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国家集训队和国家青年集训队大名单 

 

国家男子集训队 

序  号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所    在    单    位 

1  梁锡元  1992/2/19  天津财经大学 

2  衣智慧  1991/3/29  天津财经大学 

3  陈永雄  1994/6/15  天津财经大学 

4  梁小明  1993/11/4  天津财经大学 

5  陈志明  1994/9/16  首都师范大学 

6  刘望成  1995/5/21  山东大学 

7  肖    庆  1996/11/28  山东大学 

8  张真珍  1993/9/28  山东大学 

9  李巧平  1991/5/3  湖南大学 

10  张    福  1992/10/1  中南大学 

11  邓海波  1992/5/2  中国矿业大学 

12  谭江明  1991/2/25  中国矿业大学 

13  熊念南  1993/7/9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14  吴勇文  1986/12/15  深圳市光明新区高级中学 

 

国家女子集训队 

序  号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所    在    单    位 

1  郝双燕  1988/8/10   北京 

2  王英伟  1988/6/12  天津财经大学 

3  郑嘉怡  1994/10/27  天津财经大学 

4  吴秋燕  1994/5/2  天津财经大学 

5  李    娟  1995/4/19  山东大学 

6  龙    霜  1996/12/1  山东大学 

7  李毅杭  1990/7/23  山东大学 

8  韩小田  1990/6/3  中国矿业大学 

9  刘笑羽  1993/5/2  深圳大学 

10  高    兵  1993/8/21  深圳大学 

11  周洁玲  1990/4/10  中南大学 

12  杨柳冰  1991/11/7  中南大学 

13  吴镁云  1993/5/21  首都师范大学 

14  雷    琳  1996/9/9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15  邓    静  1993/9/22  湖南大学 

 

 

 



国家男子青年集训队 

序  号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所    在    单    位 

1  唐建达  1997/1/5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2  杜坚华  1996/8/30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3  冼嘉成  1995/8/24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4  梁艺坚  1997/10/24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5  陈文熙  1998/8/26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6  梁梓键  1997/6/20  上海队 

7  温梓华  1996/2/20  上海队 

8  李    栋  1998/5/4  上海队 

9  肖正川  1995/11/15  深圳市光明新区高级中学 

10  钟剑超  1996/10/26  深圳市光明新区高级中学 

11  唐    潇  1999/9/24  深圳市坪山高级中学 

12  刘子良  1995/12/1  中南大学 

13  卢    剑  1995/5/24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14  顾    宜  1996/10/4  桃江县第七中学 

15  莫巨宏  1996/05/22  桃江县第七中学 

16  杨晓旺  1997/11/1  长沙市南雅中学 

17  胡增晖  1996/10/15  衡南县第一中学 

 

国家女子青年集训队 

序  号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所    在    单    位 

1  林燕思  1995/3/23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2  李泳瑜  1998/10/11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3  黄淑贞  1996/2/16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4  向玉婷  1997/10/26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5  黄海露  1997/6/13  深圳市光明新区高级中学 

6  冯乐敏  1997/10/21  上海队 

7  朱    敏  1995/1/21  中南大学 

8  陶培林  1997/4/3  宁乡县第十高级中学 

9  代    颜  1996/9/20  长沙市南雅中学 

10  袁    姣  1997/7/20  长沙市南雅中学 

11  王    欣  1996/10/2  长沙市南雅中学 

12  徐    蓬  1998/12/11  长沙市南雅中学 

13  李思雯  1996/7/15  长沙铁路第一中学 

14  王叶青  1998/4/28  桃江六中 

15  黄海情  1996/7/13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16  罗静怡  1996/5/3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