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项 参赛单位 名单

一等奖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周芳、王雨晴、成文乐、谢雨凤、刘俊、彭琼、陈嘉怡、唐湘雯

一等奖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杨卓，张宇鑫，刘润康，李俞玮，李奥凯，郭嘉铭，陈奇，任瑞莲

一等奖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张易丹、赵欣月、赵诗雨、郭杨婉莹、李永成、王艺蓉

一等奖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周诗函、何珊、唐友李、李雨欣、郭文静、杨巧、江小进、吴倩

一等奖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孙蕾、揭晓瑜、贺淑婷、林晓婷、黄丽冰、刘结莹、李堉淇、林丹娜

一等奖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储佳美、董佳琪、马英轩、杨晨昕、杨梓祎、齐露瑶、宋雨卉、任倩

一等奖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田宇、梅若宁、江美婷、王倩、陈阳阳、金娜、潘舒琪、李思妍

二等奖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高常山、耿旭阳、张靖培、尚军瑞、李肖杰、靳森森、尚芳芳、王智子

二等奖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侯心雨、杨依盈、杨梦娇、周衡娇、黄馨怡、唐瑶、刘丽莎、张佳妮

二等奖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刘玉玲、贺一童、姚雨微、袁宇萱、刘闫、曹博然

二等奖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易纪慧、彭笑妍、谷家桢、李杨慧子、周琪、张文文

二等奖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陈乐瑶、陈洋、鲍丹丹、曹芯蕊、王梦茹、刘余晨、张静怡、史紫晨

（阳光组）规定动作-健身排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第七届中国高等职业院校健美操锦标赛成绩公告



二等奖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姚文静 宋军冉 徐思雪 蒋心如 吴智颖 许雅露 张淑阳 关依纯

二等奖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赵永丽、钟億筠、韦峙羽、蒙婉婷、刘葵、邹怡、蒋玉洁、温艳艳

二等奖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陈双瑜 陈紫娟 范鑫玉 胡婧琪 蒋媛媛 林津榕 苏惠珠 郑彩淋

三等奖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牛怡冉、任美茹、杨雅婷、贾滨畅、孙春雨、王文欣、张鑫、王坤

三等奖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姜甜甜、黄茜芝、徐嘉邑、高梓程、金晓钰、胡可颖、尚铭初、上官欣颖

三等奖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潘昱含、王亚兰、叶林汐、上官文婧、邵杰、阮佳瑶、董可欣

三等奖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马筱苒、邢旭阳、莫纪荣、张嘉琪、桂旻杰、马晓茹、陈诺

三等奖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雷雨霏、李大龙、覃雯雯、张婧、唐小芳、黎雪艳、刘昕栩、吴秋

三等奖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常文权、栗世奇、牛昱超、赵玲、徐苗燕、李前锋、马佳辰、杨子剑

三等奖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顾懿骊、林思源、吴巧玲、张越、高棱华、赖雨辰、周昊、胡若兰

三等奖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卢怡希、谢雨岍、沈欣、钱晓逸、陶雨欣、高婧萱、陈婧、邓文慧

三等奖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傅学成、胡明辉、王瑜阳、张佳琪、张铃利、周远、卢诗雨

三等奖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马新玉、康莹莹、王琼、李慧蓉、赵欣、 陈晨

三等奖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陈霜、李佳欣、李宏艳、颜福霞、秦亦心、吴媛媛、柯麒义

三等奖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唐雅悦、付俊菱、赖雨欣、刘雨洁、何香凝、彭佳怡,、邱易泽

三等奖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白鑫、张兵、唐子棋、侯懿桐、刘柏言、付莹莹、姜婉婷、邹欣甜



奖项 参赛单位 名单

一等奖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莹、史琳梦、江雨阳、张菲菲、朱仕龙、杨辰光、张杰杰、赵泽旺

二等奖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朱琳、罗千千、嘉慧娴、陈柳青、莫海艳、王秀玲、唐山清、余坤

二等奖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夏培、曾椿闵、张秋、王琴、彭佳怡、易鸿、门伊梦 、邱易泽

三等奖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黄宇轩、殷锦业、易汝喆、周娅婷、肖昱、吴英彪、危成镐、廖晨阳

三等奖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杨巧、杨沁霓、李雨欣、吴倩、常祯 、赵希、蒲文静、张湉妮

