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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代表队 团体得分 备注
1 杭州冬协 425

2 杭州悠泳 288

3 海曙冬协 96

4 杭冬熊猫 88

5 上海悠泳 80

6 嘉兴悠泳 74

7 缙云泳协 66

8 建德冬协 62

淳安泳协 60

温州泳协 52

长兴铁人 48

恒泰常州 42

泉州泳协 37

龙岩飞鱼 36

泰州冬协 33

菏泽冬泳 32

包头黄河 30

潮州冬协 29

淄博冬协 29

佛山冬泳 28

邯郸峰峰 26

柯桥冬泳 24

连江冬协 24

济宁冬协 21

鳌江泳协 20

奉贤冬协 20

温州腾姣 19

道县冬协 18

郎溪冬协 18

澳門總會 16

江北泳协 16

萧江冬协 14

杭州乐游乐 13

桐庐飞鹰 12

汉川泳协 11

宁德泳协 10

松原冬协 10

三门峡泳协 9

淮北冬协 8

平阳通乐 8

汉江晨泳 7

十堰冬协 2

2014年中国·千岛湖公开水域游泳公开赛
团体总分表



代表单位 名次

杭州冬协 1

杭州冬协 2

杭州冬协 3

上海悠泳 4

杭州冬协 5

杭州冬协 6

杭州冬协 7

杭州悠泳 8

泉州泳协

杭州冬协

嘉兴悠泳

杭州冬协

杭冬熊猫

杭州冬协

杭州悠泳

杭州冬协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刘佳如 恒泰常州 王新宇 杭州冬协 李海 杭州悠泳

周仁帅 鳌江泳协 陈玮 杭州冬协 洪峰 杭州悠泳

贺晨宇 包头黄河 王毅涵 杭州冬协 吴瑜亮 杭州悠泳

周键 长兴铁人 陆建忠 杭州冬协 倪青 杭州悠泳

刘俭帅 长兴铁人 曹一平 杭州冬协 孙嘉 恒泰常州

任健 淳安泳协 何伟 杭州冬协 虞凯 恒泰常州

胡闻达 淳安泳协 袁园 杭州冬协 顾勇刚 恒泰常州

王果成 淳安泳协 胡成志 杭州冬协 余永义 建德冬协

程贤勇 淳安泳协 陈超 杭州冬协 余林孝 建德冬协

董进军 奉贤冬协 张明涛 杭州冬协 谢惠平 建德冬协

王雷 奉贤冬协 胡小欢 杭州冬协 袁波 江北泳协

赵瑞光 奉贤冬协 黄国园 杭州冬协 章俊杰 缙云泳协

郑万辉 海曙冬协 牛祥宽 杭州冬协 胡宝龙 缙云泳协

诸益苗 海曙冬协 姚李峰 杭州冬协 宗红俊 郎溪冬协

许庆富 海曙冬协 李文奇 杭州冬协 刘必武 连江冬协

王长征 海曙冬协 蔡春生 杭州冬协 陈国梁 连江冬协

王化鹏 邯郸峰峰 扬秋苗 杭州冬协 吴竞 连江冬协

高涛 汉川泳协 何旭辉 杭州悠泳 陈国彬 泉州泳协

金琦峰 杭冬熊猫 蔡阳锋 杭州悠泳 顾之俊 上海悠泳

王翔宇 杭冬熊猫 陈超 杭州悠泳 王书卿 上海悠泳

赵晟凯 杭冬熊猫 单迎东 杭州悠泳 林万齐 上海悠泳

钱翀浩 杭冬熊猫 程俊 杭州悠泳 王必胜 上海悠泳

濮俊翔 杭州冬协 顾彧 杭州悠泳 余飞龙 上海悠泳

李辉 杭州冬协 操诚 杭州悠泳 孙睿 桐庐飞鹰

王琪慧 杭州冬协 庄楠 杭州悠泳 戴兵 桐庐飞鹰

于永义 杭州冬协 杨家将 杭州悠泳 杨绍丰 温州腾姣

骆朝康 杭州冬协 陈禄祺 杭州悠泳 周德勤 温州腾姣

潘磊 杭州冬协 周斌 杭州悠泳 林日团 温州腾姣

李四海 杭州冬协 张儒 杭州悠泳 董文钦 温州腾姣

郑建勇 杭州冬协

孙浩承

冯晟宇

姓名

施浩然

张泽萌

邱子阳

杨晓俊

陈宇霆

徐玮栋

成绩

   14:22.67

   14:23.25

   15:01.31

   15:43.77

张士旺

周翔

周浙炯

黄进富

李晟

李则军

吕瑞鸣

严海    20:49.88

   21:06.97

   16:30.29

   16:40.01

   18:10.36

   18:14.73

   18:17.42

   18:29.44

   18:41.32

   18:49.44

   18:49.92

   19:40.56

男子18-34岁 1000m



代表单位 名次

杭州冬协 1

杭州悠泳 2

上海悠泳 3

杭州悠泳 4

海曙冬协 5

海曙冬协 6

杭州悠泳 7

泉州泳协 8

淳安泳协

泉州泳协

上海悠泳

上海悠泳

杭州悠泳

泉州泳协

泉州泳协

杭州悠泳

嘉兴悠泳

杭州冬协

杭州冬协

长兴铁人

海曙冬协

上海悠泳

连江冬协

长兴铁人

杭州冬协

泉州泳协

长兴铁人

泉州泳协

桐庐飞鹰

杭州冬协

汉川泳协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周光授 鳌江泳协 于秋生 长兴铁人 商建宏 淳安泳协

