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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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民间体育健身协会 南京邮电大学

溧阳市杨庄小学 溧阳市河心小学

江苏溧阳中等专业中学 泉州师范学院

湖北队 武汉体育学院

梅博威 王　涛 陈宇亮 肖洪波 俞　宇 王圣焘 康静怡 王学东

王　力 唐　晓 吉朝霞 潘炜鑫 罗锡文 潘　成 张玉祥 覃宇德

刘　洋 陈海东 刘新贤 戴伟勋 叶　婷 余玲元 周玉英 谭展飞

杨　锋 徐二毛 卢伟明 黄东亚 甘丛婷 刘云东 付春燕 黄其傲

魏俊威 谢慧慧 冯晓雨 钱　德 王荣齐 郑　森 薛　源 肖启基

林伟超 郭晓红 俞琳炎 邓剑文 黄志强 封慧歆 何伟洪 唐永清

梁家荣 陈冬冬 杨宣旺 余佳乐 袁文豪 祝大刚 朱文化 董　军

许英焕 邱丽玲 刘　军 符　健 刘晶晶 史群英 刘天福 余卫掴

王松林 赵文作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体育道德风尚奖

优秀教练员



2019-11-08 08:30

第1组 江苏溧阳
10 15 0

排名 成绩

1 武汉体育学院 王梓旭　王　力　汤毅帆　梅博威　梁稳豪　李家旺　张　延
周治平　吴子豪　刘作祥　丁晓坤　谢智超　邹瀚霖　陶新智

9.10

2 湖南师范大学 袁俊宇　罗国宁　田晗辰　王　星　王　宁　梁　贤　梁伦雄
杨　锋　李　波　吴　灿　刘　洋　陈章林　马树立　马超群

9.09

3 上海体育学院 陈锦睿　郭　云　程德全　潘天明　汪　波　李欣林　李晋涛
李嘉旻　张云崖　崔永保　尹送培　高　杰　魏俊威

8.84

4 上海城建学院 顾华锋　耿艺豪　梁陆尊　梁志成　杨建文　李奕冉　张　盟
唐　钰　周　傲　吴　阳　俞　宇　黄寅成

8.84

5 台州学院 郑宇航　罗锡文　汤旭健　柴臻照　李永玺　庄　界　周　瑶
叶璐阳　叶　婷　冯建彬　冯伟挺　陈晓蒙　陈迅广　黄翔翔

8.80

6 南昌师范学院 王炼君　游亚宾　杜　庆　李　晟　曹　萌　徐海雄　张劲豪
张书捷　刘　泰　余天军　余佳乐　郑少斌　雷城如

8.73

7 湖北队 袁文豪　肖　威　祝大刚　李晨晖　望少洋　徐念州　张浩木
吴志洪　刘吴金赏　刘二龙　冯　芮　赵文作　陈　武
齐　强

8.72

8 南京理工大学 王荣齐　潘志军　杨文卓　徐松林　张　伟　夏文杰　吴宇伦
叶谊先　叶俊鸿　刘啸虎　刘凯迪　甘丛婷　许旗洋　龙建挺

8.56

弃权 泰州新世纪武校 陈锦江　钱　程　赵宇恒　秦　臻　秦洪运　申子正　武　剑
朱　震　房建东　徐　庆　唐正兴　顾建国　顾浩然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报表创建时间：2019-11-10 08:44 1/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成绩公告
舞龙舞狮

舞龙自选(男子组)