三等奖 深圳技师学院 薛家俊、吴春荣、黄馨平、郭怡雯、周晓茹、罗雯萱、付婷、王雪

（阳光组）规定动作-竞技健美操有氧舞蹈



奖项 参赛单位 名单

一等奖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刘琦

一等奖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郭雅平

二等奖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聂廷桓

二等奖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盛婧艳

二等奖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任家鑫

二等奖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黄一

三等奖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晓笛

三等奖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文菁琳

三等奖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岳语凡

三等奖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罗丹

三等奖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覃晓玲

（阳光组）自编动作-竞技健美操 女子单人操



奖项 参赛单位 名单

一等奖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温磊

一等奖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杨博然

二等奖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黄宇轩

二等奖 淄博职业学院 魏泽宁

二等奖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袁德宏

二等奖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周韵杰

三等奖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徐浩

三等奖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曾鑫烨

三等奖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陈章顺

三等奖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新

三等奖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李佳佳

三等奖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文祥宇

（阳光组）自编动作-竞技健美操 男子单人操



奖项 参赛单位 名单

一等奖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颜洁树、唐宇、彭可可、邹松林、刘莉萍、胡栏兰、艾玥昇、王建成

一等奖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何珊、杨雅璇、郭杰、郭文静、周乐正、唐友李、 周诗函、江小进

一等奖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夏培、陈珊珊、丁芹、丁晓蕾、刘佳欣、朱敏、袁宗艺、李轶杰

一等奖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刘俊、彭琼、谢雨凤、王雨晴、陈嘉怡、唐湘雯、姚菲、周芳

二等奖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朱琳、罗千千、陈柳青、莫海艳、刘晓艺、刘吉、向佳、唐山清

二等奖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韩崟楠、栗世奇、牛昱超、李祯、徐苗燕、李前锋、马佳辰、杨子剑

二等奖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张易丹、黄晶、赵欣月、赵诗雨、郭杨婉莹、易晨、李永成

二等奖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王昱棋、兰若萱、冷乐源、刘丽萍、闫利远、腾明亮、单连虹、王梓萌

二等奖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杨卓，张宇鑫，刘润康，李俞玮，李奥凯，郭嘉铭，陈志祥，任瑞莲

二等奖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钮萍、李彩、刘美兰、杜轩、刘笑男、马诗采、孙玉梅

二等奖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杨鑫萌、朱基文、沙纪元、郭文祺、旦增卓嘎、陈雨薇、徐锦、孙雪

二等奖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佳坤、李明蔚、刘靖宁、陈伟宾、刘琪峰、李胜龙、刘帆远

二等奖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郑竣鸣、赖妍媛、方嘉贤、张静瑜、林铭妍、李杏、庄灵

三等奖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刘京、李思诺、杨天天、殷佳、张俊瑶、孟悦、任莎莎、胡怡诺

（阳光组）规定动作-街舞系列Hiphop 决赛名单



三等奖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虞夕、金茜茜、罗雅凤、尚洁、汪紫轩、宋薇、褚钰丰、朱帅

三等奖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刘庭、廖乙鑫、舒敏、饶紫玉、吴伊萌、彭宇恒、温嘉欣

三等奖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晶京、金宇辉、肖景文、周铭、汪雅轩、楼宸怡、徐鹤芸、刘志旺

三等奖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刘悦、董辉、黄昱明、李政航、路亚飞、蒋家辉、杨美锐轩、马一茗

三等奖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钱心怡 项枝 施俊荣 汤长路 潘栋 陈佳熙 符圣雪

三等奖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高常山、李政、李娜、秦东华、熊杉杉、王蒙雨、鲁亚

三等奖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朱卓琳、潘莹、陈跃、黄华乐、王婉月、周盈、游泽璇、梁晓琳

三等奖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宫旭、公艳萌、刘宇婷、范云鑫、孙思琪、赵伟含

三等奖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侯心雨、杨依盈、唐瑶、刘丽莎、张佳妮、张君、陈秋雨

三等奖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马筱苒、邢旭阳、张嘉琪、莫纪荣、马晓茹、邢雨、李晗、郭可馨

三等奖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刘玉玲、贺一童、姚雨微、袁宇萱、张亚喆、郝梦元



奖项 参赛单位 名单

一等奖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王雨晴、谢雨凤、刘俊、彭琼、袁汝欣、成文乐、蒋贤、周芳

一等奖 深圳技师学院 黄馨平、郑晓婷、吴婷婷、周晓茹、郑秋敏、郭怡雯、付婷、王雪

二等奖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马中华、陈彬彬、高平平、许文欣、邓兴宇、桂思思、曾椿岚、张桐

二等奖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祁鑫钰、周琪、李杨慧子、彭笑妍、谷家桢、易纪慧

二等奖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荧、郎怡霏 、蒲文静、毕巧玲、张湉妮、雷福芳、陈燕、林文心

二等奖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唐雅悦、付俊菱、赖雨欣、刘雨洁、何香凝、曾椿闵

二等奖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李思妍、梅若宁、江美婷、陈阳阳、金佳英、金娜、伊思雨、潘舒琪

三等奖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陈紫娟、陈炜琦、范鑫玉、方芸芸、胡婧琪、黄亚如、林津榕、邱亚茹

三等奖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张雨萱、刘琦、瞿烨、李佳柯、杨婉南、蒲利萍、何慧、邵瑾

