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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7.16 全民游泳健身主题系列活动（泰州重点会场）” 

暨“奥华杯”第 22 届全国公开水域游泳锦标赛 

团体总分 
 

名次 代表单位 团体得分 

第一名 泰州泳协 593 

第二名 无锡天健泰 429 

第三名 兴化泳协 414 

第四名 张家港风暴 215 

第五名 泰州公安 120 

第六名 宣城泳协 80 

第七名 嘉定冬泳 56 

第八名 长江冬泳 51 

  泳者驿栈 14 

  常熟泳协 8 

  武平游泳 8 

  兴化妍之星 6 

 

 



男子 18-24岁 2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师蕴哲 无锡天健泰    21:42.25 1  吴金路 兴化泳协    26:00.47 2 

         

 男子 25-29岁 2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叶千鹏 泰州泳协    20:33.31 1  董宇 泰州公安    35:32.81 5 

柏锦程 泰州泳协    30:09.59 2  刘涛 泰州公安    39:11.00 6 

刘晓栩 泰州公安    32:35.16 3  张玉冬 泰州泳协    45:98.01 7 

王刘洋 张家港风暴    34:30.15 4      

         

 男子 30-34岁 2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沈臻云 无锡天健泰    20:52.22 1  赵腾 泰州泳协    30:12.53 7 

任中杰 泰州泳协    22:09.72 2  从浏 兴化泳协    31:06.28 8 

张鑫 泰州泳协    23:00.18 3  马禹 泰州泳协    32:07.37  

王彤 泰州泳协    23:13.40 4  陈文宾 泰州泳协    34:40.00  

肖晓晶 武平游泳    25:46.81 5  范杰 张家港风暴    36:39.43  

严伟 泰州公安    29:47.00 6      

         

 男子 35-39岁 2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姜维 无锡天健泰    21:11.18 1  樊宝金 兴化泳协    33:08.25  

刘俊 无锡天健泰    21:18.81 2  范小军 泰州公安    33:21.43  

邰建 兴化泳协    22:33.62 3  杨洪传 泰州公安    33:32.22  

朱力 无锡天健泰    22:42.50 4  蒋荣程 兴化泳协    33:57.62  

陆昌 常熟泳协    25:37.53 5  车维军 泰州公安    35:57.56  

陈正宜 无锡天健泰    26:25.28 6  任刚 泰州泳协    36:45.18  

党雷 无锡天健泰    27:12.68 7  王小青 泰州泳协    38:11.93  

朱俊 泰州泳协    29:59.53 8  裴晓东 泰州公安    41:15.12  

魏义平 宣城泳协    33:00.43       

         

 男子 40-44岁 2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胡家杰 无锡天健泰    22:10.03 1  陈文军 宣城泳协    32:40.72  

蔡益 无锡天健泰    22:40.72 2  汪嘉驰 泰州泳协    33:21.44  

施圣海 无锡天健泰    24:13.87 3  顾刚 张家港风暴    34:08.19  

齐美东 宣城泳协    29:47.97 4  王春华 泰州公安    34:21.56  

叶文 张家港风暴    29:48.33 5  马国东 张家港风暴    34:24.53  

徐勇 宣城泳协    29:49.72 6  李斌 张家港风暴    34:57.56  

陆伟江 无锡天健泰    30:54.90 7  刘军 泰州泳协    37:06.84  

魏逸明 泰州泳协    31:15.19 8  陆志刚 泰州公安    38:12.87  

陆会武 兴化泳协    31:26.25       



         

 男子 45-49岁 2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包昌忠 无锡天健泰    21:55.40 1  朱建法 张家港风暴    33:33.78  

张爱建 兴化泳协    24:38.12 2  滕振榕 张家港风暴    33:51.34  

邹忠林 兴化泳协    26:26.50 3  王进 泰州泳协    34:57.84  

邵贤 宣城泳协    28:03.59 4  钱创 张家港风暴    35:04.25  

顾建华 嘉定冬泳    28:04.47 5  赵伟民 泰州公安    35:20.37  

周美成 无锡天健泰    29:11.22 6  姚庆海 泰州泳协    35:47.03  

姜建亮 兴化泳协    29:33.72 7  王宇 泰州公安    43:19.15  

张福建 长江冬泳    31:00.34 8      

         

 男子 50-54岁 1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黄孝平 无锡天健泰    14:35.66 1  王四九 兴化泳协    18:44.60  

何永锋 无锡天健泰    15:09.16 2  王小红 泳者驿栈    18:56.00  

阮顺喜 兴化泳协    15:14.94 3  孙红彬 张家港风暴    19:20.04  

李正海 兴化泳协    15:34.00 4  钱军 张家港风暴    19:22.91  

孙文 宣城泳协    16:02.07 5  糜卫强 无锡天健泰    19:28.50  

唐国华 兴化泳协    17:08.63 6  孙家俊 兴化泳协    19:43.50  

单峰 兴化泳协    18:07.35 7  谢学伟 无锡天健泰    19:48.50  

张友康 张家港风暴    18:16.10 8  张亚平 张家港风暴    19:50.79  

         

