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3 届全国花样轮滑锦标赛 

组委会决议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

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 年 5 月 19 日至 21 日为全国哀

悼日。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精神，大会组委会

决定停止比赛。 

规定图形比赛和规定舞比赛已完成，将颁发获奖证

书和奖牌。 

未完成的单人自由滑、双人滑、舞蹈创编舞、舞蹈

自由舞和团体总分等各项奖励，因比赛停止将不再颁发。 

特此公告 

 

 

花样轮滑锦标赛组委会 

2008 年 5 月 19 日 



 

 

第 23 届全国花样轮滑锦标赛裁判员名单 

男子组 双人滑 
裁判长：于立强 裁判长：瞿春芳 
裁判员 裁判员 
No.1 王瑛 No.1 陈高文 
No.2 王浩华 No.2 肖雨虹 
No.3 于立强 No.3 瞿春芳 
No.4 陈高文 No.4 于立强 
No.5 肖雨虹 No.5 张靖智 

 

女子组（规定图形） 舞蹈 
裁判长：孙丹 裁判长：孙丹 
裁判员 裁判员 
No.1 张靖智 No.1 王浩华 
No.2 董也乐 No.2 董也乐 
No.3 孙丹 No.3 孙丹 
No.4 瞿春芳 No.4 魏雪琴 
No.5 魏雪琴 No.5 王瑛 

 

女子组（自由滑）  
裁判长：瞿春芳  
裁判员  
No.1 张靖智  
No.2 董也乐  
No.3 瞿春芳  
No.4 孙丹  
No.5 魏雪琴  
 



 

 

            

    2008 年“米高杯”第 23 届全国花样轮滑锦标赛

   规定图形成绩公报 

  组别：成年男子组 2008-05-18

  

  名次 姓名  单 位  总分

  

  1  邓磊  上海市轮滑队 154.0

  2  陈琼  上海市轮滑队 143.7

  3  肖亦明  广州市晓港湾小学 131.1

  4  赵航  北京天元利生俱乐部一队 129.7

  5  王利民  上海市轮滑俱乐部 126.7

  6  郭少华  北京天元利生俱乐部一队 118.0

  7  张宗俊  广东省轮滑二队 75.2

  

     裁判长：  副裁判长：  

 



 

 

            

    2008 年“米高杯”第 23 届全国花样轮滑锦标赛

   规定图形成绩公报 

  组别：成年女子组 2008-05-18

  

  名次 姓名  单 位  总分

  

  1  费婷婷  上海市轮滑队 145.4

  2  林美娇  上海市轮滑队 142.0

  3  董芝豆  上海市轮滑队 138.1

  4  丁燕飞  上海市轮滑俱乐部 134.2

  5  蒋玥  广州市晓港湾小学 126.0

  6  梁倩  上海市轮滑俱乐部 127.9

  7  蔡颖怡  香港特区轮滑代表一队 123.8

  8  李晓莹  广州市晓港湾小学 120.3

  

     裁判长：  副裁判长：  

 



 

 

             

    2008 年“米高杯”第 23 届全国花样轮滑锦标赛   

   规定图形成绩公报  

  组别：青年男子组 2008-05-18 

  

  名次 姓名  单 位  总分  

  

  1  张啸天  上海市轮滑队 142.3  

  2  李嘉诚  上海市轮滑队 135.7  

  3  赵子龙  陕西创程地产轮滑队 134.9  

  4  刘晋  广州市晓港湾小学 131.4  

  5  乔鼎鼎  上海市轮滑队 128.9  

  6  樊宗尧  陕西创程地产轮滑队 118.4  

  7  亢建勋  广东省轮滑一队 101.7  

  

     裁判长：  副裁判长：    

 



 

 

            

    2008 年“米高杯”第 23 届全国花样轮滑锦标赛

   规定图形成绩公报 

  组别：青年女子组 2008-05-18

  

  名次 姓名  单 位  总分

  

  1  张怡  上海市轮滑队 134.9

  2  卢洁  上海市轮滑队 130.7

  3  丁晓  上海市轮滑队 124.8

  4  范晓晴  香港特区轮滑代表一队 122.6

  5  赵伯文  北京天元利生俱乐部一队 123.2

  6  王蕴妮  香港特区轮滑代表一队 121.8

  7  王文欣  广州市晓港湾小学 120.3

  8  李千柔  香港特区轮滑代表二队 119.9

  9  甘文诺  香港特区轮滑代表二队 114.4

  10  周悦  广东健乐队 108.2

  11  王婷  陕西创程地产轮滑队 86.0

  12  孔恺滢  广东省轮滑二队 83.7

  

     裁判长：  副裁判长：  

 



 

 

            

    2008 年“米高杯”第 23 届全国花样轮滑锦标赛

   规定图形成绩公报 

  组别：少年男子甲组 2008-05-18

  

  名次 姓名  单 位  总分

  

  1  李耀俊  广州市晓港湾小学 62.9

  2  刘宇航  广州市晓港湾小学 61.7

  3  谭川海  上海市轮滑队 61.2

  4  张大泽  陕西创程地产轮滑队 59.1

  5  林童曦  广东健乐队 56.9

  6  刘浩然  陕西创程地产轮滑队 52.8

  

     裁判长：  副裁判长：  

 



 

 

            

    2008 年“米高杯”第 23 届全国花样轮滑锦标赛

   规定图形成绩公报 

  组别：少年女子甲组 2008-05-18

  

  名次 姓名  单 位  总分

  

  1  金明珠  上海市轮滑队 60.0

  2  刘韬  广东省轮滑一队 57.7

  3  李纵  上海市轮滑队 59.6

  4  下村瑶稚  香港特区轮滑代表一队 58.5

  5  潘秋晔  广州市轮滑队 52.8

  6  陈偲韵  广州市晓港湾小学 53.9

  7  李滢  广州市晓港湾小学 53.3

  8  张雯慧  广东健乐队 52.0

  9  李靖雯  陕西创程地产轮滑队 52.0

  10  陈伊楠  香港特区轮滑代表一队 50.4

  11  马雨珮  陕西创程地产轮滑队 50.7

  12  刘若云  广东省轮滑一队 50.8

  13  赵昕  陕西创程地产轮滑队 46.7

  

     裁判长：  副裁判长：  

 



 

 

            

    2008 年“米高杯”第 23 届全国花样轮滑锦标赛

   规定舞成绩公报 

  组别：舞蹈 2008-5-19 

  

  名次 姓名  单 位  总分

  

  
1 
 

芦婷/蔡君 
 

上海市轮滑队 70.3

  
2 
 

李鸽/蔡伟彬 
 

哈尔滨市轮滑协会 67.0

  
3 
 

倪祖莹/范俊斌 
 

广东健乐队 53.9

  
4 
 

陈浩琳/李耀俊 
 

广州市晓港湾小学 40.5

  

     裁判长：  副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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