戴武锦)    0149  红河二队    (周云飞  扬  彪) 

     

6、  锦标赛女子组  对练                        决赛    3 人 1组      08:30 

0004 红河州队  (杨天洪宇  白怜丽  赵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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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云南省青少年武术套路 U 系列锦标赛暨 

第二届青少年（学生）运动会武术套路预赛参赛人数统计表 
 

序

号 
单位 

领队

(男) 

领队

(女) 

教练

(男) 

教练

(女) 
合计 

锦标

赛男

子组 

锦标

赛女

子组 

青运

会男

子组 

青运

会女

子组 

合计 
男运

动员 

女运

动员 
总计 

1 红河州队  1 2  3 4 6   10 4 6 13 

2 开远市队 1  2  3   6 6 12 6 6 15 

3 蒙自市队 1  2  3   6 6 12 6 6 15 

4 昆明一队 1 1 1 1 4 5 4   9 5 4 13 

5 昆明二队 1 1 1 1 4 2 3   5 2 3 9 

6 昆明三队  1   1 5    5 5  6 

7 昆明四队 1 1 1 1 4 1 1   2 1 1 6 

8 安宁市队 1  1  2   4 3 7 4 3 9 

9 丽江市队   1  1 1    1 1  2 

10 曲靖市队    1 1 9 5   14 9 5 15 

11 大理州队 1   2 3 5 3 6 6 20 11 9 23 

12 丽江古城   1  1   1 2 3 1 2 4 

13 盘龙区队 1 1 1  3   6 4 10 6 4 13 

14 五华区队  1 1 1 3   5 4 9 5 4 12 

15 玉溪体校 1    1 7 1   8 7 1 9 

16 文山州队 1  2  3 6 3   9 6 3 12 

17 红河二队 1  1 1 3 2    2 2  5 

18 官渡区队 1   2 3   6 3 9 6 3 12 

19 红塔区队 1  1  2   3 2 5 3 2 7 

20 呈贡区队  1 1  2   5 5 10 5 5 12 

21 禄劝县队  1 1  2   4 3 7 4 3 9 

22 昭通市队 1    1 3    3 3  4 

23 昭阳区队        3 2 5 3 2 5 

24 广南武术  1 2 1 4   5 3 8 5 3 12 

 合计 14 10 22 11 57 50 26 60 49 185 110 75 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