 男子 55-59岁 1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韩云清 嘉定冬泳    16:12.65 1  谢文政 无锡天健泰    19:12.28  

杨光磊 宣城泳协    17:15.93 2  许维明 兴化泳协    19:32.47  

徐小月 兴化泳协    17:19.25 3  张子富 嘉定冬泳    19:33.68  

刘泽友 兴化泳协    17:19.53 4  徐小冬 兴化泳协    19:37.06  

任元林 兴化泳协    18:01.18 5  蔡荣良 无锡天健泰    19:46.62  

李红年 兴化泳协    18:46.03 6  宋守飞 张家港风暴    20:34.75  

冯祖年 兴化泳协    19:02.90 7  潘金华 泰州泳协    20:37.53  

林桂华 宣城泳协    19:07.31 8  朱亚平 无锡天健泰    20:45.87  

         

 男子 60-64岁 1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张晓巍 无锡天健泰    13:51.03 1  韩再兴 嘉定冬泳    20:06.37  

和嘉鸣 泰州泳协    16:17.41 2  郭世民 泰州泳协    20:12.66  

何忠庆 长江冬泳    17:18.37 3  施建新 无锡天健泰    20:13.75  

沙开有 宣城泳协    17:32.47 4  高文华 嘉定冬泳    21:29.78  

杨国良 无锡天健泰    19:20.72 5  胡尧立 无锡天健泰    21:45.84  

王贵宝 泰州泳协    19:31.41 6  黄建立 嘉定冬泳    21:48.53  

董步发 无锡天健泰    19:34.50 7  陈晓峰 嘉定冬泳    22:00.34  

盛立祥 兴化泳协    19:37.34 8  曹苏荣 泰州泳协    22:06.72  



 

 女子 18-24岁 2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杨子璇 无锡天健泰    26:38.47 1      

         

 女子 25-29岁 2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赵夏悦 无锡天健泰    26:06.37 1  朱达 兴化泳协    27:41.06 3 

朱胜男 无锡天健泰    26:12.28 2      

         

 女子 35-39岁 2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周晓兰 无锡天健泰    27:22.59 1  许丽 张家港风暴    46:22.09 3 

徐伯玲 张家港风暴    43:54.22 2  黄熙 泰州公安    59:31.46 4 

         

 女子 40-44岁 2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兰卓红 无锡天健泰    21:58.09 1  陈海燕 张家港风暴    41:05.18 5 

周丽珏 无锡天健泰    31:15.31 2  陆凤芹 张家港风暴    43:26.31 6 

陈晓云 宣城泳协    32:18.81 3  沈小红 张家港风暴    44:07.15 7 

孙健 张家港风暴    40:10.81 4  肖荣华 无锡天健泰    44:26.37 8 

         

 女子 45-49岁 2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邵文芳 无锡天健泰    22:39.15 1  曹丽倩 兴化泳协    35:43.68 6 

顾晴华 兴化泳协    24:49.22 2  张桂年 兴化泳协    36:09.81 7 

杨开琴 兴化泳协    32:41.84 3  胡红梅 长江冬泳    36:25.50 8 

杨井霞 长江冬泳    33:19.37 4  常霞萍 张家港风暴    40:29.00  

朱燕玲 无锡天健泰    33:31.68 5  司红霞 张家港风暴    46:24.34  

         

 女子 50-54岁 1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李娟 无锡天健泰    15:33.34 1  钮全 兴化泳协    22:03.09 5 

牛改红 张家港风暴    19:51.68 2  周颖 长江冬泳    22:41.28 6 

朱卫缨 兴化泳协    20:40.62 3  陈建芬 张家港风暴    27:02.47 7 

李祥花 张家港风暴    21:42.31 4  陈美芬 张家港风暴    37:22.72 8 

         

 女子 55-59岁 1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薛丽敏 无锡天健泰    14:03.10 1  邹晓茹 无锡天健泰    19:29.59 5 

张梅 泳者驿栈    16:38.37 2  周淑清 长江冬泳    20:00.37 6 

杨华娟 兴化泳协    18:37.65 3  黄江燕 长江冬泳    21:01.12 7 

朱佩萍 无锡天健泰    19:20.15 4  毛雅萍 无锡天健泰    21:16.22 8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葛亚琼 兴化泳协    22:15.03   马江月 泰州泳协    25:13.34  

王萍 嘉定冬泳    23:20.50   王兰娣 张家港风暴    25:15.22  

张红妹 张家港风暴    23:23.93   张群 无锡天健泰    31:20.12  

石红 无锡天健泰    24:25.87       

         

 女子 60-64岁 1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王燕 无锡天健泰    16:39.18 1  王姣林 嘉定冬泳    23:19.59 4 

王俊钢 泰州泳协    18:80.90 2  巴鲁峡 张家港风暴    25:59.15 5 

申秀玲 泰州泳协    22:29.43 3  王琦 兴化泳协    31:09.37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