单位 运动员

注：
上海城建学院难度动作20个，上海体育学院难度动作22个，根据竞赛规则规定，难度动作数量多者名次列前。



2019-11-08 13:30

第1组 江苏溧阳
10 15 0

排名 成绩

1 深圳桥头 梁啟俊　林诺坚　林炜权　林嘉剑　林俊烯　林伟超　吴正宇
农浩翔　管祖豪　陈汝良

9.16

2 深圳蚝业黄连胜 梁家荣　曾柏超　康兆林　叶梽锋　刘炜熹　冯仙明　伍智乐
欧飞龙　简剑超

9.06

3 武汉体育学院 许英焕　胡嘉伟　肖房洋　秦浙晟　王秋满　沈哲宇　岳风杉
倪梦琪　郭少颖　雷博文

8.93

4 广东西樵国鼎 邓浩贤　谭镇伟　苏瑞华　沈学良　梁欣燕　何文湛　何文永
何奋洁　郑嘉俊　黄志强

8.90

5 广西电力职院 陈宇亮　陆平勇　谢伟健　王　俊　杨一帆　宾国雄　姚杰崇
何治港　黄志全　黄立科

8.73

6 广东揭阳杨永文 林楷鹏　林森博　林梓涛　林仪淳　杨　志　朱文化　徐智凯
洪宇程　魏润波

8.71

7 广东发强藜光堂 黄志齐　陆锡堂　刘新贤　刘俊杰　冯梓麟　冯智杰　黄永华 8.70

8 广西铭钔体育会 陈泽明　陈展鹏　蒋超栋　欧朝杰　吴镇辉　卢伟明　全成任
陈玉河　陈胜杰

8.35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报表创建时间：2019-11-10 08:44 1/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成绩公告
舞龙舞狮

传统南狮

单位 运动员



2019-11-08 13:30

第2组 江苏溧阳
10 11 0

排名 成绩

1 湖北队 金玉婷　王雨婷　王晶晶　潘　成　毛茜典　李雨薇　张鑫璐
周　青　吴诗语　冯　芮　余玲元　陈刘杰　陈思涵　高　燕

9.00

2 江阴职院 陈锐杰　陈宇佳　钱红军　钱玉芳　金　晶　薛璐蓉　胡智蕾
罗　玲　盛志豪　王　涛　洛桑卓玛　江　波　梁　艳
曾程炯　庞阳阳　姚芷婧　周　晓　叶道文　任美林　黄楚雁
黎芷梦

8.77

3 扬州工职院 燕玉婷　汤雅婷　查兴梅　李梦迪　李代琳　方旖祺　徐明胜
张星月　唐　晓　周　响　叶林静　苗　然　范季寅

8.67

4 常州大学 王梦瑶　王佳雯　林　明　林　怡　朱延兰　曹　瑞　徐二毛
张　笋　张亦楠　廖　馨　仲之阳　王　璐　莫雨婷　陈海东

8.62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报表创建时间：2019-11-10 08:44 1/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成绩公告
舞龙舞狮

传统舞龙(女子组)

单位 运动员



2019-11-08 13:30

第3组 江苏溧阳
10 10 0

排名 成绩

1 扬州工职院 王永伟　王　振　王怀博　梁　康　杰　保　李翔鲲　李睿林
李　伟　徐明胜　宋　浩　唐　晓　吉朝霞　刘立汉　胡志超

8.83

2 常州大学 苏银斌　石培青　王　乾　潘秀培　洪保康　李　苏　李海龙
徐二毛　张　笋　张世寅　刘伟乐　赵鑫磊　郜贤豪　陈海东

8.79

3 南理工紫金学院 谢慧慧　袁夕坤　王　卓　沈赫男　殷文捷　武于清　杜振华
施启雄　孙贵来　吴晟豪　严振友　赵宇轩　高　迈

8.16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报表创建时间：2019-11-10 08:44 1/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成绩公告
舞龙舞狮

传统舞龙(男子组)

单位 运动员



2019-11-08 13:30

第4组 江苏溧阳
10 12 0

排名 成绩

1 武汉体育学院 邓　彪　王圣焘　王　力　滕高政　汪文斌　梅博威　杨　操
施永坚　吴宏晖　吴子豪　万　里　郝连浩　陈　旭

9.09

2 湖北队 王　鑫　王　磊　潘　成　汪　海　李楚穗　张晓龙　冯　芮
余玲元　谭昌武　陈　鑫　黄世龙

8.91

3 武体体科院 陈洪江　郑　森　谭晶文　王洞彬　林国强　李　畅　刘　畅
刘云东　高　治　黄湖灿　黄滨斌

8.05

4 海口经济学院 赵　旭　赵振华　罗莎莉　王艳超　王康春　王万飞　林声勇
李本如　郭晓红　陈冬冬　陈　壹

7.88

5 首都体育学院 邱丽玲　胡红伟　王向宏　潘常宏　段岁鹏　杨　爽　李军峰
戴天禧　霍文风　高京鹏

7.60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报表创建时间：2019-11-10 08:44 1/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成绩公告
舞龙舞狮

