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号场地 第1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高文耀 8.97 一等奖

2 周  谦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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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男子D组规定陈式太极拳

 单位

福建代表队

广东代表队



          1号场地 第2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陈  娟 8.98 一等奖

2 单学珍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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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女子D组规定陈式太极拳

 单位

广东代表队

上海代表队



          1号场地 第3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许  宋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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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男子D组规定杨式太极拳

 单位

福建代表队



          1号场地 第4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毛秋贵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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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女子D组规定杨式太极拳

 单位

浙江代表队



          1号场地 第5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  斌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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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男子D组规定吴式太极拳

 单位

江苏代表队



          1号场地 第6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苏  静 9.11 一等奖

2 袁瑞萍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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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女子D组规定吴式太极拳

 单位

广西代表队

广东代表队



          1号场地 第7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陈荣亮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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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男子D组规定武式太极拳

 单位

浙江代表队



          1号场地 第8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曾卫红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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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女子D组规定武式太极拳

 单位

福建代表队



          1号场地 第9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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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女子传统各式太极拳

 单位

深圳市太极拳研究会



          1号场地 第10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郑徐州 8.69 一等奖

2 何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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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男子规定各式太极拳

 单位

江苏代表队

广州梅花太极杨计有队



          1号场地 第11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吴柏康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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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男子传统各式太极拳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荔枝湾队



          2号场地 第1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伍梓元 7.78 一等奖

2 龙  潇 7.44 一等奖

3 钟振锋 7.38 一等奖

4 罗庆邦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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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男子A组规定32式太极剑

 单位

深圳明德实验碧海队

番禺区南村镇市头小学

海珠区南武实验小学

海珠区南武实验小学



          2号场地 第2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  杰 8.51 一等奖

2 盖世英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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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男子BC组规定32式太极剑

 单位

广州梅花太极龍行分馆

广州梅花太极凤凰城队



          2号场地 第3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赖甜甜 7.59 一等奖

2 冯子雯 7.46 一等奖

3 黎晓曼 7.43 一等奖

4 黄  菲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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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女子A组规定32式太极剑

 单位

从化区城郊小学2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东风公园站

海珠区南武实验小学

从化区城郊小学2队



          2号场地 第4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丽妍 8.51 一等奖

2 黄思颖 8.44 一等奖

3 陈竝萤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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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女子BC组规定32式太极剑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荔枝湾队

广州虎鹤文体

从化区城郊小学1队



          2号场地 第5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华禹翔 7.39 一等奖

2 邓礼乐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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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男子A组规定42式太极剑

 单位

广东省武术协会

从化区城郊小学1队



          2号场地 第6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耀星 8.55 一等奖

2 杨发万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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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男子BC组规定42式太极剑

 单位

福建代表队

东莞发万武术培训部



          2号场地 第7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徐冬炫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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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女子AB组规定42式太极剑

 单位

从化区城郊小学1队



          2号场地 第8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施李萍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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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女子BC组其他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广东武当精舍太极分会



          3号场地 第1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冯天佑 8.42 一等奖

2 陈万祺 8.41 一等奖

3 程相炜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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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男子AB组传统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奥体站

广东罗定太极拳协会

海珠区陈志强太极拳馆



          3号场地 第2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杜志修 8.96 一等奖

2 陈自阳 8.82 一等奖

3 武新铭 8.81 一等奖

4 朱国阳 8.79 一等奖

未完成 王  杰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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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 1/1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前进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男子C组传统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

海珠区陈志强太极拳馆

海珠区陈志强太极拳馆

深圳市武术协会代表队



          3号场地 第3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蒋晓白 8.08 一等奖

2 谭湘喻 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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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女子A组传统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番禺区南村镇市头小学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荔枝湾队



          3号场地 第4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玢满 8.65 一等奖

2 王晗杄 8.42 一等奖

3 肖晓彤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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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女子BC组传统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广州从化太极拳协会一队

海珠区陈志强太极拳馆

广州从化禾仓小学一队



          3号场地 第5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肖金山 8.77 一等奖

2 钟创华 8.73 一等奖

3 刘叶辉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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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男子AC组其他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奥体站