三等奖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牛怡冉、任美茹、杨雅婷、贾滨畅、王文欣、张鑫

三等奖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计可滢、任家鑫、吕香怡、葛蝶蝶、司冉冉、王瑶

三等奖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陈诺涵、尚铭初、上官欣颖、张瑜婷、俞翼阳、胡可颖、董悦

三等奖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安然、张诚、张月、李梓萌、张馨月、张馨予

（阳光组）规定动作-啦啦操系列 高踢腿



奖项 参赛单位 名单

一等奖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韩梦真、刘思彤、孙雨晴、张文静、陈  莹、史琳梦、王若南、张菲菲

一等奖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黄茜芝 陈诺涵 姜甜甜 廖宇欣 陈慧 陆雪也 徐嘉邑 金晓钰

一等奖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唐雅悦，付俊菱，夏培，刘雨洁，何香凝，彭佳怡，易鸿，杨馨语

二等奖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毕巧玲、陈燕、林文心、蒲文妮静、杨小艳 、杨沁霓 、曾玉莲、张湉妮

二等奖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侯心雨、杨依盈、唐瑶、黄馨怡、周衡娇、杨梦娇、张巧玲、彭慧

二等奖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田宇、梅若宁、李思妍、王倩、江美婷、陈阳阳、金佳音、伊思雨

二等奖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童方、王梦涵、叶昱妤、苏怡、张晨洁、杨奕雯、翟婉淇、俞尹淇

二等奖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祁鑫钰、周琪、李杨慧子、彭笑妍、谷家桢、易纪慧、张文文、王晓月

三等奖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徐佳丽、房佳妮、刘迎双、曹雅静、范天文、王漱玉、陶晨、姚骝

三等奖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朱昕瑶、杨雨潼、陈蒙祎、马小善、徐佳凝、陈鹏飞、张雯娣、陈歆玥

三等奖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刘琦、张雨萱、周娅婷、邵瑾、李佳柯、杨婉南、何慧、蒲利萍

三等奖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计可滢 任家鑫 吕香怡 葛蝶蝶 司冉冉 徐思雪 姚文静 宋军冉

三等奖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牛爽、赵爽、赵彤、崔纯艺、马梦娇、葛佳艺、张艺潼、张宇晴

（阳光组）规定动作-竞技健美操 有氧踏板



三等奖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佳坤、许一丹、刘海蛟、崔馨予、贾若思、杨凯悦、孙学博、汝慧娴

三等奖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李秋丹、杨梓峥、和晓梅、金鑫茹、贾梦航、马荣川、陈佳瑶、石雪彤



奖项 参赛单位 名单

一等奖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重阳、郭雅平

一等奖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殷锦业、张雨萱

二等奖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杨博然、李涵

二等奖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范思语、房文浩

二等奖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陈章顺、黄一

三等奖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吴鑫利、岳语凡

三等奖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沈慧頔、范传瑞

三等奖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陈浩帅、高依囡

三等奖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鲁江、刘洋

（阳光组）自编动作-竞技健美操 混合双人操



奖项 参赛单位 名单 项目

一等奖 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马浩辉
自编动作-竞技健美操

男子单人操

一等奖 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陶忠琴雅
自编动作-竞技健美操

女子单人操

二等奖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黄世豪
自编动作-竞技健美操

男子单人操

二等奖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曲红
自编动作-竞技健美操

女子单人操

三等奖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向 祺
自编动作-竞技健美操

男子单人操

三等奖 鄂州职业大学 李程浩
自编动作-竞技健美操

男子单人操

三等奖 鄂州职业大学 陈霜
自编动作-竞技健美操

女子单人操

三等奖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谢婷、王慧琳、闫梦琳、钱佳妮、钟思艺、

陈念念、张天清、卓玛曲措

规定动作-竞技健美操

有氧踏板

三等奖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梦迪、戴鑫、李香诺、王瑞浛、曲红、赵

家宁、陈颖、闫蕴宇

规定动作-竞技健美操

有氧踏板

三等奖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谢婷、王慧琳、赖霄、唐勋、闫梦琳、张晓

泓、徐伍斯倩、钱佳妮

规定动作-竞技健美操

有氧舞蹈

三等奖 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张美玲、董婉、方娟、汪雅婷、张东、翟志

伟、王鑫程、杨浩武

规定动作-竞技健美操

有氧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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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张政 汪雅婷
自编动作-竞技健美操

混合双人操

三等奖 鄂州职业大学 李程浩、张倩颖
自编动作-竞技健美操

混合双人操

三等奖 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蔡询询、陶忠琴雅 、德生
自编动作-竞技健美操

三人操

三等奖 鄂州职业大学 张倩颖、董婷、陈霜
自编动作-竞技健美操

三人操

总裁判长：

裁判长： 任勇

副裁判长： 沈国琴 2021年1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