北狮规定

单位 运动员



2019-11-09 08:30

第1组 江苏溧阳
10 13 0

排名 成绩

1 湖北队 金玉婷　王雨婷　王晶晶　毛茜典　李雨薇　张鑫璐　康静怡
周　青　吴诗语　刘　轶　冯晓雨　陈刘杰　陈思涵　高　燕

8.98

2 华侨大学 肖洪波　王欣雨　王明洁　李　婷　彭蕴婕　周辉智　周何梦
娟　吴桂宁　刘小雯　侯欣然　任明月　陈黔兰　马红媛

8.87

3 上海城建学院 苏伟娟　王咏昕　李　颖　李起萌　李晓菲　孙雯雯　周　妹
余雪儿　陆　逸　贾宗英　何青青

8.67

4 扬州工职院 燕玉婷　汤雅婷　查兴梅　李梦迪　李代琳　方旖祺　徐明胜
张星月　唐　晓　周　响　叶林静　苗　然　范季寅　吉朝霞

8.42

5 常州大学 陈海东　王　璐　王梦瑶　王佳雯　林　明　朱延兰　曹　瑞
徐二毛　张　笋　张月月　张亦楠　廖　馨　仲之阳　万芷昕

8.26

6 江阴职院 黎芷梦　黄楚雁　钱红军　钱玉芳　金　晶　胡智蕾　罗　玲
王　涛　洛桑卓玛　梁　艳　庞阳阳　姚芷婧　任美林

8.19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报表创建时间：2019-11-10 08:44 1/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成绩公告
舞龙舞狮

舞龙自选(女子组)

单位 运动员



1

2
3 1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3:15)

4 2 华侨大学一队  (3:47)
3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4

第1名：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第2名： 华侨大学一队

第3名：
第4名：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成绩查询微信公众号：体育竞赛通JustTool 1 / 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抽签南狮轮次表

轮空

陕西民俗体育协会 (弃权)

华侨大学一队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名次：
钱红军　薛璐蓉　盛志豪　江　波　曾程炯
封慧歆　周　晓　叶道文　陈宇佳　陈锐杰

庄　渊　姜　昊　周红艳　吴腾达　吴桂宁
熊　强　肖洪波



1
泉州师范学院

2
3 常州大学 (1:41) 1 集美大学       (1:27)
4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33) 2 泉州师范学院 (1:39)

3
集美大学

4

第1名： 集美大学

第2名： 泉州师范学院

第3名： 常州大学

第4名：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成绩查询微信公众号：体育竞赛通JustTool 1 / 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抽签舞龙轮次表

泉州师范学院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大学

集美大学

名次：
张世隆　张东海　张勇强　张晓烽　施煜东
杨金春　林艺翔　林鹏辉　潘炜鑫　邱锦荣

陈国良　高志远

黄联伟　黄金树　陈　亮　邱芳泉　许月云
沈宏伟　汤　琪　林国龙　戴伟勋　姚年杰

冯厚添　俞仁广　于瑞玺

苏银斌　石培青　王　乾　潘秀培　洪保康
李　苏　李海龙　徐二毛　张　笋　张世寅

刘伟乐　陈海东　郜贤豪　赵鑫磊

陈家轩　袁　航　田玉龙　王　瑞　武云明
梅玉良　张延龙　尹煜杰　孙金豪　刘　武

乔子睿　陈　湘　黄东亚



2019-11-09 08:30

第3组 江苏溧阳
10 14 0

排名 成绩

1 北京体育大学 钱　德　沈亚宁　樊卓益　李　放　徐哲丰　张金磊　娄浩
鹏　刘一凡　马学智　马山原

9.19

2 首都体育学院 邱丽玲　胡红伟　王向宏　潘常宏　段岁鹏　杨　爽　李军
峰　戴天禧　霍文风　高京鹏

9.13

3 武体体科院 陈洪江　郑　森　谭晶文　王洞彬　林国强　李　畅　刘
畅　刘云东　高　治　黄湖灿　黄滨斌

9.08

4 江苏溧阳中专 王振雷　王恬忠　王学东　沈飞鹏　汤宝鹏　房　彬　张士
辉　周青健　王松涛　王　烨

9.00

5 台州学院 谢锦涛　覃宇德　樊　坤　朱存浩　徐金露　卢汉杰　仲佳
锋　丁云峰　赖鑫鑫　金泽坤

8.69

6 湖北队 王　鑫　王　磊　潘　成　汪　海　李楚穗　张晓龙　冯
芮　余玲元　谭昌武　陈　鑫　黄世龙

8.57

7 海口经济学院 赵　旭　赵振华　罗莎莉　王艳超　王康春　王万飞　林声
勇　李本如　郭晓红　陈冬冬　陈　壹

7.82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报表创建时间：2019-11-10 08:44 1/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成绩公告
舞龙舞狮

