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报级别 参赛学校

1 陈思成 男 2008.11.07 男子个人组手-52kg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2 陆靖尧 男 2010.10.20 男子13岁组个人型 上海市铁岭中学

3 洪天婕 女 2008.11.06 女子个人组手-47kg 上海市建平中学西校

4 杨崇右 男 2010.08.21 男子13岁个人型 北京师范大学鄂尔多斯第二附属学校

5 郭珂 女 2010.08.17 女子13岁组个人型 北京师范大学鄂尔多斯第二附属学校

6 孙语萱 女 2009.07.06 女子个人组手+54kg 北京师范大学静海附属学校

7 张旭涵 女 2008.03.11 女子个人组手-47kg 北京市昌平区前锋学校

8 孙志远 男 2008.01.25 男子个人组手-52kg 北京市昌平区前锋学校

9 李兆轩 男 2008.07.21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男子个人组手-70kg 北京市第100中学

10 马睿 女 2008.08.06 女子个人组手+54kg 北京市第100中学

11 张凌萱 女 2009.03.08 女子14-15岁组个人型 北京市昌平区第五中学

12 杨茗帆 女 2010.07.15 女子13岁组个人型 北京市昌平区第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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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于瀚超 男 2009.06.03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男子个人组手-52kg 北京师范大学昌平附属学校

14 曾煜轩 男 2009.09.13 男子个人组手-52kg 北京市昌平一中

15 王若楷 男 2008.08.08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 北京市昌平三中

16 周逸嘉 男 2009.07.22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 北京市昌平区第十五中学南口学校

17 赵梓博 男 2010.09.19 男子13岁组个人型 北京市昌平区城关小学

18 程显雅 女 2009.01.31 女子14-15岁组个人型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回龙观学校

19 王照溪 女 2009.10.13 女子14-15岁组个人型 北京市昌平区第五中学

20 杨馥溶 女 2010.05.28 女子13岁组个人型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昌平学校

21 金俊浩 男 2009.02.26 男子个人组手-52kg 北京市马池口中学

22 张栋梁 男 2008.12.01 男子个人组手-52kg 北京市昌平一中

23 张天泽 男 2009.11.03 男子个人组手-57kg 北京市昌平一中西关校区

24 李芃硕 男 2009.03.09 男子个人组手-57kg 北京市昌平二中

25 马韬 男 2008.06.08 男子个人组手-63kg 北京市十三陵中学

26 谷世瑄 男 2008.01.30 男子个人组手+70kg 北京市昌平二中



27 朱子萱 女 2008.06.24 女子个人组手-47kg 北京市昌平区第五学校

28 李喆冉 女 2009.11.02 女子个人组手-47kg 北京市石景山区中杉学校

29 陈德瑄 男 2010.10.23 男子13岁组个人型 福州市仓山霞镜小学

30 韦奥航 男 2008.02.23 男子个人组手-52kg 邯郸市邯山区实验中学

31 常帅琪 男 2009.05.14 男子个人组手-52kg 邯郸市邯山区实验中学

32 王康 男 2008.02.17 男子个人组手-57kg 邯郸市邯山区实验中学

33 田卓轩 男 2009.02.13 男子个人组手-57kg 邯郸市第十二中学南校区

34 梁睿 女 2008.07.24 女子个人组手-54kg 杭州市丁荷中学

35 徐玉绮 女 2008.02.12 女子个人组手+54kg 杭州市丁荷中学

36 龙陆堉鑫 男 2008.01.14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男子个人组手-52kg 衡水滨湖新区志臻中学

37 陈卓 男 2008.03.11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男子个人组手-57kg 衡水滨湖新区志臻中学

38 李佳硕 男 2009.01.16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男子个人组手-52kg 衡水滨湖新区志臻中学

39 张紫健 男 2009.01.03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男子个人组手-70kg 衡水滨湖新区志臻中学

40 郝佳凯 男 2008.09.03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男子个人组手-57kg 衡水滨湖新区志臻中学



41 刘凯嘉 男 2009.04.20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男子个人组手+70kg 衡水滨湖新区志臻中学

42 王稳程 男 2008.10.23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男子个人组手-63kg 衡水滨湖新区志臻中学