刘思雷 鳌江泳协 赵文荣 长兴铁人 周忠改 道县冬协

杨介化 鳌江泳协 周卫良 长兴铁人 文斌 道县冬协

樊树森 包头黄河 余黎贵 淳安泳协 施欣忠 奉贤冬协

周保胜 包头黄河 邵勇兵 淳安泳协 鲍海峰 奉贤冬协

钦伟勋 长兴铁人 滕成锋 淳安泳协 陈嘉泉 佛山冬泳

潘涛 长兴铁人 陈军 淳安泳协 邵伟文 佛山冬泳

许正伟 长兴铁人 余冰 淳安泳协 陈迪军 海曙冬协

朱小良 长兴铁人 胡金远 淳安泳协 郭金霞 海曙冬协

费志强 长兴铁人 严海涛 淳安泳协 陆建新 海曙冬协

马创松 长兴铁人 周永平 淳安泳协 胡庆丰 海曙冬协

余有国 长兴铁人 汪猛 淳安泳协 于彭生 邯郸峰峰

管加付 长兴铁人 方建祥 淳安泳协 李峥 邯郸峰峰

李来胜 长兴铁人 钱爱民 淳安泳协 雷建虎 汉川泳协

高永斌 长兴铁人 周建平 淳安泳协 卢宏伟 杭冬熊猫

   15:44.20

   16:08.82

姓名 成绩

   20:58.44

   21:07.07

   16:30.02

   17:45.29

   18:01.80

   18:43.76

   19:44.67

   20:03.14

   20:29.02

   20:29.45

   20:38.39

   20:39.10

   22:34.82

   22:41.48

   22:50.76

   22:01.54

   22:03.01

   22:04.33

   22:05.36

   22:07.67

   22:11.09

包昌宗

甄毅

   22:13.36

   22:14.19

   21:11.73

   21:22.28

   21:26.90

   21:29.82

   21:48.32

   22:00.82

权柯

竹祥

施圣海

张韬

陈全华

王宵明

叶敏

沈基础

胡智灵

邱金赞

罗鹏

孙大圣

汤家材

郭世默

林明灿

徐升东

卢森军

徐慧前

应杰

陶永明

孙成立

王林

肖昌

徐海华

汤建辉

蔡璘辉

陶敦礼

沈实践

郭红祥

男子35-44岁 1000m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施建伟 杭冬熊猫 李克 菏泽冬泳 李光咏 郎溪冬协

胡玮 杭州冬协 朱俊合 菏泽冬泳 王志群 郎溪冬协

杨向军 杭州冬协 宋涛 菏泽冬泳 龙羽 郎溪冬协

邓士军 杭州冬协 孙纯峰 菏泽冬泳 杨建林 郎溪冬协

胡兵 杭州冬协 李常春 菏泽冬泳 张正平 郎溪冬协

钱涛 杭州冬协 张治锴 恒泰常州 肖斌 连江冬协

周伟群 杭州冬协 吴斌 淮北冬协 董学政 连江冬协

张伟 杭州冬协 李凯 淮北冬协 陈许 连江冬协

蒋跃平 杭州冬协 闫新河 淮北冬协 谢昌崧 连江冬协

丁寅 杭州冬协 王彦升 济宁冬协 黄锋侯 泉州泳协

黄建平 杭州冬协 孙亚旭 济宁冬协 张瑞东 三门峡泳协

詹志良 杭州冬协 刘国梁 济宁冬协 王峰 上海悠泳

李细兵 杭州冬协 庞建 济宁冬协 王伟 上海悠泳

查红喜 杭州冬协 李同兴 济宁冬协 魏康 上海悠泳

吴雷 杭州冬协 芦爱明 嘉兴悠泳 李竞舟 上海悠泳

高胜华 杭州冬协 洪东潮 建德冬协 王志宏 上海悠泳

姚古兵 杭州冬协 阮卫祥 建德冬协 蒋增 上海悠泳

胡文巍 杭州冬协 胡永斌 建德冬协 王晓东 上海悠泳

赵骏 杭州冬协 陈一松 建德冬协 李彦斌 松原冬协

朱文 杭州冬协 李淳成 建德冬协 闫和欣 松原冬协

董小波 杭州冬协 唐鸣升 建德冬协 申屠李泳 桐庐飞鹰

方剑 杭州冬协 余洪彬 建德冬协 申屠坤全 桐庐飞鹰

梅松 杭州冬协 孙德强 江北泳协 申屠柏钢 桐庐飞鹰

周建峰 杭州冬协 刘青松 江北泳协 潘俊峰 桐庐飞鹰

潘辉平 杭州冬协 施伟庆 缙云泳协 洪军 桐庐飞鹰

虞伟 杭州冬协 施利平 缙云泳协 赵建国 桐庐飞鹰

蔡荣平 杭州冬协 胡琼魁 缙云泳协 周平 温州腾姣

邹正伟 杭州冬协 卢国清 缙云泳协 白炳周 温州腾姣

陈洪 杭州悠泳 吕志康 缙云泳协 王贤海 温州腾姣

杨群虎 杭州悠泳 徐南进 缙云泳协 毛芳惠 温州腾姣

钱锐 杭州悠泳 吕俊 缙云泳协 白福清 温州腾姣

宦国华 杭州悠泳 吕周勇 缙云泳协 王青银 温州腾姣

楼国彪 杭州悠泳 李周勇 缙云泳协 阮声隆 宁德泳协

黄志华 杭州悠泳 杜干勇 缙云泳协 王建平 宁德泳协

李文权 杭州悠泳 陈伟扬 缙云泳协 施国强 宁德泳协

段伟 菏泽冬泳 王志春 缙云泳协 郭族伟 宁德泳协

代表单位 名次

杭州冬协 1

杭州冬协 2

海曙冬协 3

杭州悠泳 4

杭州悠泳 5

杭州冬协 6

杭州冬协 7

海曙冬协 8

海曙冬协

杭州冬协

成绩

高洪祝

宋东

王薛康

苏华

赵路春

姓名

陈润强

金维中

孙天明

黄国定

朱陈行

   20:44.13

   20:57.54

   20:59.70

   21:01.83

   21:07.89

男子45-54岁 1000m

   17:00.45

   17:59.00

   18:14.39

   19:17.51

   20:16.02



代表单位 名次

上海悠泳

平阳通乐

杭州冬协

杭州冬协

杭州悠泳

杭州悠泳

杭州冬协

杭州冬协

泉州泳协

杭州悠泳

杭州冬协

长兴铁人

上海悠泳

杭州悠泳

杭冬熊猫

杭州冬协

杭州冬协

泉州泳协

龙岩飞鱼

海曙冬协

杭州冬协

澳門總會

上海悠泳

佛山冬泳

杭州冬协

杭州悠泳

建德冬协

包头黄河

杭冬熊猫

杭州冬协

建德冬协

上海悠泳

桐庐飞鹰

龙岩飞鱼

建德冬协

松原冬协

建德冬协

上海悠泳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温积调 鳌江泳协 刘忠平 长兴铁人 吴刚 长兴铁人