北狮自选

单位 运动员



2019-11-09 13:30

第1组 江苏溧阳
10 15 0

排名 成绩

1 广东佛山黄飞鸿 黄嘉振　黄其傲　莫皓然　游龙健　欧文建　植君财　李智勇
张梓烽　黄贤达　黄飞倚

9.25

2 深圳福海桥头 赵泳锋　赵乐熙　谭展飞　林湘怡　林冠昌　杨钊熙　李诚楷
廖宇聪　赵浩宏　黄嘉希

9.18

3 深圳蚝业黄连胜 梁家荣　曾柏超　康兆林　叶梽锋　刘炜熹　冯仙明　伍智乐
欧飞龙　简剑超

9.10

4 上海喜地比麟堂 邓文海　邓彬光　邓剑文　胡金山　祝晓兴　杨富林　唐载鹏
卢月弟　邓植伦　黄锦彬

9.04

5 广东中山威信 肖启基　王浩滨　梁浩强　李正永　李嘉文　徐泳忠　徐汉民
余乐东　邓肇伦　阮宗勤

9.00

6 广东发强藜光堂 黄志齐　陆锡堂　刘新贤　刘俊杰　冯梓麟　冯智杰　黄永华 8.81

7 广东揭阳杨永文 林楷鹏　林森博　林梓涛　林仪淳　杨　志　朱文化　徐智凯
洪宇程　魏润波

8.71

8 广西铭钔体育会 陈泽明　陈展鹏　蒋超栋　欧朝杰　吴镇辉　卢伟明　全成任
陈玉河　陈胜杰

8.70

9 广东金沙洲沙凤 陈志斌　陈展航　邹嘉鸿　谭伟国　罗韦林　彭智勇 8.65

10 甘肃省 胡学君　石浩楠　王　琰　王乃东　樊万亮　刘　鹏　刘　军
胡学瑞　郭永发

8.59

弃权 广西电力职院 陈宇亮　陆平勇　谢伟健　王　俊　杨一帆　宾国雄　姚杰崇
何治港　黄志全　黄立科

总裁判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报表创建时间：2019-11-10 08:59 1/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成绩公告
舞龙舞狮

南狮自选

单位 运动员



2019-11-09 13:30
第2组 江苏溧阳

10 14 14
排名 成绩

一等奖 深圳桥头 梁啟俊　林诺坚　林炜权　林嘉剑　林俊烯　林伟超　吴正宇　农浩翔
管祖豪　陈汝良

9.04

一等奖 南京邮电大学 韩铭华　韩　丰　陈雅睿　陈玉雪　陈松柏　陈　旭　陈　思　闵兰海
闫光华　赵　鹏　谭哲天　董马龙　董　睿　董　军　耿畅雨　童　轲
白纪新　王　珏　王凯旋　沙雨霞　杨　玲　杨　晋　杨丽清　李毅龙
李尚烨　李嘉楠　李其远　李克飞　朱炜琦　朱泓潞　朱健勇　彭思涵
张辰冉　张艾佳　张昊阳　张　强　张崎硕　张凯利　孙铭晨　孙志诚
夏合旦 吾买尔　唐光海　周　沫　周　婕　吕浩钿　原金兰　刘晶晶
刘　旭　刘佳毅　刘伟涛　俞　玏　任相宇　Katlego Debrah
Motswakhumo　Diana Ruslanova　Christine Gamuchirai
Mawoyo　Arailym Nussipzhanova　颜由玉　马　健　高昕怡

9.02

二等奖 湖北队 黄　龙　黄世龙　高　燕　陈　鑫　陈　武　陈思涵　陈刘杰　金玉婷
赵文作　谭昌武　袁文豪　肖　威　祝大刚　王雨婷　王　鑫　王　磊
王晶晶　潘　成　汪　海　毛茜典　李雨薇　李楚穗　李晨晖　望少洋
徐念州　张鑫璐　张浩木　张晓龙　康静怡　周　青　吴诗语　吴志洪
刘吴金赏　刘二龙　冯　芮　冯晓雨　余玲元　齐　强