广州梅花太极龍行分馆

从化区城郊小学3队



          3号场地 第6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晓贤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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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女子A组其他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从化区城郊小学3队



          3号场地 第7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潘俏山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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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女子C组规定42式太极剑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



          3号场地 第8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黄碧仪 8.71 一等奖

2 李淑娟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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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08:30

女子规定各式太极拳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荔枝湾队



          1号场地 第1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冯金瑞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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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14:00

男子D组规定孙式太极拳

 单位

上海代表队



          1号场地 第2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付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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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14:00

女子D组规定孙式太极拳

 单位

江苏代表队



          1号场地 第3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元飞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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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14:00

男子D组规定24式太极拳

 单位

浙江代表队



          1号场地 第4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陆  熙 9.06 一等奖

2 陈伟伟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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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14:00

女子D组规定24式太极拳

 单位

上海代表队

江苏代表队



          1号场地 第5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陈翔武 8.61 一等奖

2 张爱华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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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14:00

男子DE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广东武当精舍太极分会

广州洪式太极拳研究会



          1号场地 第6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杨玉英 8.70 一等奖

2 姜玉艳 8.67 一等奖

3 陈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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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14:00

女子DE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广州梅花太极凤凰城队

深圳市太极拳研究会

深圳市太极拳研究会



          1号场地 第7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徐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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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14:00

男子C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上海代表队



          1号场地 第8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郑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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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14:00

女子C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上海代表队



          1号场地 第9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容美玲 8.41 一等奖

2 李  穗 8.39 一等奖

3 周瑞珍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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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14:00

女子DE组传统东岳太极拳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荔枝湾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荔枝湾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冲口站



          2号场地 第1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23 23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刘彩艳 8.83 一等奖

2 曾东霞 8.82 一等奖

3 张  莉 8.80 一等奖

4 蔡雪绵 8.79 一等奖

5 梁  珍 8.69 一等奖

6 吴燕冰 8.68 一等奖

7 楼  青 8.67 一等奖

8 李海霞 8.66 一等奖

9 凌展明 8.60 一等奖

10 朱淑民 8.59 一等奖

11 万素琴 8.58 一等奖

12 陆东群 8.57 一等奖

13 黄柳清 8.53 一等奖

14 何东方 8.52 一等奖

15 汤艳娟 8.51 一等奖

16 颜淑娴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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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 1/1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冲口站

广州梅花太极凤凰城队

广州梅花太极凤凰城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荔枝湾队

福建代表队

兴宁市武术协会

广东省武术协会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文园站

广东清远市太极拳协会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荔枝湾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晓港站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人民公园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14:00

女子D组规定42式太极拳

 单位

深圳市福城太极拳协会

深圳市太极拳研究会

福建代表队

福建代表队



          3号场地 第1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潘进基 8.68 一等奖

2 张焕奎 8.66 一等奖

3 吴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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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14:00

男子D组规定42式太极拳

 单位

广州梅花太极凤凰城队

兴宁市武术协会

福建代表队



          3号场地 第2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2 12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卢颖禧 7.90 一等奖

2 戚钧豪 7.85 一等奖

3 刘子龙 7.77 一等奖

4 伍子钊 7.61 一等奖

5 江信辉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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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 1/1

广州从化禾仓小学三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14:00

男子A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从化区城郊小学2队

从化区城郊小学4队

广州从化禾仓小学三队

从化区城郊小学4队



          3号场地 第3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晗杄 8.05 一等奖

2 李媛彤 7.90 一等奖

3 冉  鑫 7.88 一等奖

4 潘莉楦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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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14:00

女子B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海珠区陈志强太极拳馆

从化区城郊小学1队

从化区城郊小学1队

广州从化禾仓小学二队



          3号场地 第4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吴  明 9.00 一等奖

2 翁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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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14:00

男子E组规定陈式太极拳

 单位

江苏代表队

福建代表队



          3号场地 第5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徐丽辉 8.72 一等奖

2 郑素芳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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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6 14:00

女子E组规定陈式太极拳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天河站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东风公园站



