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田径字〔2017〕451 号 

田径中心关于组织女子投掷项目 

二线队伍集训暨跨界跨项选材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田径中心，八一体工队田径队、

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投掷项目）： 

为进一步提高投掷项目的训练水平，加强梯队建设，打

造传统优势项目，同时开展跨界跨项选材工作，为备战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及 2022 年北京冬奥会选拔和培养人才，经研

究，田径中心决定组织投掷项目二线队伍冬季集训工作。现

将集训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集训时间： 

2017 年 11 月 16 日-2017 年 12 月 5 日 

二、集训地点： 

海南省临高县黑龙江省体育局临高训练基地 

三、集训人员 

1．集训专家组、国家队专家组、国家队教练组 

  集训专家组：刘殿龙、马永丰等 

2．集训运动员所属教练员 

同一个单位同项目可派一个教练员 



3．投掷项目运动员（见附件） 

4．省市共建国家青年队培养基地运动员及教练员（见

附件） 

5．国家队医务和科研人员 

四、集训要求 

1．参加集训的运动员在离开原训练地和集训地时(包括

集训期间移地)必须按总局反兴奋剂委员会和中国田径协会

有关规定，自行负责按时上报移地信息。如违反规定，因未

及时报告而发生的一切后果自负。 

2．参加集训的教练员、运动员须严格遵守《国家田径

集训队管理办法》，按要求参加集训期间的各项活动。 

3．请各集训单位为运动员做好保险购买工作，报到时

提供保险购买相关证明。 

4．参加集训的教练员、运动员自带训练装备。 

五、参加集训的运动员、教练员在集训期间伙食费、住

宿费由我中心负担，往返旅费等其他费用由各省市自理。 

六、联系方式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中心：  

投掷项目部 何军 010-87104171 

青少部  胡亚川 010-87183450  

传真：010-67142515； 

海南省临高县黑龙江省体育局临高训练基地： 

李玉学 13903616989 

抵达方式：海口东站、海口机场美兰站可乘高铁至临高



南站下车，再换乘地面交通抵达 

 

附件 1：集训运动员名单 

附件 2：省市共建国家青年队培养基地名单 

附件 3：集训教练员报名表 

                             

 

                                  田径中心 

2017 年 10 月 31 日 

 

  



 

附件 1： 

 

集训运动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性别 项目 出生年份 

1 董晓岑 河北 女 铁饼 1998 

2 张玟珺 山东 女 铁饼 1998 

3 李紫璇 河北 女 铁饼 1999 

4 杨欢欢 江苏 女 铁饼 2000 

5 刘泉彤 江苏 女 铁饼 2001 

6 李维 湖南 女 铁饼   

7 尹媛媛 山东 女 铁饼 2000 

8 白雪 山西 女 铁饼   

9 孙丹妮 辽宁 女 铁饼 2001 

10 姜雨辰 新疆 女 铁饼 2000 

11 梁晓利 邯郸体校 女 铁饼   

12 杨欣 成都体校 女 铁饼 2002 

13 方艺璇 泸州体校 女 铁饼 2002 

14 陈诺 连云港体校 女 铁饼 2002 

15 高呈祥 如皋体校 男 铁饼 2002 

16 朱丽萍 青岛 女 铁饼 2002 

17 韩浩 兰州体校 男 铁饼 2001 

18 张林茹 河北 女 铅球 1999 

19 姜月 安徽 女 铅球 1998 

20 陈夏蓉 山西 女 铅球 1998 

21 于天笑 北京 女 铅球 2001 

22 孙悦 山东 女 铅球 2001 

23 朱宇童 河北 女 铅球 2001 

24 周玉蝶 浙江 女 铅球 2000 

25 石宏梅 山东 女 铅球 2001 

26 刘智新 山东 女 铅球 2000 

27 闫钰佳 山东 女 铅球 2000 



28 汪如雨 甘肃 女 铅球 2001 

29 陈子怡 江苏 女 铅球 2001 

30 付旗旗 河南 男 铅球 2001 

31 张铁瀚 吴江区体校 男 铅球 2002 

32 孙泽玺 青岛体校 女 铅球 2002 

33 袁晨晨 徐州体校 女 铅球 2002 

34 戴文婧 如皋体校 女 铅球 2002 

35 汪号翔 连云港体校 男 铅球 2001 

36 周梦圆 陕西 女 链球 1999 

37 李江燕 江西 女 链球 1999 

38 尚宁瑜 解放军 女 链球 1998 

39 黄唯璐 江西 女 链球 1999 

40 叶嘉怡 江西 女 链球   

41 余航 江西 女 链球 1999 

42 吴凡 江苏 女 链球 1998 

43 陈玉倩 陕西 女 链球 1999 

44 鲁婷婷 辽宁  女 链球 1998 

45 李彤彤 陕西 女 链球 2000 

46 宋婕妤 山东 女 链球 2001 

47 吉莉 江苏 女 链球 2000 

48 王怡菲 山西 女 链球 2000 

49 苗雨宣 山西 女 链球 2001 

50 米家彤 山西 女 链球 2002 

51 米秀婷 陕西 女 链球 2001 

52 黎艾思 江西 女 链球 2000 

53 陈玥瑶 陕西 女 链球   

54 王召弟 陕西 女 链球 1999 

55 冯艳 陕西 女 链球   

56 齐霞霞 陕西 女 链球 2001 

57 杨兴 陕西 女 链球 2002 

58 任玟 陕西 女 链球 2002 

59 姜力丹 辽宁 女 链球 2001 

60 曹琳琳 南通体校 女 链球 2002 



61 周春雨 陕西省体校 女 链球 2001 

62 隋林倩 阜新体校 女 链球 2002 

63 应龙骐 上海二体校 男 链球 2002 

64 王周锶宇 南通体校 女 链球 2002 

65 余玉珍 福建 女 标枪 1998 

66 仁青卓玛 西藏 女 标枪 1999 

67 陈佳嘉 浙江 女 标枪 1998 

68 刘鑫爱 四川 女 标枪 1999 

69 戴倩倩 浙江 女 标枪 2000 

70 王莹 浙江 女 标枪 2001 

71 顾心洁 浙江 女 标枪 1998 

72 廖羽 广西 女 标枪 2000 

73 蔡睛 四川 女 标枪 2000 

74 李雨桐 江苏 女 标枪 2001 

75 武明越 新疆 女 标枪   

76 黎婷 浙江 女 标枪 2002 

77 张静 浙江 女 标枪 2000 

78 朱凯 天津 男 标枪   

79 胡浩然 河南 男 标枪 1998 

80 赵龙凯 山东 男 标枪   

81 刘哲凯 北京 男 标枪 2000 

82 宋清书 上海 男 标枪 2000 

83 叶杰龙 浙江 男 标枪 2000 

84 黎婷 长兴体校 女 标枪 2002 

85 王琦 江苏 男 标枪   

86 王丽萍 江苏 女 标枪 1998 

87 吴姗姗 江苏 女 标枪 2000 

88 胡玉格 河北 女 标枪   

89 田雯娇 吴江体校 女 标枪 2002 

  



附件 2： 

省市共建国家青年队培养基地名单 

 

 

1、江苏：标枪、铁饼 

教练员：克劳斯、薛娟、邢爱兰 

2、八一：链球 

教练员：张如 

3、江西：链球 

教练员：吴永清 

4、陕西：链球 

教练员：张永莉 

5、北体大：标枪 

    教练员：郭庆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