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号场地 第1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戴京晞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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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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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09:00

男子D组规定陈式太极拳

 单位

北京市代表队



          1号场地 第2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石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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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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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09:00

女子D组规定陈式太极拳

 单位

河南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3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名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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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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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09:00

男子D组规定杨式太极拳

 单位

湖北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4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沈善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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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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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09:00

女子D组规定杨式太极拳

 单位

湖南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5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叶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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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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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09:00

男子D组规定吴式太极拳

 单位

湖南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6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吴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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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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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09:00

女子D组规定吴式太极拳

 单位

河南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7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智雄 8.63 一等奖

2 汪旭 8.59 一等奖

3 林强 8.55 一等奖

4 李杰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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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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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09:00

男子B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湖北省武当太极功夫团二队

湖北省武当太极功夫团二队

湖北省武当太极功夫团二队

湖北省武当太极功夫团二队



          1号场地 第8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邵瑞鹏 8.63 一等奖

2 李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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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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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09:00

男子CD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河南大学代表队

河南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9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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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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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09:00

男子AB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河南省温县代表队



          2号场地 第1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4 14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素华 8.67 一等奖

2 吴敏芳 8.66 一等奖

3 刘华平 8.61 一等奖

4 于丽英 8.56 一等奖

5 张进 8.51 一等奖

6 来晓芳 8.49 一等奖

7 李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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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 1/1

河南省漯河市太极功夫研究会

河北省秦皇岛市武术协会队

北京悦和太极推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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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09:00

女子D组其他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安徽省武术协会代表队

河南省代表队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武术太极拳剑协会

北京市通州区代表队



          2号场地 第2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徐贞华 8.51 一等奖

2 李琼 8.48 一等奖

3 孙丽勤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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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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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09:00

女子E组其他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太极拳协会

北京悦和太极推广中心

湖北省十堰市东风汽车代表队



          2号场地 第3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陈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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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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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09:00

女子AB组其他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河南省温县代表队



          2号场地 第4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姜波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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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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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09:00

女子E组传统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太极拳协会



          2号场地 第5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陈思俊 8.38 一等奖

2 胡平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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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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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09:00

女子C组42式太极剑

 单位

湖北大学代表队

湖北华中师范大学



          2号场地 第6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侯宗萍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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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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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09:00

女子E组42式太极剑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太极拳协会



          1号场地 第1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付称霸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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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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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14:30

男子D组规定武式太极拳

 单位

湖北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2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何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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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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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14:30

女子D组规定武式太极拳

 单位

安徽省武术协会代表队



          1号场地 第3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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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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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14:30

男子D组规定孙式太极拳

 单位

北京市代表队



          1号场地 第4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肖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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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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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14:30

女子D组规定孙式太极拳

 单位

北京市代表队



          1号场地 第5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军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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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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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14:30

男子D组24式太极拳

 单位

河南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6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董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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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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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14:30

女子D组24式太极拳

 单位

河北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7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艳 8.85 一等奖

2 裴姣姣 8.78 一等奖

3 李嫣君 8.77 一等奖

4 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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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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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14:30

女子C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河南省温县代表队

河南省代表队

湖北武当功夫团二队

湖北武当功夫团二队



          1号场地 第8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邹雅萍 8.83 一等奖

2 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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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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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14:30

女子D组传统杨式太极拳

 单位

湖北省十堰市东风汽车代表队

湖北黄石仁和太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9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黄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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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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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14:30

女子E组规定杨式太极拳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太极拳协会



          1号场地 第10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冯文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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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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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14:30

女子D组传统孙式太极拳

 单位

河北省保定市武术协会



          2号场地 第1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子蛟 8.65 一等奖

2 邓锐斌 8.63 一等奖

3 王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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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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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14:30

男子E组其他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湖北省十堰市武当源龙代表队

北京市海淀区太极拳协会

湖北省十堰市武当源龙代表队



          2号场地 第2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黎  涛 8.87 一等奖

2 孙翼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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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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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14:30

男子BC组其他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湖北武当功夫团一队

北京市武协吴式太极拳研究会



          2号场地 第3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3 13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袁强 8.72 一等奖

2 邓小坤 8.71 一等奖

3 崔小虎 8.70 一等奖

4 陈振兴 8.64 一等奖

5 陶旭斌 8.62 一等奖

6 章金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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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1/1

湖北省武当太极功夫团一队

湖北省武当太极功夫团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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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14:30

男子C组其他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湖北武当功夫团一队

湖北武当功夫团一队

湖北省武当太极功夫团一队

湖北武当功夫团一队



          2号场地 第4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智雄 8.62 一等奖

2 汪旭 8.55 一等奖

3 刘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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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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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14:30