李正晔 鳌江泳协 戴华 长兴铁人 孙云荣 长兴铁人

徐满成 包头黄河 于生法 长兴铁人 刘忠云 长兴铁人

王建 北泳个人 张新生 长兴铁人 陈仰隆 潮州冬协

钱伟杰 长兴铁人 唐光兴 长兴铁人 沈建南 潮州冬协

宋金福 长兴铁人 戴苍生 长兴铁人 姜向阳 淳安泳协

吴鸿广 长兴铁人 章金明 长兴铁人 方新生 淳安泳协

孙明华 长兴铁人 罗盛 长兴铁人 洪伟平 淳安泳协

王宪 长兴铁人 朱洪林 长兴铁人 陈建国 淳安泳协

韩金友 长兴铁人 佘九文 长兴铁人 陈益生 淳安泳协

吴美堂 长兴铁人 葛黎明 长兴铁人 许壮毅 淳安泳协

许益生

纪振国

史保钢

白洪亮

陈志明

邓卫中

王建祥

鲍晓东

惠明

俞林方

王崇明

徐錫棠

林飞跃

严群芳

KevinLu

王剑强

陈雪亭

于洪

董政

林志通

戴海水

林建

李红林

梁培钧

许仲良

张海潮

周小兵

张敏

吕新

曾庆生

陈伟平

殷识时

黄国朝

张兴贵

王学兴

   21:57.39

   22:13.13

   21:26.07

   21:36.77

   21:39.86

   21:46.83

   21:48.29

   21:49.39

   21:51.45

   22:49.14

   22:51.10

   22:14.07

   22:24.52

   22:30.17

   22:30.97

   22:31.80

   22:34.42

   22:36.06

   22:39.08

   22:45.44

   22:48.72

   23:43.14

   23:54.39

   22:51.14

   22:54.66

   22:55.27

   23:01.48

   23:05.92

   23:12.07

   23:12.08

   23:23.20

   23:31.23

   23:34.84

   24:10.82

   24:48.13

   24:52.69

   25:11.27

   25:15.89

张彬

童纪飞

袁春奇

姓名 成绩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余昌敏 淳安泳协 李文龙 杭州冬协 周黎明 杭州悠泳

方小平 淳安泳协 袁绍华 杭州冬协 张优庆 杭州悠泳

蒋元国 道县冬协 蓝建荣 杭州冬协 蒋永根 杭州悠泳

蔡月弟 奉贤冬协 赖红芳 杭州冬协 胡超群 杭州悠泳

甘青峰 奉贤冬协 钱健康 杭州冬协 张建新 杭州悠泳

李进领 奉贤冬协 吴军华 杭州冬协 钱俊峰 杭州悠泳

许建华 奉贤冬协 尙江泉 杭州冬协 肖云富 杭州悠泳

张日华 奉贤冬协 孙金山 杭州冬协 蔡兴明 杭州悠泳

顾忠伟 奉贤冬协 蒋立新 杭州冬协 张浩 杭州悠泳

吴健明 奉贤冬协 邵渭力 杭州冬协 王荣业 杭州悠泳

张文达 奉贤冬协 林克强 杭州冬协 金新华 杭州悠泳

张东流 佛山冬泳 裘其思 杭州冬协 方宏惠 杭州悠泳

陈文忠 佛山冬泳 王实平 杭州冬协 田绪印 菏泽冬泳

陶铭祥 佛山冬泳 赵矿东 杭州冬协 程连栋 菏泽冬泳

马荣忠 佛山冬泳 葛福兴 杭州冬协 时圣民 菏泽冬泳

梁锦辉 佛山冬泳 贺建功 杭州冬协 白全省 菏泽冬泳

郭裕棉 佛山冬泳 高荣华 杭州冬协 王洪民 菏泽冬泳

邹红标 海曙冬协 陆元林 杭州冬协 刘汉宇 菏泽冬泳

陆海章 海曙冬协 顾剑明 杭州冬协 羊爱民 菏泽冬泳

汤巨芳 海曙冬协 张侃 杭州冬协 李排军 菏泽冬泳

叶佰权 海曙冬协 陈竹文 杭州冬协 白益球 恒泰常州

赵明 邯郸峰峰 郭德顺 杭州冬协 刘伟 淮北冬协

李建国 邯郸峰峰 侯文龙 杭州冬协 刘仍森 淮北冬协

马勇庆 邯郸峰峰 金伟民 杭州冬协 蔡永明 淮北冬协

张青祥 邯郸峰峰 吴益鸣 杭州冬协 张雄心 淮北冬协

武兴旺 邯郸峰峰 黄伟光 杭州冬协 朱洪森 济宁冬协

史海生 邯郸峰峰 张杭 杭州冬协 张教洪 济宁冬协

秦玉禄 邯郸峰峰 陆健 杭州冬协 魏善举 济宁冬协

杨志华 汉川泳协 宋海滨 杭州冬协 马伟 济宁冬协

祝晓兵 汉川泳协 於国华 杭州冬协 丁大勇 济宁冬协

方跃兵 汉川泳协 李强 杭州冬协 范雷 济宁冬协

李三豹 汉川泳协 缪文海 杭州冬协 刘志专 济宁冬协

常远平 汉江晨泳 魏东 杭州冬协 王建 济宁冬协

周斌 汉江晨泳 葛峰 杭州冬协 刘丹民 建德冬协

晏军 汉江晨泳 包维旦 杭州悠泳 于凤江 建德冬协

邱飞 汉江晨泳 陈政 杭州悠泳 游贵荣 建德冬协

沈小荣 杭冬熊猫 章值华 杭州悠泳 方华 建德冬协

方小红 杭冬熊猫 陆帜 杭州悠泳 傅小明 建德冬协

章坪 杭冬熊猫 吴卫平 杭州悠泳 余明伟 建德冬协

刘恩 杭冬熊猫 吕济远 杭州悠泳 徐联运 建德冬协

李荣伟 杭冬熊猫 胡景培 杭州悠泳 施旭 建德冬协

蒋凡 杭冬熊猫 卢春中 杭州悠泳 傅永辉 建德冬协

曹国伟 杭冬熊猫 喻志刚 杭州悠泳 周建卫 建德冬协

杨建民 杭冬熊猫 张福健 杭州悠泳 陈礼明 建德冬协

徐有明 杭冬熊猫 钱国伟 杭州悠泳 林宏 建德冬协

曹军波 杭州冬协 张宇 杭州悠泳 周安 建德冬协

惠平 杭州冬协 冯元群 杭州悠泳 徐棋坤 建德冬协

许金川 杭州冬协 周仲生 杭州悠泳 王一飞 建德冬协

许红卫 杭州冬协 薛敏 杭州悠泳 童新华 建德冬协

吴金余 杭州冬协 巫海 杭州悠泳 周伟 建德冬协

杨杰 杭州冬协 沈健 杭州悠泳 沈建忠 建德冬协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周勇忠 建德冬协 赵益良 缙云泳协 李龙 龙岩飞鱼