          1号场地 第1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3 13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陈庆贤 8.93 一等奖

2 晏洪涛 8.85 一等奖

3 吴立坡 8.81 一等奖

4 刘邦振 8.76 一等奖

5 陈靖锋 8.74 一等奖

6 周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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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 1/1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奥体站

花都区陈志强太极拳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08:30

男子D组传统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福建代表队

深圳市太极拳研究会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奥网站

花都区陈志强太极拳馆



          1号场地 第2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吴  明 9.13 一等奖

2 解永法 8.97 一等奖

3 曾  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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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08:30

男子E组传统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江苏代表队

江苏代表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



          1号场地 第3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刘小娥 8.88 一等奖

2 罗惠珍 8.77 一等奖

3 黎美焕 8.73 一等奖

4 李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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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08:30

女子D组传统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上涌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

广州梅花太极龍行分馆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



          1号场地 第4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左桂英 8.66 一等奖

2 牟金萍 8.57 一等奖

3 郑瑞萍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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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08:30

女子E组传统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上涌队

广州梅花太极杨计有队

珠海市太极拳协会



          1号场地 第5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伍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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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08:30

男子CDE组传统杨式太极器械

 单位

江苏代表队



          1号场地 第6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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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08:30

女子传统各式太极器械

 单位

江苏代表队



          2号场地 第1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7 17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蒋晓白 7.41 一等奖

2 谭湘喻 7.37 一等奖

3 潘欣怡 7.36 一等奖

4 谷雯丽 7.35 一等奖

5 梁菲桐 7.34 一等奖

6 杨  溢 7.33 一等奖

7 张子儒 7.33 一等奖

8 田旭琴 7.32 一等奖

9 谢宇庭 7.31 一等奖

10 曾希婷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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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 1/1

广州从化禾仓小学三队

从化区城郊小学3队

广州从化禾仓小学三队

广州从化禾仓小学二队

从化区城郊小学2队

广州从化禾仓小学三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08:30

女子A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番禺区南村镇市头小学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荔枝湾队

广州从化禾仓小学三队

广州从化禾仓小学一队



          2号场地 第2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杜志修 8.90 一等奖

2 朱国阳 8.83 一等奖

3 肖金山 8.80 一等奖

4 武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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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08:30

男子C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

深圳市武术协会代表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奥体站

海珠区陈志强太极拳馆



          2号场地 第3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程相炜 8.46 一等奖

2 张轩慈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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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08:30

男子B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海珠区陈志强太极拳馆

广州虎鹤文体



          3号场地 第1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裕华 8.85 一等奖

2 罗道炳 8.82 一等奖

3 郑徐州 8.81 一等奖

4 潘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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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08:30

男子E组规定42式太极剑

 单位

江苏代表队

福建代表队

江苏代表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天河站



          3号场地 第2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3 13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红辉 8.80 一等奖

2 李海霞 8.78 一等奖

3 陈  鸿 8.75 一等奖

4 陈丽娜 8.72 一等奖

5 张春香 8.70 一等奖

6 刘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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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 1/1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人民公园站

广东武当精舍太极分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08:30

女子D组其他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广州梅花太极禅易同队

广州梅花太极凤凰城队

广州梅花太极龍行分馆

深圳市太极拳研究会



          3号场地 第3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姜玉艳 8.86 一等奖

2 钱绍英 8.65 一等奖

3 黄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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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08:30

女子E组其他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深圳市太极拳研究会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人民公园站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人民公园站



          3号场地 第4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陈培希 8.83 一等奖

2 陈翔武 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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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08:30

男子D组其他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广东武当精舍太极分会

广东武当精舍太极分会



          3号场地 第5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翁建生 8.55 一等奖

2 毕其林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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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08:30

男子E组其他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福建代表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奥网站



          1号场地 第1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2 12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华禹翔 8.31 一等奖

2 伍梓元 8.27 一等奖

3 罗庆邦 7.77 一等奖

4 刘智轩 7.27 一等奖

5 黎泽渊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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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 1/1

