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号场地 第1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孙  晶 8.92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09:00

女子D组规定陈式太极拳

 单位

黑龙江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2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高惠侠 8.98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09:00

女子D组规定杨式太极拳

 单位

陕西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3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素英 8.89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09:00

女子D组规定吴式太极拳

 单位

山东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4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綦  颖 8.84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09:00

女子D组规定孙式太极拳

 单位

黑龙江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5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赵  炬 8.76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09:00

女子D组规定武式太极拳

 单位

黑龙江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6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冯  燕 8.88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09:00

女子D组24式太极拳

 单位

陕西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7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12 12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刘  丽 8.76 一等奖

2 薛  宏 8.71 一等奖

3 李  娟 8.70 一等奖

4 张新社 8.69 一等奖

5 李春红 8.68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8 1/1

山东滨州市武术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09:00

女子CDE组其他规定/传统太极拳

 单位

山东滨州市武术协会

山东滨州市武术协会

陕西省武术协会四队

包头高新区太极拳协会



          1号场地 第8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元元 8.80 一等奖

2 张跃琴 8.77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09:00

女子CE组规定/传统杨式太极拳

 单位

陕西省武术协会三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2号场地 第1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学忠 8.92 一等奖

2 白学志 8.90 一等奖

3 马腾跃 8.85 一等奖

4 景武军 8.73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09:00

男子D组陈式太极剑

 单位

山东滨州市武术协会

长春九台区武协代表队

辽宁省代表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三队



          2号场地 第2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卫东 8.85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09:00

男子E组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2号场地 第3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炯峰 8.71 一等奖

2 魏国军 8.63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09:00

男子DE组其他太极器械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代表队

吉林公主岭二队



          2号场地 第4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于海涛 8.87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09:00

男子CDE组其他太极剑

 单位

辽宁铁云武术俱乐部队



          2号场地 第5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赵春鹏 8.72 一等奖

2 陈树杰 8.67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09:00

男子D组其他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四平法院太极拳研究会

吉林德惠胜利街道太极队



          2号场地 第6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  成 8.76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09:00

男子DE组武当太极器械

 单位

陕西省武术协会四队



          2号场地 第7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铁鲲 8.62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09:00

男子DE组吴式太极刀

 单位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2号场地 第8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杨玉兰 8.7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09:00

女子E组42式太极拳

 单位

大庆市世纪家园队



          2号场地 第9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文祯 8.85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09:00

女子CE组规定陈式太极拳

 单位

菏泽职工太极拳研究会



          1号场地 第1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千秋 8.95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14:30

男子D组规定陈式太极拳

 单位

山东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2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惠合同 9.1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14:30

男子D组规定杨式太极拳

 单位

陕西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3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夏晓斌 8.88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1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14:30

男子D组规定吴式太极拳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代表队



          1号场地 第4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尽辉 8.78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14:30

男子D组规定孙式太极拳

 单位

吉林省代表队



          号场地 第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0 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1900-01-00 00:00

 单位



          1号场地 第6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海涛 8.91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14:30

男子D组24式太极拳

 单位

吉林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7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12 12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冯玉强 8.79 一等奖

2 李学忠 8.76 一等奖

3 纪  勇 8.70 一等奖

4 白学志 8.69 一等奖

5 隋咏利 8.68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0 1/1

吉林省白山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14:30

男子D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辽宁省代表队

山东滨州市武术协会

四平市代表队

长春九台区武协代表队



          1号场地 第8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魏国军 8.68 一等奖

2 秦  川 8.52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14:30

男子CDE组和式太极拳

 单位

吉林公主岭二队

吉林公主岭二队



          2号场地 第1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文祯 8.86 一等奖

2 莫湘凡 8.78 一等奖

3 刘宝欢 8.75 一等奖

4 李永慧 8.74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14:30

女子CD组陈式太极剑

 单位

菏泽职工太极拳研究会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陕西省代表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代表队



          2号场地 第2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  琼 8.72 一等奖

2 李  娟 8.7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14:30

女子D组杨式太极器械

 单位

陕西省武术协会三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四队



          2号场地 第3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元元 8.7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14:30

女子CE组杨式太极器械

 单位

陕西省武术协会三队



          2号场地 第4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凤清 8.78 一等奖

2 邢  丽 8.64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14:30

女子CE组42式太极剑

 单位

乌海致远太极协会

山东滨州市武术协会



          2号场地 第5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于欣婧 8.75 一等奖

2 裴尚茹 8.62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14:30

女子CD组其他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吉林省白山市

梨树县代表队



          2号场地 第6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亚杰 8.81 一等奖

2 马庆香 8.71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14:30

女子E组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吉林德惠胜利街道太极队

吉林德惠胜利街道太极队



          2号场地 第7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陈锦华 8.71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14:30