男子B组其他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湖北省武当太极功夫团二队

湖北省武当太极功夫团二队

湖北省武当太极功夫团二队



          2号场地 第5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杨宝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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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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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14:30

男子BC组传统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河南省温县代表队



          2号场地 第6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魏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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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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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1 14:30

男子E组32式太极器械

 单位

山西省曦晟源科贸有限公司



          1号场地 第1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淑和 8.80 一等奖

2 江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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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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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09:00

女子CE组24式太极拳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太极拳协会

湖北孝感市太极拳协会



          1号场地 第2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2 12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刘一霖 8.93 一等奖

2 王菊云 8.90 一等奖

3 任健 8.88 一等奖

4 胡文娟 8.81 一等奖

5 陈士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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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 1/1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武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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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09:00

女子D组42式太极拳

 单位

湖南省太极拳运动协会

湖南省太极拳运动协会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武术协会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武术太极拳剑协会



          1号场地 第3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孙丽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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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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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09:00

女子BCE组42式太极拳

 单位

湖北省十堰市东风汽车代表队



          1号场地 第4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3 13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刘华平 8.85 一等奖

2 张红梅 8.81 一等奖

3 谭彬 8.71 一等奖

4 王玉巧 8.70 一等奖

5 王丽霞 8.69 一等奖

6 李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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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 1/1

山西省潞安集团代表队

河南省温县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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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09:00

女子D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武术太极拳剑协会

山西省潞安集团代表队

湖北省十堰市柳林武功院

湖北省十堰市柳林武功院



          1号场地 第5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董爱娥 8.64 一等奖

2 王小英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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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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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09:00

女子D组和式太极拳

 单位

湖北孝感市太极拳协会

湖北孝感市太极拳协会



          1号场地 第6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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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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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09:00

女子CE组规定孙式太极拳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太极拳协会



          1号场地 第7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姜波 8.75 一等奖

2 孙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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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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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09:00

女子BCE组各式规定太极拳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太极拳协会

河北省承德市热河太极指导站



          2号场地 第1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师俊 8.68 一等奖

2 沈昌元 8.66 一等奖

3 张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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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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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09:00

男子CD组32式太极剑

 单位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武术协会

湖北武当功夫团二队

湖北省武当太极功夫团一队



          2号场地 第2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吴天福 8.80 一等奖

2 王立金 8.78 一等奖

3 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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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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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09:00

男子DE组42式太极剑

 单位

河南省代表队

安徽省武术协会代表队

湖南省代表队



          2号场地 第3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薛良兴 8.80 一等奖

2 景建军 8.69 一等奖

3 高吉祥 8.68 一等奖

4 王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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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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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09:00

男子D组传统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河南省代表队

山西省代表队

安徽省天长养生太极拳队

河南省温县代表队



          2号场地 第4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2 12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胡立清 8.79 一等奖

2 易德华 8.65 一等奖

3 李革委 8.64 一等奖

4 魏戎 8.63 一等奖

5 蔡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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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 1/1

湖北省十堰市柳林武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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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09:00

男子D组其他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湖北武当功夫团一队

湖南省代表队

河南省代表队

河南省代表队



          2号场地 第5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陈小芹 8.61 一等奖

2 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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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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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09:00

女子C组其他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河南省温县代表队

河南省温县代表队



          1号场地 第1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  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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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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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14:30

男子CE组24式太极拳

 单位

湖北武当功夫团一队



          1号场地 第2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孔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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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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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14:30

男子CE组42式太极拳

 单位

湖南省太极拳运动协会



          1号场地 第3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刘  波 8.74 一等奖

2 宋双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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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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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14:30

男子D组42式太极拳

 单位

湖北省代表队

北京理工大学工会代表队



          1号场地 第4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玉哲 8.75 一等奖

2 杨宝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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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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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14:30

男子C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河南省温县代表队

河南省温县代表队



          1号场地 第5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2 12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陈冠军 8.72 一等奖

2 谢继怀 8.67 一等奖

3 彭琳 8.66 一等奖

4 王国营 8.65 一等奖

5 刘西良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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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1/1

河南省平顶山市太极书院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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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14:30

男子D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河南省温县代表队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武术太极拳剑协会

湖北省随州市舜井社区武术协会

河南省温县代表队



          1号场地 第6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冯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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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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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14:30

男子D组传统杨式太极拳

 单位

湖北省保康县太极拳协会



          1号场地 第7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杨大喜 8.77 一等奖

2 刁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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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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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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14:30