广州虎鹤文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男子A组规定24式太极拳

 单位

广东省武术协会

深圳明德实验碧海队

海珠区南武实验小学

从化区城郊小学2队



          1号场地 第2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赖甜甜 8.03 一等奖

2 汪隆菲 8.02 一等奖

3 黎晓曼 7.71 一等奖

4 陈维婧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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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女子A组规定24式太极拳

 单位

从化区城郊小学2队

广东省武术协会

海珠区南武实验小学

广州市芳村实验小学A



          1号场地 第3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盖世英 8.86 一等奖

2 王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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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男子BC组规定24式太极拳

 单位

广州梅花太极凤凰城队

广州梅花太极龍行分馆



          1号场地 第4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丽妍 8.88 一等奖

2 阮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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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女子BC组规定24式太极拳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荔枝湾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奥体站



          1号场地 第5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3 13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黄碧仪 8.88 一等奖

2 陈秀兰 8.80 一等奖

3 孙艳玲 8.72 一等奖

4 翁贞秀 8.61 一等奖

5 黄惠莲 8.60 一等奖

6 龚惠珍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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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 1/1

太仓市武术队

珠海市太极拳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女子E组规定42式太极剑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

福建代表队

江苏代表队

江苏代表队



          2号场地 第1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6 16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  莉 8.74 一等奖

2 楼  青 8.71 一等奖

3 杨玉英 8.62 一等奖

4 陈俊秀 8.52 一等奖

5 周素珍 8.50 一等奖

6 冯美莹 8.49 一等奖

7 刘红艳 8.47 一等奖

8 温玉莲 8.46 一等奖

9 邹惠娟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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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 1/1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

连州市太极拳协会

广州梅花太极禅易同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王老吉队

深圳市福城太极拳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女子D组规定32式太极剑

 单位

福建代表队

广州梅花太极凤凰城队

广州梅花太极凤凰城队

广东省武术协会



          2号场地 第2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许政荣 8.53 一等奖

2 黄颖心 8.50 一等奖

3 郑桂仪 8.48 一等奖

4 李雪贞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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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女子E组规定32式太极剑

 单位

广州梅花太极凤凰城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晓港站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晓港站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芳武站



          2号场地 第3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曾泗红 8.51 一等奖

2 黄小凤 8.43 一等奖

3 李慧青 8.42 一等奖

4 苏伟清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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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女子BD组传统杨式太极拳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东山站

广州流花杨氏太极拳队

珠海市太极拳协会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人民公园站



          2号场地 第4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池思静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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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女子A组规定42式太极拳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天河站



          3号场地 第1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吴光超 8.84 一等奖

2 张焕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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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男子D组规定42式太极剑

 单位

福建代表队

兴宁市武术协会



          3号场地 第2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郭广武 8.75 一等奖

2 潘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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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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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男子D组规定32式太极剑

 单位

江西靖安太极拳协会

广州梅花太极凤凰城队



          3号场地 第3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周永兴 8.70 一等奖

2 刘金海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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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男子E组规定32式太极剑

 单位

太仓市武术队

连州市太极拳协会



          3号场地 第4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潘俏山 8.93 一等奖

2 王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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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女子BC组规定42式太极拳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

上海代表队



          3号场地 第5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玢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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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女子ABC组规定陈式太极拳

 单位

广州从化太极拳协会一队



          3号场地 第6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伍  勤 8.76 一等奖

2 高志华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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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男子ABDE组传统杨式太极拳

 单位

江苏代表队

广州梅花太极凤凰城队



          3号场地 第7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鄢  波 8.90 一等奖

2 郭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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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男子ABC组规定陈式太极拳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

海珠区陈志强太极拳馆



          3号场地 第8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杨幸福 8.71 一等奖

2 陈永森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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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男子E组规定24式太极拳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荔枝湾队

广州市羊城职工职业培训学院



          3号场地 第9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邓礼乐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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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男子A组规定42式太极拳

 单位

从化区城郊小学1队



          3号场地 第10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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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7 14:00

男子BC组规定42式太极拳

 单位

福建代表队



          1号场地 第1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2 12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裕华 8.90 一等奖