许其亮 建德冬协 柳章龙 缙云泳协 杨再声 龙岩飞鱼

仇承德 建德冬协 吕耀庚 缙云泳协 罗文理 龙岩飞鱼

于远明 建德冬协 赵建总 缙云泳协 张仁杰 龙岩飞鱼

杨四华 缙云泳协 张勇 郎溪冬协 高寿熙 平阳通乐

王晓春 缙云泳协 方玉胜 郎溪冬协 许文敬 泉州泳协

麻伟强 缙云泳协 戴毓义 郎溪冬协 杨水山 三门峡泳协

赵振亮 缙云泳协 谷孝龙 郎溪冬协 张大华 松原冬协

吕东平 缙云泳协 朱传兵 郎溪冬协 李庆丰 松原冬协

胡新贵 缙云泳协 高水勇 郎溪冬协 潘学 松原冬协

朱建平 缙云泳协 杨建平 郎溪冬协 卢振辉 松原冬协

徐继红 缙云泳协 王煜生 郎溪冬协 倪金峰 桐庐飞鹰

陈立田 缙云泳协 李齐文 郎溪冬协 王永平 桐庐飞鹰

吕雪东 缙云泳协 胡春山 郎溪冬协 高光明 淄博冬协

吕旭朝 缙云泳协 张杰 郎溪冬协 王立军 淄博冬协

汪满章 缙云泳协 杨拯 连江冬协 杨国兴 淄博冬协

吕振飞 缙云泳协 陈峰 连江冬协 胡立新 淄博冬协

樊伟方 缙云泳协 黄德辉 龙岩飞鱼 任平 淄博冬协

吕邵俊 缙云泳协 邵伟文 龙岩飞鱼 李实宏 淄博冬协

项立杰 缙云泳协 叶孙海 龙岩飞鱼 郑雄 宁德泳协

卢平楚 缙云泳协 梁振伟 龙岩飞鱼 李敏春 宁德泳协

丁泽强 缙云泳协 苏南宝 龙岩飞鱼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杭州冬协 1

澳門總會 2

杭州悠泳 3

恒泰常州 4

上海悠泳 5

嘉兴悠泳 6

淄博冬协 7

嘉兴悠泳 8

杭州悠泳

杭州冬协

杭州悠泳

澳門總會

上海悠泳

杭州悠泳

杭州悠泳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何炳登 澳門總會 吴寿昌 淳安泳协 刘国炳 道县冬协

齐南平 包头黄河 陈达伟 淳安泳协 唐明 道县冬协

黄鹿鹿 长兴铁人 徐盾 淳安泳协 胡土华 道县冬协

顾坚力 长兴铁人 宋振宏 淳安泳协 刘耀学 道县冬协

严家富 长兴铁人 管樟平 淳安泳协 蒋海林 道县冬协

蒋伟峰 长兴铁人 李建华 淳安泳协 闵永春 奉贤冬协

姜金平 淳安泳协 刘辉智 道县冬协 顾志明 奉贤冬协

管跃

王伟钢

胡洪水

韋德榮

尹鸣华

蒋继中

张永生

赵愚夫

陆庆和

張滿洪

高建淳

   19:29.44

   19:40.98

   19:46.63

   19:54.86

   20:36.23

   20:45.68

   20:53.63赵继华

周柏荣

   22:11.39

   22:14.20王建国

丁建桥

   21:04.56

   21:09.08

   21:20.07

   21:23.30

   22:40.10

   22:57.77

男子55-60岁 1000m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唐荣刚 奉贤冬协 潘鸣放 杭州冬协 顾达飞 建德冬协