女子DE组吴式太极器械

 单位

大庆市世纪家园队



          2号场地 第8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钟湘琴 8.73 一等奖

2 张春霞 8.6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09 14:30

女子DE组武当太极器械

 单位

陕西省武术协会四队

长春经开区武术协会



          1号场地 第1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13 13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丽娟 9.00 一等奖

2 杨  欣 8.95 一等奖

3 雒春慧 8.94 一等奖

4 莫湘凡 8.91 一等奖

5 李  兵 8.88 一等奖

6 董淑华 8.82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1 1/1

长春九台区武协代表队

吉林德惠胜利街道太极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09:00

女子CD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辽宁开原代表队

吉林德惠胜利街道太极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1号场地 第2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魏爱梅 8.98 一等奖

2 王云霄 8.9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09:00

女子D组传统杨式太极拳

 单位

陕西省武术协会三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三队



          1号场地 第3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段玲玲 8.83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09:00

女子ACE组24式太极拳

 单位

吉林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4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刘晓丽 9.0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09:00

女子CDE组规定/传统吴式太极拳

 单位

山东滨州市武术协会



          2号场地 第1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惠合同 8.98 一等奖

2 宋传亭 8.76 一等奖

3 赵应民 8.75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09:00

男子DE组42式太极剑

 单位

陕西省代表队

菏泽职工太极拳研究会

山东滨州市武术协会



          2号场地 第2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孙启平 8.98 一等奖

2 乔志路 8.79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09:00

男子CDE组杨式太极器械

 单位

泰安杨式太极拳协会

四平地税机关队



          2号场地 第3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嵇姝涵 8.25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09:00

女子B组42式太极拳

 单位

吉林省延吉市第四中学



          2号场地 第4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闫  萍 9.02 一等奖

2 钟湘琴 8.97 一等奖

3 王丹心 8.9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09:00

女子D组42式太极拳

 单位

四平市代表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四队

辽宁省代表队



          2号场地 第5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亚杰 8.98 一等奖

2 卫民杰 8.8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09:00

女子E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吉林德惠胜利街道太极队

吉林德惠胜利街道太极队



          2号场地 第6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  军 8.9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09:00

男子DE组32式太极剑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代表队



          2号场地 第7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忠刚 8.83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09:00

男子AC组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辽宁铁云武术俱乐部队



          1号场地 第1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芳贤 8.85 一等奖

2 闫  萍 8.84 一等奖

3 季淑玲 8.81 一等奖

4 高惠侠 8.8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14:30

女子D组42式太极剑

 单位

陕西省武术协会四队

四平市代表队

辽宁省代表队

陕西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2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清霞 8.80 一等奖

2 刘  丽 8.71 一等奖

3 李亚娟 8.7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14:30

女子CDE组32式太极剑

 单位

山东滨州市武术协会

山东滨州市武术协会

陕西省武术协会四队



          1号场地 第3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  成 8.90 一等奖

2 宋传亭 8.81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14:30

男子BCD组42式太极拳

 单位

陕西省武术协会四队

菏泽职工太极拳研究会



          1号场地 第4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  力 9.0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14:30

男子CE组24/42式太极拳

 单位

陕西省武术协会四队



          1号场地 第5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邓  威 8.83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3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14:30

男子E组传统杨式太极拳

 单位

四平地税振兴太极拳队



          1号场地 第6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刘洪宇/李忠刚 8.9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3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14:30

对练

 单位

辽宁铁云武术俱乐部队



          2号场地 第1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赵应民 8.86 一等奖

2 于海涛 8.75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3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14:30

男子BCD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山东滨州市武术协会

辽宁铁云武术俱乐部队



          2号场地 第2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施玉波 8.92 一等奖

2 邢家宝 8.8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3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14:30

男子ABC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青岛德诚中和太极馆

吉林德惠胜利街道太极队



          2号场地 第3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邹继爽 9.0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报表创建时间：2017-08-16 15:23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14:30

男子E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伊通满族自治县代表队



          2号场地 第4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刘国军 9.00 一等奖

2 张振峰 8.89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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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14:30

男子DE组传统吴式太极拳

 单位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大庆市世纪家园队



          2号场地 第5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忠刚 8.87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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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14:30

男子CE组规定陈式太极拳

 单位

辽宁铁云武术俱乐部队



          2号场地 第6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孙启平 8.90 一等奖

2 乔志路 8.83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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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14:30

男子CD组传统杨式太极拳

 单位

泰安杨式太极拳协会

四平地税机关队



          2号场地 第7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孙喜善 9.0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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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E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梨树县代表队



          2号场地 第8组 吉林师范大学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新社 8.90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体育竞赛通--竞赛成功又轻松    http://wushu.justt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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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四平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10 14:30

女子DE组其他太极器械

 单位

包头高新区太极拳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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