43 苏刘美诺 女 2009.07.28 女子14-15岁组个人型、女子个人组手-47kg 衡水滨湖新区志臻中学

44 王梦娱 女 2009.03.25 女子14-15岁组个人型、女子个人组手-54kg 衡水滨湖新区志臻中学

45 卢一可 女 2008.10.30 女子14-15岁组个人型、女子个人组手+54kg 衡水滨湖新区志臻中学

46 董禹萱 女 2008.07.14 女子14-15岁组个人型、女子个人组手-54kg 衡水滨湖新区志臻中学

47 任子依 女 2008.09.15 女子14-15岁组个人型、女子个人组手-47kg 衡水滨湖新区志臻中学

48 李奕冉 女 2009.03.16 女子个人组手-47kg 湖南省郴州市第三十二中学

49 罗紫怡 女 2009.07.07 女子14-15岁组个人型 湖南师大附中芙蓉中学

50 汤瑞杰 男 2009.07.01 男子个人组手-52kg 湖南师大附中芙蓉中学

51 王梓浩 男 2008.10.15 男子个人组手-57kg 湖南师大附中芙蓉中学

52 李昊 男 2008.09.18 男子个人组手-63kg 湖南师大附中芙蓉中学

53 肖瑜 男 2009.05.25 男子个人组手-70kg 湖南师大附中芙蓉中学

54 唐浩宇 男 2008.09.17 男子个人组手+70kg 湖南师大附中芙蓉中学



55 王安琪 女 2008.04.05 女子个人组手-47kg 淮南第二十三中学

56 王志鹏 男 2008.06.15 男子个人组手-70kg 淮南第二十三中学

57 陈启昊 男 2008.02.19 男子个人组手-57kg 淮南第二十三中学

58 戚家敏 女 2008.04.18 女子个人组手-54kg 淮南第二十三中学

59 武紫璇 女 2009.01.08 女子个人组手-54kg 淮南第二十三中学

60 王雨萱 女 2009.11.25 女子个人组手+54kg 淮南民生中学

61 陶训德 男 2008.07.26 男子个人组手-63kg 淮南民生中学

62 陈傲冉 男 2008.07.11 男子个人组手-70kg 淮南民生中学

63 刘乐天 男 2009.02.28 男子个人组手-52kg 淮南市洞山中学

64 段欣雨 女 2009.05.12 女子个人组手+54kg 淮南第二十三中学

65 黄建豪 男 2008.09.06 男子个人组手-52kg 福建省晋江市新侨中学

66 王紫铭 男 2008.09.12 男子个人组手-57kg 福建省晋江市新侨中学

67 黄振男 男 2008.09.24 男子个人组手-63kg 福建省晋江市新侨中学

68 陈思霜 女 2009.01.21 女子个人组手-54kg 福建省晋江市新侨中学



69 唐家鸣 男 2010.04.21 男子13岁组个人型 开封市火电中学

70 崔俊蕲 女 2009.12.29 女子个人组手-54kg 开封市北大培文东信学校

71 张耘子 男 2010.02.06 男子13岁组个人型 闽侯县上街实验学校

72 赖慧诚 女 2010.06.22 女子个人组手-47kg 平江县三阳中学

73 赵蒙苒 女 2009.05.27 女子个人组手-47kg 青岛西海岸新区弘德学校

74 唐赢 女 2009.04.29 女子个人组手+54kg 青岛西海岸新区弘德学校

75 刘旭彤 女 2008.10.31 女子个人组手-54kg 青岛西海岸新区弘德学校

76 于慧 女 2008.10.17 女子个人组手-47kg 青岛西海岸新区弘德学校

77 龙鑫悦 女 2009.01.28 女子个人组手+54kg 青岛西海岸新区弘德学校

78 杨智强 男 2009.01.03 男子个人组手-57kg 青岛西海岸新区弘德学校

79 逄子豪 男 2009.05.02 男子个人组手-52kg 青岛西海岸新区弘德学校

80 彭琪 女 2009.03.23 女子个人组手-54kg 青岛平度市风台中学

81 刘家铭 男 2008.06.26 男子个人组手-70kg 青岛市新海岸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82 王籽欢 女 2008.10.22 女子个人组手-47kg 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83 张奥运 女 2008.02.08 女子个人组手-54kg 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84 段怡然 女 2008.09.29 女子个人组手-54kg 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85 宋佳宁 女 2008.11.17 女子个人组手+54kg 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86 孙梓嫣 女 2009.07.15 女子个人组手+54kg 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87 王凯 男 2009.05.09 男子个人组手-52kg 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88 张锎天 男 2008.03.06 男子个人组手-52kg 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89 谭谈 男 2008.10.17 男子个人组手-57kg 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90 戚作鹏 男 2008.06.01 男子个人组手-57kg 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91 肖智文 男 2008.11.16 男子个人组手-63kg 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92 李庆城 男 2009.05.28 男子个人组手-63kg 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93 孙国策 男 2008.03.29 男子个人组手-70kg 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94 丁永颢 男 2008.02.27 男子个人组手-70kg 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95 刘明 男 2008.08.09 男子个人组手+70kg 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96 王中杰 男 2008.06.21 男子个人组手+70kg 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97 陈泸星 男 2009.11.10 男子个人组手-52kg 上海市杨思中学

98 张宇翔 男 2009.11.15 男子个人组手-52kg 上海市杨思中学

99 王新泽 男 2009.06.06 男子个人组手-52kg 上海市杨思中学

100 邢值铭 男 2008.07.30 男子个人组手-57kg 上海市杨思中学

101 蒋振华 男 2009.11.21 男子个人组手-57kg 上海市杨思中学

102 李大伟 男 2008.11.20 男子个人组手-63kg 上海市杨思中学

103 陈立 女 2008.09.16 女子个人组手-54kg 上海市杨思中学

104 蒋烨辰 男 2009.04.13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 上海民办恒洋外国语学校

105 董彦辰 男 2009.09.21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 上海市建平中学西校