陈沪 奉贤冬协 朱耀钢 杭州冬协 汪洋 建德冬协

胡禾青 奉贤冬协 朱建华 杭州冬协 吕关仁 建德冬协

顾友良 奉贤冬协 包力行 杭州冬协 周志贤 建德冬协

李向红 佛山冬泳 李萌华 杭州冬协 章建国 建德冬协

张平 个人 翟爱民 杭州冬协 朱毅 缙云泳协

周志伟 海曙冬协 徐丰安 杭州冬协 赵祖耀 缙云泳协

柴玉林 邯郸峰峰 罗吼 杭州悠泳 麻林然 缙云泳协

薛韵江 邯郸峰峰 郑飞 杭州悠泳 吕建民 缙云泳协

唐江 汉江晨泳 孟晓滨 杭州悠泳 吕志新 缙云泳协

邹成庆 汉江晨泳 董鲁人 杭州悠泳 赵国强 缙云泳协

李中锋 汉江晨泳 孙健 杭州悠泳 朱育南 缙云泳协

郑德根 杭州冬协 丁灿民 杭州悠泳 方建平 郎溪冬协

周晓群 杭州冬协 沈苗荣 杭州悠泳 吴寿嵩 连江冬协

张学 杭州冬协 陈建生 杭州悠泳 陈勇 连江冬协

徐昌林 杭州冬协 陈宪 杭州悠泳 杨先和 连江冬协

陈君达 杭州冬协 韩登程 杭州悠泳 康松华 龙岩飞鱼

陶国平 杭州冬协 吴建新 杭州悠泳 邱方健 龙岩飞鱼

张胜法 杭州冬协 老健翔 杭州悠泳 连黄洪 龙岩飞鱼

张卫平 杭州冬协 田德龙 杭州悠泳 陈星生 龙岩飞鱼

王传林 杭州冬协 王青民 杭州悠泳 修德平 龙岩飞鱼

高锡标 杭州冬协 李杰 杭州悠泳 李叶光 泉州泳协

高正耀 杭州冬协 李松亮 菏泽冬泳 公维欣 泉州泳协

赵叔华 杭州冬协 李慧民 菏泽冬泳 姚红福 三门峡泳协

张胜法 杭州冬协 高祥民 菏泽冬泳 南跃峰 三门峡泳协

施国庆 杭州冬协 赵先义 菏泽冬泳 赵兆群 三门峡泳协

丁水明 杭州冬协 韩力民 菏泽冬泳 张苏来 三门峡泳协

胡七林 杭州冬协 胡宝庆 菏泽冬泳 魏丕庆 上海悠泳

彭开烈 杭州冬协 包道森 淮北冬协 李子谦 松原冬协

洪春生 杭州冬协 权慧敏 济宁冬协 杨加振 松原冬协

姚扬中 杭州冬协 崔德平 济宁冬协 高志忠 松原冬协

王伟明 杭州冬协 薛颜平 济宁冬协 赵世洲 淄博冬协

魏建荣 杭州冬协 杨飞 嘉兴悠泳 崔鲁博 淄博冬协

曹谊鸣 杭州冬协 周宏 建德冬协 耿新伟 淄博冬协

余茂华 杭州冬协 徐建明 建德冬协 陈廷成 宁德泳协

方梦尧 杭州冬协 亓卞 建德冬协 郑梅芳 宁德泳协

余志隆 杭州冬协 周纪生 建德冬协 吴高云 宁德泳协

商方谷 杭州冬协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杭州冬协 1

杭州冬协 2

杭州冬协 3

上海悠泳 4

杭州悠泳 5

杭州冬协 6

杭州悠泳 7

泉州泳协 8

   18:57.99

   19:30.77

   19:44.90

   18:27.42

   17:11.30

   17:59.83

   18:14.68

   18:23.81

于雪冰

金自彤

陈丽

陆慧君

陶巍

徐珏

金维佳

林妮娜

女子18-34岁 1000m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龙岩飞鱼

杭州冬协

上海悠泳

杭州冬协

海曙冬协

杭州冬协

长兴铁人

杭州冬协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赵露男 杭州冬协 樊家璐 杭州冬协 林彩云 连江冬协

龚蓓蓓 杭州冬协 刘吉平 杭州悠泳 滕舒蕴 连江冬协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杭州悠泳 1

杭州冬协 2

上海悠泳 3

杭州冬协 4

杭州悠泳 5

泉州泳协 6

杭州悠泳 7

江北泳协 8

菏泽冬泳

海曙冬协

杭州悠泳

杭州冬协

鳌江泳协

海曙冬协

建德冬协

杭州悠泳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林青青 鳌江泳协 孙晶 杭州冬协 丁敏 建德冬协

张万霞 包头黄河 孟彩群 杭州冬协 柴巍 建德冬协

高叶萍 长兴铁人 戚惠凤 杭州冬协 丁清华 缙云泳协

吴菊琴 淳安泳协 胡秀英 杭州悠泳 楼叶英 缙云泳协

商舒 淳安泳协 纪岩峰 杭州悠泳 王倩 连江冬协

朱爱俊 淳安泳协 章静芳 杭州悠泳 汪静 连江冬协

赵海英 淳安泳协 杨小芬 恒泰常州 吴凤金 连江冬协

岑彩云 海曙冬协 钱洁波 嘉兴悠泳 孙景云 连江冬协

郭小玲 邯郸峰峰 曾晓燕 嘉兴悠泳 赵月华 连江冬协

吴世蓉 杭州冬协 洪晓萍 嘉兴悠泳 魏秀清 连江冬协

方筱觎 杭州冬协 吴渊 建德冬协 陈黎敏 上海悠泳

陈涵 杭州冬协

   26:46.64

   21:39.30

   21:57.59

   23:04.21

   23:11.75

   28:35.62

   21:07.37

冯燕萍

宋双

女子35-44岁 1000m

陈丽华

朱一帆

丁忱欢

周方吉

谢科意

李雪

   27:35.43李晶

詹旭青

邵飞

罗静

梅红

张亚萍

张水英

徐海茵

万美芬

葛仑

王朝霞

孙冬梅

宋霄鹤

   20:31.32

   21:06.07

彭莉

孙晶晶

   18:08.67

   18:13.76

   18:21.20

   19:06.54

   21:53.57

   22:53.60

   23:01.80

   23:11.64

   23:58.57

   24:09.07

林美存    24:46.95

   25:31.02

   25:44.42

   26:08.54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杭州冬协 1

海曙冬协 2

嘉兴悠泳 3

嘉兴悠泳 4

恒泰常州 5

杭州悠泳 6

嘉兴悠泳 7

杭州冬协 8

嘉兴悠泳

杭州悠泳

海曙冬协

连江冬协

杭州悠泳

淳安泳协

淄博冬协

杭州冬协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孙述华 包头黄河 温贵青 杭州冬协 吴瑞萍 济宁冬协