8.94

二等奖 溧阳市杨庄小学 马志花　马奇宣　陈雨欣　陈诗琪　陈灵静　陈晓伟　陈子诺　阮　栋
钱佳颖　邵雨梦　邓青阳　邓欣雨　邓智杰　谢金灿　简杰浩　窦振彬
王仰乐　游承霖　游承湘　沈金鑫　江鸿彬　毛志成　杨鑫怡　杨利伟
杜欣瑶　杜壹涵　李　军　李俊杰　朱万松　房子义　徐嘉璐　张浩博
宋欣悦　孙永嘉　姚雨馨　周　睿　卢伟博　刘诗涵　刘芳慧　刘　涛
刘济铨　刘梦雨　刘天福　余伟浩　何家伟　何　婷　万云云　马苏得
魏明冉

8.71

二等奖 溧阳市河心小学 魏语璠　韦雨欣　金　圆　邢康晴　邢奥杰　赵　宇　虞靖瑄　虞雁珺
虞芳钰　虞耀杰　虞梦颖　虞　杰　虞心蕾　虞宗航　虞天承　虞圣悦
虞嘉悦　虞乐乐　葛浩翔　舒文婷　舒　姝　胡泽峰　王松林　王於欣
狄红军　潘雨欣　沈若雨　沈曼秀　沈倩如　杨燕琳　杨　汐　李晓琴
李子阳　曹　金　曹梓晨　戴苏湘　彭　萱　张恒源　张　余　孙斌策
周芯怡　周　妍　吕文涛　刘心悦　余子蔷　余卫掴　黄杰宇　黄　磊
黄　鑫

8.60

三等奖 江苏溧阳民健协 袁夕芳　沈群英　强田娟　袁小燕　李珍妹　陆筱琴　孙晓芳　周春芳
史群英　王玉仙　董淳芳　宋玲玲　曾腊凤　姜文芳　潘伟仙　刘瑞华
蒋亚琴　吴水妹　杨慧文　肖红红　孙秀萍　卢爱珍　董彩红　孙信芳
卢玉琴　胡珍美　徐洪萍　黄晓捷　黄琴娣　陈菊芳　韩红英　赵梅芳
王莉华

8.59

三等奖 泉州师范学院 陈　亮　邱芳泉　许月云　沈宏伟　汤　琪　江佩霜　林国龙　戴伟勋
张静宜　姚年杰　冯厚添　俞仁广　于瑞玺　黄联伟　黄金树

8.18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报表创建时间：2019-11-09 17:21 1/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成绩公告
舞龙舞狮
创意龙狮

单位 运动员



2019-11-10 08:30

第1组 江苏溧阳
10 12 0

排名 成绩

1 广东佛山黄飞鸿 黄嘉振  黄其傲  莫皓然  游龙健  欧文建  植君财  李智勇  张梓烽
黄贤达  黄飞倚

9.20

2 深圳福海桥头 赵泳锋  赵乐熙  谭展飞  林湘怡  林冠昌  杨钊熙  李诚楷  廖宇聪
赵浩宏  黄嘉希

9.12

3 广东南海信義 麦志坚  陈钜澎  邓业葵  庞伟宏  史锦生  史坊弟  何俊杰  何伟洪
麦结荣  黎永硕

8.90

4 广东中山威信 肖启基  王浩滨  梁浩强  李正永  李嘉文  徐泳忠  徐汉民  余乐东
邓肇伦  阮宗勤

7.99

5 上海喜地比麟堂 邓文海  邓彬光  邓剑文  胡金山  祝晓兴  杨富林  唐载鹏  卢月弟
邓植伦  黄锦彬

7.80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报表创建时间：2019-11-10 09:38 1/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成绩公告
舞龙舞狮