106 童话 男 2008.10.06 男子个人组手-52kg 上海市浦兴中学

107 童语 男 2008.10.06 男子个人组手-57kg 上海市浦兴中学

108 单欣奕 女 2009.11.06 女子个人组手-47kg 上海市浦兴中学

109 陈疆越 男 2008.10.13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110 张栩铖 男 2010.09.16 男子13岁组个人型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111 高源翔 男 2010.06.29 男子13岁组个人型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112 杨雅婷 女 2009.09.24 女子14-15岁组个人型 上海市静安区大宁国际学校

113 黄睿哲 男 2010.08.02 男子13岁组个人型 上海市民办尚德实验学校

114 解译杰 男 2010.09.06 男子13岁组个人型 上海市致远中学

115 贾淑岚 女 2010.09.27 女子13岁组个人型 上海市浦东模范中学

116 马鹏展 男 2008.10.11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117 钱璟琳 女 2010.04.29 女子13岁组个人型 上海市七宝实验中学

118 张宸茜 女 2009.02.24 女子14-15岁组个人型 上海市七宝实验中学

119 程超焕 男 2008.03.12 男子个人组手-70kg 深圳市龙华中学

120 陈嘉华 男 2008.02.02 男子个人组手-70kg 深圳市龙华中学

121 刘瑞 男 2008.01.14 男子个人组手-70kg 深圳市龙华中学

122 吴泽钦 男 2008.11.27 男子个人组手-63kg 深圳市龙华中学

123 周桐鑫 男 2008.06.04 男子个人组手-52kg 深圳市龙华中学

124 吴舒倩 女 2009.06.09 女子个人组手-54kg 深圳市龙华中学



125 刘芷悦 女 2008.07.28 女子个人组手-54kg 深圳市龙华中学

126 曾蔚霖 女 2008.05.19 女子个人组手+54kg 深圳市龙华中学

127 于景坤 男 2008.05.03 男子个人组手-63kg 苏州市振吴实验学校

128 刘欣雨 男 2008.07.02 男子个人组手-52kg 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

129 武佳 男 2009.03.20 男子个人组手-52kg 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

130 刘嘉诚 男 2008.06.05 男子个人组手-57kg 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

131 闵毅峰 男 2008.04.30 男子个人组手-63kg 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

132 王哲 男 2008.10.06 男子个人组手-63kg 静海区子牙镇中学

133 高博 男 2009.11.02 男子个人组手-70kg 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

134 王子按 男 2009.05.09 男子个人组手+70kg 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

135 王奕博 男 2008.08.10 男子个人组手+70kg 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

136 汪家好 女 2008.06.19 女子个人组手-54kg 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

137 刘乾宇 男 2009.08.08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 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

138 李梦阳 男 2008.07.03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 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



139 鲜梓琳 女 2008.08.16 女子14-15岁组个人型 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

140 周志强 男 2009.11.29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 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

141 宋衍津 男 2008.04.08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 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

142 王贺奥 男 2008.02.18 男子个人组手-57kg 无锡市体育运动学校

143 刘裕韬 男 2008.02.16 男子个人组手-52kg 宋江武术学校

144 刘恒亦 男 2009.07.23 男子个人组手-57kg 宋江武术学校

145 尹可富 男 2008.03.13 男子个人组手-57kg 宋江武术学校

146 李贵凡 男 2008.07.04 男子个人组手-63kg 宋江武术学校

147 王奕粟 男 2008.08.20 男子个人组手-63kg 宋江武术学校

148 刘峻宇 男 2008.07.15 男子个人组手-70kg 宋江武术学校

149 关力硕 男 2008.09.06 男子个人组手-70kg 宋江武术学校

150 李子恒 女 2010.12.11 女子13岁组个人型 湛江市少林学校

151 曾晓云 女 2010.12.03 女子13岁组个人型 湛江市少林学校

152 李子统 男 2010.12.11 男子13岁组个人型 湛江市少林学校



153 王文铠 男 2010.02.22 男子13岁组个人型 湛江市少林学校

154 李凯琪 女 2008.10.12 女子14-15岁组个人型 湛江市少林学校

155 黎巧薇 女 2008.03.06 女子14-15岁组个人型 湛江市少林学校

156 李树森 女 2008.06.01 女子14-15岁组个人型、女子个人组手-54kg 湛江市少林学校

157 劳智涛 男 2009.07.16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 湛江市少林学校

158 林晖程 男 2008.10.29 男子14-15岁组个人型 湛江市少林学校

159 黄境坤 男 2008.05.31 男子个人组手-63kg 湛江市少林学校

160 王柏翰 男 2008.12.08 男子个人组手-52kg 湛江市少林学校

161 吴建豪 男 2008.02.14 男子个人组手-57kg 湛江市少林学校

162 梁沁岚 女 2009.08.04 女子个人组手-54kg 湛江市少林学校

163 李梦婷 女 2008.03.15 女子个人组手-54kg 湛江市少林学校

164 鲍航 男 2008.09.25 男子个人组手+70kg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桥实验中学

165 龚梓瑜 男 2008.11.30 男子个人组手-70kg 株洲市二中初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