宋建红 长兴铁人 汤虹 杭州冬协 蔡檬 济宁冬协

宣秀春 长兴铁人 许萌 杭州冬协 何秋利 济宁冬协

杨红华 淳安泳协 王黎娟 杭州冬协 刘小玲 建德冬协

唐蕴 淳安泳协 管华春 杭州冬协 胡红英 建德冬协

江美英 淳安泳协 蒋桂芝 杭州冬协 胡美娟 建德冬协

叶水香 淳安泳协 钟英艺 杭州冬协 何丽丹 缙云泳协

王萍贵 道县冬协 张春秒 杭州冬协 钭丽芬 缙云泳协

万宁芳 道县冬协 孙慧娟 杭州冬协 章静瑶 缙云泳协

蒋雪梅 道县冬协 徐秀娣 杭州冬协 朱爱丹 缙云泳协

张燕 佛山冬泳 丁梅 杭州冬协 王佩琼 缙云泳协

崔红卫 海曙冬协 缪兴美 杭州冬协 朱叶 缙云泳协

吕建平 邯郸峰峰 王晓燕 杭州冬协 马瑞兰 缙云泳协

蔺孝芹 邯郸峰峰 祝玮 杭州冬协 卢旭玲 缙云泳协

顾改秀 邯郸峰峰 陈静 杭州冬协 卢伟贞 缙云泳协

马静辉 邯郸峰峰 周素芬 杭州冬协 吕晓英 缙云泳协

章秀梅 杭州冬协 王新军 杭州悠泳 余丽萍 龙岩飞鱼

徐虹 杭州冬协 倪伟娟 杭州悠泳 兰珍 龙岩飞鱼

李文 杭州冬协 薛永晴 杭州悠泳 马瑞霞 三门峡泳协

惠歆红 杭州冬协 高月球 杭州悠泳 李金芳 淄博冬协

朱佩莉 杭州冬协 赵黎明 杭州悠泳 滕晓红 淄博冬协

王黎娟 杭州冬协 于红 杭州悠泳 王新 淄博冬协

李素英 杭州冬协 杨志宏 杭州悠泳 张伟 淄博冬协

曹玲玲 杭州冬协 丁伟娟 杭州悠泳 王萍 淄博冬协

裘晓波 杭州冬协 王月霞 菏泽冬泳 杨金娟 淄博冬协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杭州悠泳 1

恒泰常州 2

   23:30.06

   25:45.59

张小梅

林英

李慧

藏理理

女子45-54岁 1000m

钱美华

陆辉

刘波

胡群英

姚亚芳

毛献红

张屹

应有菊

   24:37.10

   24:38.78

许艳平

赖玮瑛

单霖霖

沈秀华

   24:57.16

   25:06.53

   25:56.23

   25:59.38

   24:46.73

   24:52.45

   20:40.48

   22:04.06

   22:31.64

   22:46.23

   24:35.05

   24:35.71

女子55-60岁 1000m

   26:06.39

   26:30.51

张凯

王玲儿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海曙冬协 3

嘉兴悠泳 4

杭州悠泳 5

缙云泳协 6

海曙冬协 7

杭州悠泳 8

淄博冬协

泉州泳协

杭州悠泳

杭州悠泳

杭州冬协

建德冬协

杭州冬协

杭州冬协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宋国琪 包头黄河 叶肖音 杭州冬协 许玫 杭州悠泳

张向真 包头黄河 孟德民 杭州冬协 周林 菏泽冬泳

童兵义 淳安泳协 杨晓燕 杭州冬协 袁建明 嘉兴悠泳

徐颖 邯郸峰峰 周晓青 杭州冬协 王永立 缙云泳协

洪桂江 邯郸峰峰 沈信娟 杭州冬协 李鹏 三门峡泳协

孙秀芳 邯郸峰峰 马雅云 杭州悠泳 马敏 淄博冬协

龚云霞 邯郸峰峰 吴慧英 杭州悠泳 于华兰 淄博冬协

史素梅 杭州冬协 陈芳云 杭州悠泳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郑维国 鳌江泳协 李金莲 包头黄河 张壮勇 潮州冬协

徐定国 鳌江泳协 任先玲 包头黄河 黄忠强 潮州冬协

周洋 鳌江泳协 叶建莉 包头黄河 陈克明 潮州冬协

叶帮稿 鳌江泳协 李锁鱼 包头黄河 张燕周 潮州冬协

柳胜权 鳌江泳协 张晓平 包头黄河 陆建伟 潮州冬协

陈礼辉 鳌江泳协 吕临英 包头黄河 蔡朝湘 潮州冬协

林耳票 鳌江泳协 孟智英 包头黄河 吴宏深 潮州冬协

董国印 鳌江泳协 王淑娟 包头黄河 刘振东 潮州冬协

陈德宣 鳌江泳协 陈培俊 包头黄河 吕楚雄 潮州冬协

吴圣光 鳌江泳协 李霞 包头黄河 苏浩毅 潮州冬协

高满足 鳌江泳协 王友龙 北泳个人 邱树钿 潮州冬协

王胜小 鳌江泳协 李银凤 北泳个人 刘枫 潮州冬协

陈钢 包头黄河 李菲 北泳个人 苏煌 潮州冬协

李珍珍 包头黄河 邱培江 潮州冬协 陈燕珊 潮州冬协

焦彦 包头黄河 张汉芝 潮州冬协 陈少敏 潮州冬协

杨恩莲 包头黄河 程国钧 潮州冬协 许妙君 潮州冬协

苏铁平 包头黄河 佃树南 潮州冬协 许舜英 潮州冬协

崔凤珍 包头黄河 刘振文 潮州冬协 臧春丽 潮州冬协

孟庆珍 包头黄河 彭文强 潮州冬协 洪建军 淳安泳协

张凤英 包头黄河 吴德恭 潮州冬协 王红卫 淳安泳协

王凤华 包头黄河 蔡玉通 潮州冬协 王建有 淳安泳协

张静威 包头黄河 刘泽涛 潮州冬协 邵维忠 淳安泳协

刘桂英

   25:48.88

   26:41.22

   29:24.10

   26:44.34

   26:52.09

   27:04.81

   27:07.03

   27:08.47

   27:21.88

程军伟

林幼且

高新秀

李小榕

林亚君

陈曼韵

姜萍

顾剑华

粱玉芳

朱江枫

陈凤珠

   27:59.53

   28:02.56

   28:24.63

男女18-65岁 500m

周亚萍

金素琴

   29:18.91

   29:22.08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余健 淳安泳协 刘红新 汉川泳协 来招弟 杭冬熊猫

