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广东省第五届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
基本功大赛成绩

一、团体奖

一等奖

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体育学院 暨南大学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岭南师范学院 广州大学

二等奖

深圳大学 韶关学院 韩山师范学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 嘉应学院 惠州学院

肇庆学院

二、体育道德风尚奖

暨南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体育学院 岭南师范学院 韩山师范学院

广州大学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深圳大学

韶关学院 嘉应学院 惠州学院

肇庆学院



三、学生个人奖

一等奖（51 人）

陈秀婷 陈纪秋 陈书鸿 陈新建 陈泽帆 陈泽杰

陈志安 陈智远 陈梓俊 谌志文 程小引 符紫阳

关智生 韩悦童 黄敬博 黄丽 江杰勇 江洋镇

蒋春花 李翠霞 李鸿森 李杰民 梁嘉茵 梁敏琪

刘宏升 刘雪姣 卢亚 陆冠珲 毛炜仪 莫增文

牛智超 欧阳国晖 潘锦辉 彭俊霖 邱祥营 阮金清

王俊皓 吴家敏 吴志浩 冼瑩瑩 向雯怡 肖俊樟

谢琳萍 杨雄欣 叶小龙 詹晨润 湛昆 张键炜

张世财 张仕洋 张维维

二等奖(77 人)

蔡锦杰 蔡展昊 曹恒意 陈东浩 陈丽先 陈榕生

陈思帆 陈天赐 陈云霞 陈梓邦 邓治迅 高润盛

韩建强 韩任宇 何桂欣 洪明就 侯焕斌 胡子堯

黄成政 黄泓 黄金霞 黄俊波 黄梧榕 黄章艺

赖德炜 赖丽华 赖政文 蓝富耀 黎炫麟 李海冰

李兆杰 梁思敏 梁天洪 梁伟东 梁伟烽 梁祝文

廖文锐 林翠红 刘菠 刘浩 刘炜 陆小茵

罗建峰 罗秋燕 罗雪妹 吕洁莹 马晓华 莫丽珊

舒国兴 苏畅 谭伟龙 谭子琪 唐亚南 万子豪

王培森 王延平 温淦星 吴子健 谢旭江 谢雨菁

徐玉玲 杨柏泉 杨华新 杨景科 杨文宇 叶天澳

袁嘉荣 曾泷祺 曾晓辉 曾玉堂 张伟伟 张梓烽

赵江湖 钟煜鸿 周观海 朱宬恺 朱道丰



三等奖（129 人）

陈东明 陈瀚君 陈华烨 陈佳煜 陈俊涛 陈润楷

陈滔 陈婉怡 陈玺 陈小妹 陈晓 陈鑫圣

陈滢 陈颖怡 陈泳贞 陈宇新 陈裕鹏 陈泽彬

陈芷珊 陈子希 程明秋 邓楚靖 邓菲茑 邓浦明

邓紫旋 刁敏锐 董智超 方海琳 龚美裕 郭永裕

韩嘉義 何美祺 侯秋霞 胡瑜扬 黄德彬 黄芳

黄汉明 黄嘉怡 黄明宇 黄智豪 江惠玲 江贤涛

金彦欢 康建坤 孔令杨 邝榕基 赖晓康 赖优小

雷洁 黎林芝 黎永胜 李继能 李加信 李健

李金水 李雄劲 连楷鑫 梁国高 梁家浩 梁斯梅

梁英楷 廖冠亮 林冠成 林佳豪 林李涛 林琦雅

林瑶 林煜慧 林宗诚 刘泽祺 陆炫章 罗鼎承

罗孔明 罗小婷 罗云聪 罗振洋 罗志浩 吕雪飞

欧碧莹 欧阳泽钜 潘钜豪 彭嘉洋 邱燕 邱映谋

孙永志 谭剑辉 谭杰城 谭芷悦 涂兵辉 涂润杰

汪奕杰 王滨 王思豪 王泽彬 文阳 吴旭辉

吴煜强 夏志佳 冼长隆 谢春梅 谢明衡 许东健

许景基 许绍瑜 许祥才 杨明棋 杨云飞 叶立强

叶希 曾东亮 曾堃 曾倩怡 张俊婷 张鑫海

张妍 张羽弦 张振华 张芷婷 张志钊 张梓帆

章亿锋 郑景之 郑露瑛 钟俊彬 钟尚宏 钟育新

周泽川 庄采圆 庄义钒



四、优秀指导教师（64 人）

阿拉木斯 艾安丽 宾宁江 蔡楠 曹甍 岑振宇

陈宝玲 陈创业 陈伟华 陈小英 陈宇 崔海燕

房作铭 冯小军 傅芳香 甘雷 贡兴满 郭荣

胡玉娜 黄薇薇 康莉 黎晋添 李国辉 李青梅

李薇 李卫东 李湘远 梁枢 梁园 刘博

刘超 刘成 刘荻 骆意 吕晓昌 宁集

宁振耀 牛晓梅 沈宇鹏 宋波 唐守彦 田华喜

田坤 王聪 王菁 王君 王锐涛 王帅帅

王小兵 王晓东 王桢 吴咏仪 辛静 晏骏

杨国柱 杨伟宁 杨亚红 孙丹 姚琼 袁运平

张勤 赵刚(武) 赵刚(足) 钟远金

注：体育道德风尚奖排名不分先后；个人奖、优秀指导教师

名单按姓氏拼音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