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攀岩赛事 

裁判员库公示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省份 级别 工作单位 职务 

1  黄静 女 湖北 国家级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教师 

2  王勇 男 吉林 一级 长春理工大学 教师 

3  王培善 男 上海 一级 同济大学 教师 

4  慕煜 女 浙江 一级 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 

5  王俊舰 男 浙江 一级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6  李春华 女 上海 一级 同济大学 教师 

7  张辉 男 上海 一级 东华大学 教师 

8  张丹 女 四川 一级 四川旅游学院 教师 

9  魏汝领 男 浙江 一级 浙江海洋大学 教师 

10  颜帮和 男 安徽 一级 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教师 

11  田超熊 男 四川 一级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教师 

12  张钊 男 四川 一级 四川师范大学 教师 

13  黄丽萍 女 福建 一级 华侨大学 教师 

14  蒯莉芳 女 湖北 一级 长江大学 教师 

15  褚虎  男 湖北 一级 武汉体育学院 教师 

16  莫双溪 男 广西 一级 广西科技大学 教师 

17  王语嫣 女 湖北 一级 华中农业大学 教师 

18  朱昌华 男 四川 一级 成都体育学院 教师 

19  王雪 男 浙江 一级 浙江科技学院 教师 

20  张帅 男 辽宁 一级 沈阳体育学院 教师 

21  罗林斯特 男 广东 一级 南方科技大学 教师 

22  何翠莲 女 浙江 一级 宁波市海曙区文体局 干部 

23  胡娇娇 女 四川 一级 乐山师范学院 教师 

24  张灵芝 女 江西 一级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教师 

25  覃东妮 女 广西 一级 
广西攀达户外拓展有限

公司 
职员 

26  王冬梅 女 天津 一级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教师 

27  许香暖 女 浙江 一级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28  张敏 男 天津 一级 天津体育学院 教师 

29  赵庆松 男 贵州 一级 贵州日报报刊社 记者 

30  卢俊佩 男 湖北 一级 湖北大学 教师 

31  占玉珍 女 江西 一级 九江学院 教师 

32  张俊 女 湖北 一级 湖北经济学院 教师 

33  孙健立 男 上海 一级 
上海东冠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职员 

34  徐华栋 男 上海 一级 
上海东冠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职员 



35  蔡诗雯 女 上海 一级 
上海东冠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职员 

36  郑伦建 男 上海 二级 上海体育学院 学生 

37  段小润 女 上海 二级 上海体育学院 学生 

38  李炳贵 男 上海 二级 上海体育学院 学生 

39  范毅 男 上海 
国家级定

线员 

上海东冠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职员 

40  周立超 男 广东 
一级定线

员 
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 教师 

41  曾祥冀 男 广东 
一级定线

员 
广东白云学院 教师 

42  何厚俞 男 广东 
一级定线

员 
广州超极限攀岩馆 职员 

43  陈伟军 男 广东 
一级定线

员 
广州体育学院 教师 

44  李绍满 男 江西 
一级定线

员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教师 

45  孙泽亿 男 江西 
一级定线

员 
赣州市天骄小学 教师 

46  梁开心 男 贵州 
一级定线

员 
贵州医科大学 教师 

47  张琪 男 上海 
一级定线

员 
上海市平和学校 教师 

48  黄永森 男 上海 
一级定线

员 

上海东冠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职员 

49  洪深 男 上海 
一级定线

员 

上海东冠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职员 

50  姚栋 男 天津 
一级定线

员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北

辰光华外国语学校 
教师 

51  吴顺新 男  
一级定线

员 
攀岩国家青年集训队  

52  黄静 女 湖北 国家级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教师 

53  王勇 男 吉林 一级 长春理工大学 教师 

54  王培善 男 上海 一级 同济大学 教师 

55  慕煜 女 浙江 一级 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 

56  王俊舰 男 浙江 一级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联系人：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竞赛部，胡京敏，电话：010-

66093727） 

 

 



2021 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攀岩赛事 

资格审查专家库公示名单 

 

（联系人：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竞赛部，胡京敏，电话：010-

66093727）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1  朱江华 东华大学 体育系主任 

2  董亮 长春大学 体育系主任 

3  师长青 长安大学 教师 

4  钱俊伟 北京大学 体育系主任 

5  叶宇 同济大学 体育系书记 

6  王子恒 中山大学 办公室主任 

7  董范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体育系主任 

8  邓军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体育系副主任 

9  国伟 贵州医科大学 体育学院院长 

10  左刚 成都理工大学 教师 

11  陈军 吉林大学 教师 

12  许军 四川旅游学院 体育学院院长 

13  吕海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体育系副主任 

14  郭大勇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学院副院长 

15  周红伟 浙江农林大学 体育系副主任 

16  宋海宾 乐山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副院长 

17  罗申 中国登山协会 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