南狮规定

单位 运动员



2019-11-10 08:30

第2组 江苏溧阳
10 15

排名  单位 运动员 成绩

1 南昌师范学院 王炼君　游亚宾　杜　庆　李　晟　曹　萌　徐海雄
张劲豪　张书捷　刘　泰　余天军　余佳乐　郑少斌
雷城如

0:45.22

2 温州科技职院 符　健　章云鹏　毕嘉豪　杨宣旺　李俊杰　张　超
张杰鹏　姚志凯　夏铭铭　周哲幸　吕志程　陈振扬
龚炯涛

0:46.94

3 上海体育学院 陈锦睿　郭　云　程德全　潘天明　汪　波　李欣林
李晋涛　李嘉旻　张云崖　崔永保　尹送培　高　杰
魏俊威

0:52.72

4 扬州工职院 王　振　王怀博　梁　康　杰　保　李翔鲲　李睿林
李　伟　徐明胜　宋　浩　唐　晓　刘立汉　王永伟
胡志超

1:07.53

5 上海三林 王　兵　王公鑫　沈宇烜　朱俊鹏　曹　帅　徐哲锴
张玉祥　张玉珍　张新月　张万元　唐永清　蒋宜明
赵文强　连洪振

1:14.04

6 浙江温州 翁晨凯　符　健　王俊翔　沈　豪　徐　轲　张嘉坤
孙宏业　叶丽君　刘　俊　任佳晟　付政鑫　胡启鹏
郑煊伦

1:15.12

7 江苏江阴 罗庆龙　王春山　林永龙　杨永洪　杨　怀　曾嘉瑞
左宇乾　周玉英　周明元　周　乾　余晓涛　耿　豪
赵　宇

1:15.66

8 泉州师范学院 陈　亮　邱芳泉　许月云　沈宏伟　汤　琪　林国龙
戴伟勋　姚年杰　冯厚添　俞仁广　于瑞玺　黄联伟
黄金树

1:39.25

9 武汉体育学院 王梓旭　王　力　汤毅帆　梅博威　梁稳豪　李家旺
张　延　周治平　吴子豪　刘作祥　丁晓坤　谢智超
邹瀚霖　陶新智

2:38.00

10 泰州新世纪武校 陈锦江　钱　程　赵宇恒　秦　臻　秦洪运　申子正
武　剑　朱　震　房建东　徐　庆　唐正兴　顾建国
顾浩然

7:50.00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报表创建时间：2019-11-10 10:27 1/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成绩公告
舞龙舞狮

竞速舞龙



2019-11-10 08:30

第3组 江苏溧阳
10 12

排名  单位 运动员 成绩

1 武汉体育学院 王圣焘　滕高政　汪文斌　杨　操　施永坚　吴宏晖
万　里　邓　彪　郝连浩　陈　旭

0:37.22

2 北京体育大学 钱　德　沈亚宁　樊卓益　李　放　徐哲丰　张金磊
娄浩鹏　刘一凡　马学智　马山原

0:49.99

3 南京理工大学 胡诗桥　肖纪禹　潘志军　段佳宁　杨　帆　杜嘉隆
刘城豪　付春燕　顾　震　马泽文

0:55.47

4 四川师范大学 闵德鹏　郭成峰　郑礼帅　薛　源　石　顺　张　蕈
张华川　张光曜　陈贤安　颜海波

1:05.50

5 台州学院 谢锦涛　覃宇德　樊　坤　朱存浩　徐金露　卢汉杰
仲佳锋　丁云峰　赖鑫鑫　金泽坤

1:31.22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报表创建时间：2019-11-10 10:43 1/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成绩公告
舞龙舞狮

竞速北狮



2019-11-10 08:30

第4组 江苏溧阳
10 11

排名  单位 运动员 成绩

1 广东西樵国鼎 邓浩贤　谭镇伟　苏瑞华　沈学良　梁欣燕　何文湛
何文永　何奋洁　郑嘉俊　黄志强

0:34.16

2 华侨大学南狮二队 罗明辉　林京澄　李　琪　吴桂宁　肖洪波　苏木财 0:36.84

3 江苏溧阳中专 王恬忠　师二子　师一迪　宋志勇　刘　百　刘春鹏
刘　新　俞琳炎　黄　威　黄广鹏

0:56.72

4 华侨大学南狮一队 庄　渊　姜　昊　周红艳　吴腾达　吴桂宁　熊　强
肖洪波

1:13.34

弃权 陕西民俗体协 胡朝翔　刘景欣　许　龙

弃权 兰州文理学院 李　江　强晓瑞　张　乾　刘　军　王　奎　申江万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报表创建时间：2019-11-10 11:04 1/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成绩公告
舞龙舞狮