男子E组各式规定太极拳

 单位

湖南省太极拳运动协会

北京市海淀区太极拳协会



          1号场地 第8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琼 8.71 一等奖

2 袁青芳 8.62 一等奖

3 马崇玲 8.61 一等奖

4 徐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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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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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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14:30

女子E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北京悦和太极推广中心

湖北省黄陂区木兰太极拳协会

湖北省十堰市柳林武功院

北京市海淀区太极拳协会



          2号场地 第1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5 15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袁晓菊 8.81 一等奖

2 任健 8.77 一等奖

3 赵英梅 8.75 一等奖

4 邹雅萍 8.73 一等奖

5 左瑞兰 8.71 一等奖

6 李萍 8.66 一等奖

7 罗银芝 8.63 一等奖

8 夏青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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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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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十堰市郧阳武术协会

湖北孝感市太极拳协会

安徽省武术协会代表队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武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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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14:30

女子CDE组32式太极剑

 单位

安徽省武术协会代表队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武术协会

河南省代表队

湖北省十堰市东风汽车代表队



          2号场地 第2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何桂英 8.88 一等奖

2 王菊云 8.85 一等奖

3 王美荣 8.78 一等奖

4 刘一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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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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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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14:30

女子D组42式太极剑

 单位

安徽省武术协会代表队

湖南省太极拳运动协会

河南省代表队

湖南省太极拳运动协会



          2号场地 第3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2 12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石玉红 8.85 一等奖

2 洪芳 8.84 一等奖

3 曾煌兰 8.63 一等奖

4 张静 8.62 一等奖

5 胡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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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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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武术协会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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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2 14:30

女子D组传统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河南省代表队

湖南省代表队

湖南省代表队

山西省潞安集团代表队



          1号场地 第1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5 15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黎  涛 8.80 一等奖

2 袁强 8.74 一等奖

3 代江宇 8.72 一等奖

4 董浩天 8.71 一等奖

5 冉茂祁 8.70 一等奖

6 强旭 8.65 一等奖

7 聂四海 8.64 一等奖

8 李相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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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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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当太极功夫团一队

湖北武当功夫团一队

湖北武当功夫团一队

湖北武当功夫团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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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3 09:00

男子C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湖北武当功夫团一队

湖北武当功夫团一队

湖北省武当太极功夫团一队

湖北武当功夫团一队



          1号场地 第2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胡立清 8.80 一等奖

2 蔡星锋 8.70 一等奖

3 易德华 8.58 一等奖

4 唐建高 8.57 一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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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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3 09:00

男子D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湖北武当功夫团一队

湖北省十堰市柳林武功院

湖南省代表队

湖南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3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师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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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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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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3 09:00

男子C组各式规定太极拳

 单位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武术协会



          1号场地 第4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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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3 09:00

男子E组和式太极拳

 单位

湖北孝感市太极拳协会



          1号场地 第5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世界/任子轩 8.74 一等奖

2 邓锐斌/黄爱民 8.67 一等奖

3 汪旭/刘文殊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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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3 09:00

各式太极拳徒手对练

 单位

河南省温县代表队

北京市海淀区太极拳协会

湖北省武当太极功夫团二队



          2号场地 第1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22 22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苹 8.70 一等奖

2 孙运凤 8.68 一等奖

3 李会兰 8.65 一等奖

4 李萍 8.64 一等奖

5 刘荣 8.63 一等奖

6 于春宁 8.63 一等奖

7 吕光明 8.62 一等奖

8 王清 8.61 一等奖

9 胡小菊 8.60 一等奖

10 陈建华 8.60 一等奖

11 王秀华 8.59 一等奖

12 代玲 8.59 一等奖

13 耿荣秀 8.58 一等奖

14 肖彦荣 8.58 一等奖

15 王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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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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当道茶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东岳太极拳研究会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武术协会

湖北省十堰市武当源龙代表队

湖北武当道茶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省十堰市柳林武功院

湖北省十堰市武当源龙代表队

湖北省玄仪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二队

山西省曦晟源科贸有限公司

湖北省十堰市武当源龙代表队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武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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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3 09:00

女子D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河北省秦皇岛市武术协会队

湖北省房县诗源太极队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武术协会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武术协会



          2号场地 第2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彦诚 8.82 一等奖

2 杨光杰 8.79 一等奖

3 柳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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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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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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3 09:00

男子E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河北省保定市武术协会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武术协会

北京市武当武术协会北京分会



          2号场地 第3组 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刘心瑶 8.70 一等奖

2 李跃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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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5-23 09:00

女子AB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河南省温县代表队

湖北省武当太极功夫团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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