方樟龙 淳安泳协 章国祥 汉川泳协 陈美珍 杭冬熊猫

唐筱正 淳安泳协 张珊 汉川泳协 朱莲瑛 杭冬熊猫

胡金山 淳安泳协 马克英 汉川泳协 李虚怀 杭冬熊猫

赖水明 淳安泳协 章云峰 杭冬熊猫 李重 杭冬熊猫

江胜红 淳安泳协 程哓君 杭冬熊猫 方盈莹 杭冬熊猫

祁华斌 淳安泳协 梅建民 杭冬熊猫 胡雅娟 杭冬熊猫

郑淑娟 淳安泳协 周建国 杭冬熊猫 涂真 杭冬熊猫

伊海洋 淳安泳协 陈永振 杭冬熊猫 徐松娟 杭冬熊猫

潘冬兰 淳安泳协 俞建峰 杭冬熊猫 王莺莺 杭冬熊猫

张巧鸣 淳安泳协 黄定军 杭冬熊猫 周旭梅 杭冬熊猫

管国辉 道县冬协 张韬 杭冬熊猫 陈媚媚 杭冬熊猫

符放时 道县冬协 过海 杭冬熊猫 鲍其泽 杭冬熊猫

何师龙 道县冬协 傅金根 杭冬熊猫 姚丹妮 杭冬熊猫

廖明球 道县冬协 毛建钢 杭冬熊猫 吴惠英 杭冬熊猫

何戚继 道县冬协 童毅 杭冬熊猫 叶莉莉 杭冬熊猫

胡新娥 道县冬协 高新龙 杭冬熊猫 李静芝 杭冬熊猫

刘国连 奉贤冬协 陈国元 杭冬熊猫 俞秀英 杭冬熊猫

陈嘉波 佛山冬泳 郑雷 杭冬熊猫 乔臻英 杭冬熊猫

何兆炽 佛山冬泳 王礼森 杭冬熊猫 徐丽娟 杭冬熊猫

朱智辉 佛山冬泳 徐军 杭冬熊猫 张萍 杭冬熊猫

陈启韶 佛山冬泳 林雁 杭冬熊猫 叶岚 杭冬熊猫

夏汉平 佛山冬泳 陆国铭 杭冬熊猫 魏忆 杭冬熊猫

陈喜欢 佛山冬泳 肖川忠 杭冬熊猫 厉金水 杭州冬协

陈明辉 佛山冬泳 于杭生 杭冬熊猫 黄山松 杭州冬协

罗兆江 佛山冬泳 周建武 杭冬熊猫 王中夫 杭州冬协

黄志辉 佛山冬泳 俞尧兴 杭冬熊猫 吕文宗 杭州冬协

孔碧贤 佛山冬泳 杜建才 杭冬熊猫 褚海荣 杭州冬协

潘惠仙 佛山冬泳 盛春 杭冬熊猫 詹立文 杭州冬协

冼景良 佛山冬泳 胡伟 杭冬熊猫 何金仁 杭州冬协

池淡玲 佛山冬泳 徐进财 杭冬熊猫 高涌惠 杭州冬协

吴淑贤 佛山冬泳 徐洁荣 杭冬熊猫 徐长苗 杭州冬协

李丽彩 佛山冬泳 骆大民 杭冬熊猫 蔡福道 杭州冬协

刘惠萍 佛山冬泳 罗炎雄 杭冬熊猫 陈新华 杭州冬协

姚红 佛山冬泳 韩茂林 杭冬熊猫 韩啸麟 杭州冬协

俞四华 海曙冬协 褚品海 杭冬熊猫 陈赞 杭州冬协

竺履登 海曙冬协 余国松 杭冬熊猫 卢山 杭州冬协

史祖良 海曙冬协 王正和 杭冬熊猫 卢明 杭州冬协

王岩顺 海曙冬协 陶荣昌 杭冬熊猫 施正跃 杭州冬协

苏志勇 海曙冬协 杨春 杭冬熊猫 桂钢 杭州冬协

李海平 海曙冬协 金国煥 杭冬熊猫 粱煜 杭州冬协

俞永丰 海曙冬协 张治辉 杭冬熊猫 臧世平 杭州冬协

陆静妹 海曙冬协 项根法 杭冬熊猫 付艳红 杭州冬协

俞幼蛾 海曙冬协 马尔 杭冬熊猫 胡培群 杭州乐游乐

陈玲娜 海曙冬协 洪东旭 杭冬熊猫 杨毅 杭州乐游乐

谢红 海曙冬协 高炯林 杭冬熊猫 缑东元 杭州乐游乐

王宏峰 邯郸峰峰 黄文祥 杭冬熊猫 谢耀琪 杭州乐游乐

赵子平 邯郸峰峰 刘煜豪 杭冬熊猫 穆春来 杭州乐游乐

徐世勇 邯郸峰峰 陈朴 杭冬熊猫 钟一波 杭州乐游乐

赵学格 邯郸峰峰 张钱平 杭冬熊猫 吴陆仙 杭州乐游乐

张香慧 邯郸峰峰 孙小敏 杭冬熊猫 陈瑶隆 杭州乐游乐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陈祥明 杭州乐游乐 李福领 菏泽冬泳 斯关海 柯桥冬泳