障碍南狮



2019-11-10 13:30

第1组 江苏溧阳
10 11

排名  单位 运动员 成绩

1 温州科技职院 符　健　章云鹏　毕嘉豪　杨宣旺　李俊杰　张　超
张杰鹏　姚志凯　夏铭铭　周哲幸　吕志程　陈振扬
龚炯涛

1:24.10

2 江苏江阴 罗庆龙　王春山　林永龙　杨永洪　杨　怀　曾嘉瑞
左宇乾　周玉英　周明元　周　乾　余晓涛　耿　豪
赵　宇

1:29.00

3 浙江温州 翁晨凯　符　健　王俊翔　沈　豪　徐　轲　张嘉坤
孙宏业　叶丽君　刘　俊　任佳晟　付政鑫　胡启鹏
郑煊伦

1:31.02

4 南铁道职院 陈家轩　袁　航　田玉龙　王　瑞　武云明　梅玉良
张延龙　尹煜杰　孙金豪　刘　武　乔子睿　陈　湘
黄东亚

1:46.41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报表创建时间：2019-11-10 13:46 1/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成绩公告
舞龙舞狮

障碍舞龙



2019-11-10 13:30

第2组 江苏溧阳
10 13

排名  单位 运动员 成绩

1 武汉体育学院 许英焕　胡嘉伟　肖房洋　秦浙晟　王秋满　沈哲宇
岳风杉　倪梦琪　郭少颖　雷博文

0:31.04

2 江阴职院 钱红军　薛璐蓉　盛志豪　江　波　曾程炯　封慧歆
周　晓　叶道文　陈宇佳　陈锐杰

0:45.39

3 甘肃省 胡学君　石浩楠　王　琰　王乃东　樊万亮　刘　鹏
刘　军　胡学瑞　郭永发

0:48.06

4 广东南海信義 麦志坚　陈钜澎　邓业葵　庞伟宏　史锦生　史坊弟
何俊杰　何伟洪　麦结荣　黎永硕

0:49.53

5 华侨大学南狮二队 罗明辉　林京澄　李　琪　吴桂宁　肖洪波　苏木财 0:52.81

6 江苏溧阳中专 王恬忠　师二子　师一迪　宋志勇　刘　百　刘春鹏
刘　新　俞琳炎　黄　威　黄广鹏

0:56.50

弃权 兰州文理学院 李　江　强晓瑞　张　乾　刘　军　王　奎　申江万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报表创建时间：2019-11-10 14:43 1/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成绩公告
舞龙舞狮

竞速南狮



2019-11-10 13:30

第3组 江苏溧阳
10 13 0

排名 成绩

1 南京理工大学 9.16

2 上海三林 9.13

3 湖北队

王荣齐　潘志军　杨文卓　徐松林　张　伟　夏文杰　吴宇伦
叶谊先　叶俊鸿　刘啸虎　刘凯迪　甘丛婷　许旗洋　龙建挺

王　兵　王公鑫　沈宇烜　朱俊鹏　曹　帅　徐哲锴　张玉祥
张玉珍　张新月　张万元　唐永清　蒋宜明　赵文强　连洪振

袁文豪　肖　威　祝大刚　李晨晖　望少洋　徐念州　张浩木
吴志洪　刘吴金赏　刘二龙　冯　芮　赵文作　陈　武　
齐　强

8.98

4 集美大学 陈国良　邱锦荣　潘炜鑫　林鹏辉　林艺翔　杨金春　施煜东
张晓烽　张勇强　张东海　张世隆　高志远

8.90

5 湖南师范大学 袁俊宇　罗国宁　田晗辰　王　星　王　宁　梁　贤　梁伦雄
杨　锋　李　波　吴　灿　刘　洋　陈章林　马树立　马超群

8.72

6 台州学院 郑宇航　罗锡文　汤旭健　柴臻照　李永玺　庄　界　周　瑶
叶璐阳　叶　婷　冯建彬　冯伟挺　陈晓蒙　陈迅广　黄翔翔

8.50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报表创建时间：2019-11-10 15:33 1/1

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成绩公告
舞龙舞狮

舞龙规定

单位 运动员



2019-11-10 13:30

第4组 江苏溧阳
10 10 0

排名 成绩

1 江苏溧阳中专 王松涛　王振雷　王恬忠　王学东　沈飞鹏　汤宝鹏　房　彬
张士辉　周青健　王　烨

9.23

2 四川师范大学 闵德鹏　郭成峰　郑礼帅　薛　源　石　顺　张　蕈　张华川
张光曜　陈贤安　颜海波

8.94

3 南京理工大学 顾　震　胡诗桥　肖纪禹　甘丛婷　王荣齐　潘志军　段佳宁
杨　帆　杜嘉隆　刘城豪　付春燕　马泽文

8.59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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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成绩公告
舞龙舞狮

传统北狮

单位 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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