2 罗道炳 8.81 一等奖

3 周永兴 8.75 一等奖

4 潘振强 8.70 一等奖

5 刘金海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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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 1/1

连州市太极拳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8 08:30

男子E组规定42式太极拳

 单位

江苏代表队

福建代表队

太仓市武术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天河站



          1号场地 第2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3 13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陈秀兰 8.96 一等奖

2 梁少玲 8.90 一等奖

3 黄惠莲 8.79 一等奖

4 黄颖心 8.77 一等奖

5 孙艳玲 8.74 一等奖

6 陈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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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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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太极拳协会晓港站

江苏代表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8 08:30

女子E组规定42式太极拳

 单位

福建代表队

广州市羊城职工职业培训学院

珠海市太极拳协会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晓港站



          1号场地 第3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徐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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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8 08:30

男子E组规定杨式太极拳

 单位

江苏代表队



          1号场地 第4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迟洁玲 8.77 一等奖

2 龚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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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8 08:30

女子E组规定杨式太极拳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晓港站

太仓市武术队



          1号场地 第5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金美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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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4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8 08:30

女子E组传统杨式太极拳

 单位

江苏代表队



          2号场地 第1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7 17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叶先国 8.85 一等奖

2 尚志刚 8.84 一等奖

3 卢国坤 8.83 一等奖

4 晏洪涛 8.82 一等奖

5 陈庆贤 8.81 一等奖

6 李健军 8.78 一等奖

7 周建强 8.72 一等奖

8 苏文香 8.67 一等奖

9 蔡斯和 8.65 一等奖

10 陈国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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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4 1/1

广州从化太极拳协会一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中华站

深圳市福城太极拳协会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前进站

广州从化太极拳协会一队

福建代表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8 08:30

男子D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奥体站

深圳市武术协会代表队

花都区陈志强太极拳馆

深圳市太极拳研究会



          2号场地 第2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解永法 8.84 一等奖

2 鄢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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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4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8 08:30

男子E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江苏代表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天河站



          2号场地 第3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明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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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4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8 08:30

女子C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人民公园站



          3号场地 第1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许政荣 8.72 一等奖

2 李雪贞 8.69 一等奖

3 周妙霞 8.68 一等奖

4 李坚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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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4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8 08:30

女子E组规定24式太极拳

 单位

广州梅花太极凤凰城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芳武站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公益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双休班



          3号场地 第2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7 17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燕明 8.86 一等奖

2 罗惠珍 8.82 一等奖

3 郑彩莲 8.72 一等奖

4 黎美焕 8.71 一等奖

5 梁丽红 8.63 一等奖

6 蒋琼瑶 8.62 一等奖

7 冯美莹 8.61 一等奖

8 陈  鸿 8.60 一等奖

9 邹小芬 8.59 一等奖

10 李  智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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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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太极拳协会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

广州梅花太极龍行分馆

广东清远市太极拳协会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奥体站

珠海市太极拳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8 08:30

女子D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深圳市太极拳研究会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

广州从化太极拳协会一队

广州梅花太极龍行分馆



          3号场地 第3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刘惠英 8.63 一等奖

2 郑瑞萍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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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4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8 08:30

女子E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珠海市太极拳协会

珠海市太极拳协会



          1号场地 第1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18 1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朱淑民 8.75 一等奖

2 王燕明 8.74 一等奖

3 刘彩艳 8.71 一等奖

4 曾东霞 8.70 一等奖

5 蔡雪绵 8.60 一等奖

6 汤艳娟 8.59 一等奖

6 李  智 8.59 一等奖

8 陆东群 8.54 一等奖

9 吴燕冰 8.53 一等奖

10 万素琴 8.52 一等奖

10 蒋琼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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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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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太极拳协会荔枝湾队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奥体站

广东省武术协会

广州市太极拳协会冲口站

兴宁市武术协会

珠海市太极拳协会

福建代表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广州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4-28 14:00

女子D组规定42式太极剑

 单位

福建代表队

深圳市太极拳研究会

深圳市福城太极拳协会

深圳市太极拳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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