訾一兵 杭州乐游乐 郭立 菏泽冬泳 金永富 柯桥冬泳

吴剑英 杭州乐游乐 沈桂云 菏泽冬泳 史锦荣 柯桥冬泳

杨卫卫 杭州乐游乐 杨平 菏泽冬泳 唐马熊 柯桥冬泳

吴建铭 杭州乐游乐 单国荣 恒泰常州 苏乐鸣 柯桥冬泳

顾青 杭州悠泳 周萍 恒泰常州 张国湘 柯桥冬泳

张佳 杭州悠泳 许静 恒泰常州 孔志康 柯桥冬泳

陈刚 杭州悠泳 丁伟华 恒泰常州 袁英雄 柯桥冬泳

吕杰 杭州悠泳 赵英娟 恒泰常州 姚建林 柯桥冬泳

沈亮 杭州悠泳 王琴芳 恒泰常州 孙德伟 柯桥冬泳

谢宇晨 杭州悠泳 严爱文 恒泰常州 郭仁荣 柯桥冬泳

邹晓晖 杭州悠泳 孔胜兆 济宁冬协 方兴龙 柯桥冬泳

姜乃明 杭州悠泳 马振奎 济宁冬协 娄仁泉 柯桥冬泳

贺晟旻 杭州悠泳 孙云权 嘉兴悠泳 郭仁荣 柯桥冬泳

王弋川 杭州悠泳 陈曙光 嘉兴悠泳 杨绍花 柯桥冬泳

施伟明 杭州悠泳 毛伟忠 嘉兴悠泳 杨国英 柯桥冬泳

朱振宏 杭州悠泳 倪士高 嘉兴悠泳 潘晓英 柯桥冬泳

蒋文平 杭州悠泳 顾关友 嘉兴悠泳 章霞 柯桥冬泳

倪建江 杭州悠泳 沈长根 嘉兴悠泳 梁灵芝 柯桥冬泳

庞国兴 杭州悠泳 季登权 嘉兴悠泳 干美娣 柯桥冬泳

胡海宁 杭州悠泳 顾宁生 嘉兴悠泳 毛新美 柯桥冬泳

黄国桥 杭州悠泳 徐春 嘉兴悠泳 邱长华 龙岩飞鱼

赵利忠 杭州悠泳 蒋建平 嘉兴悠泳 郭明章 龙岩飞鱼

钱海祥 杭州悠泳 沈群 嘉兴悠泳 林清辉 龙岩飞鱼

朱杭建 杭州悠泳 莫雅琴 嘉兴悠泳 江晓燕 龙岩飞鱼

黎骄 杭州悠泳 吴吉 嘉兴悠泳 章薇 龙岩飞鱼

郑老长 杭州悠泳 施霞青 嘉兴悠泳 修永凤 龙岩飞鱼

金建清 杭州悠泳 沈永萍 嘉兴悠泳 邓玲 龙岩飞鱼

施克平 杭州悠泳 伊樟荣 建德冬协 张洁 龙岩飞鱼

章青荣 杭州悠泳 冯福生 建德冬协 张礼英 龙岩飞鱼

陈应钏 杭州悠泳 李小林 建德冬协 张建秀 龙岩飞鱼

高子鹏 杭州悠泳 陶建华 建德冬协 程小恩 龙岩飞鱼

陈钢 杭州悠泳 高宗训 建德冬协 张跃鸣 龙岩飞鱼

麻卫东 杭州悠泳 张逊 建德冬协 陈虹 龙岩飞鱼

卓峻 杭州悠泳 朱敏毓 建德冬协 林群娟 龙岩飞鱼

邬建南 杭州悠泳 张铮 建德冬协 王婉芬 龙岩飞鱼

吴伯祥 杭州悠泳 张霞萍 建德冬协 陆康荣 宁德泳协

王黎娟 杭州悠泳 孔繁励 江北泳协 周月亮 平阳通乐

唐海燕 杭州悠泳 黄朝江 江北泳协 杨志玉 平阳通乐

曹陈雨婷 杭州悠泳 赵允 江北泳协 戴福纪 平阳通乐

周勇勇 杭州悠泳 袁书理 江北泳协 吴允畴 平阳通乐

吴相宜 杭州悠泳 郎守义 江北泳协 员智斌 三门峡泳协

王根娣 杭州悠泳 沙山 江北泳协 金莉华 上海悠泳

吴倩丽 杭州悠泳 戴光婷 江北泳协 罗晶 上海悠泳

陈峻梅 杭州悠泳 徐振兰 江北泳协 张顺心 十堰冬协

叶红 杭州悠泳 楼自强 缙云泳协 王斌 十堰冬协

吴庆珍 杭州悠泳 周陈宝 缙云泳协 陈永明 泰州冬协

冯美利 杭州悠泳 应耀强 缙云泳协 刘虎保 泰州冬协

王世兰 菏泽冬泳 金百康 柯桥冬泳 张强 泰州冬协

张晋安 菏泽冬泳 何土根 柯桥冬泳 江泽春 泰州冬协

李庆堂 菏泽冬泳 史友荣 柯桥冬泳 程宏 泰州冬协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姓名 代表单位

朱根山 泰州冬协 苏春娟 温州腾姣 王志武 温州泳协

胡利胜 泰州冬协 戴崇银 温州泳协 廖远国 温州泳协

陈少锦 泰州冬协 张日义 温州泳协 奚松青 温州泳协

周浩 泰州冬协 朱显德 温州泳协 韩云月 温州泳协

曹爱民 泰州冬协 石忠义 温州泳协 严金浩 温州泳协

楚天舒 泰州冬协 赵向武 温州泳协 金明华 温州泳协

王玉宽 泰州冬协 余少和 温州泳协 陈锦森 温州泳协

张安祥 泰州冬协 李益帆 温州泳协 沈建设 温州泳协

曹苏荣 泰州冬协 陈中义 温州泳协 杨松林 温州泳协

王庆和 泰州冬协 程国荣 温州泳协 陈红喜 温州泳协

周飞 泰州冬协 南剑慧 温州泳协 叶敏 温州泳协

朱其佶 泰州冬协 赵建敏 温州泳协 叶利珍 温州泳协

孟咸爱 泰州冬协 胡小芳 温州泳协 徐小花 温州泳协

唐健 泰州冬协 虞启雷 温州泳协 王爱容 温州泳协

王宁 泰州冬协 陈建彬 温州泳协 郑晓燕 温州泳协

吴奋林 泰州冬协 林国杰 温州泳协 范若梅 温州泳协

霍新华 泰州冬协 刘长中 温州泳协 范若萍 温州泳协

姜楼生 泰州冬协 周经武 温州泳协 麻素芬 温州泳协

王伟庆 泰州冬协 翁筱慧 温州泳协 毛方胜 萧江冬协

曹永林 泰州冬协 周人驹 温州泳协 萧志德 萧江冬协

赵鸿光 泰州冬协 杨敏 温州泳协 潘克服 萧江冬协

朱桂林 泰州冬协 郑和南 温州泳协 潘志兵 萧江冬协

潘金华 泰州冬协 应信实 温州泳协 萧云顷 萧江冬协

周莉 泰州冬协 陈小明 温州泳协 赵章鸟 萧江冬协

郭素美 泰州冬协 周小芳 温州泳协 陈志渺 萧江冬协

储琴麟 泰州冬协 季强华 温州泳协 毛芳慧 萧江冬协

刘新莉 泰州冬协 郑武 温州泳协 毛振跑 萧江冬协

蔡红珍 泰州冬协 徐瑞金 温州泳协 朱坤乐 萧江冬协

白洪叶 温州腾姣 黄洪杰 温州泳协 萧振潭 萧江冬协

王玉和 温州腾姣 张定新 温州泳协 葛海峰 萧江冬协

苏志荣 温州腾姣 王国荛 温州泳协 王良教 萧江冬协

苏忠鹤 温州腾姣 胡瑞新 温州泳协 王光巧 萧江冬协

苏立宏 温州腾姣 刘瑞庆 温州泳协 阮石平 株洲个人

董希祥 温州腾姣 张龙弟 温州泳协 崔际平 淄博冬协

郑大强 温州腾姣 李建华 温州泳协 赵传金 淄博冬协

苏松梅 温州腾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