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号场地 第1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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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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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09:00

男子D组规定陈式太极拳

 单位

新疆代表队



          1号场地 第2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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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6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09:00

女子D组规定陈式太极拳

 单位

四川队



          1号场地 第3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武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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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09:00

男子D组规定杨式太极拳

 单位

贵州省体育局



          1号场地 第4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殷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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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09:00

女子D组规定杨式太极拳

 单位

四川队



          1号场地 第5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孙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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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09:00

男子D组规定吴式太极拳

 单位

云南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6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刘孝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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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09:00

女子D组规定吴式太极拳

 单位

四川队



          1号场地 第7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谢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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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09:00

女子C组规定24式太极拳

 单位

彭州市武术协会



          1号场地 第8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2 12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剑青 8.83 一等奖

2 陈芙蓉 8.73 一等奖

3 孔祥芸 8.72 一等奖

4 刘红 8.71 一等奖

5 廖彩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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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 1/1

夹江县代表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09:00

女子E组规定24式太极拳

 单位

成都市温江区泊林代表二队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成都市青龙太极拳养生中心

四川成都武侯区代表队



          2号场地 第1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石陈俊杰 8.41 一等奖

2 薛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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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09:00

男子ABC组规定24式太极拳

 单位

成都太极会馆

成都太极会馆



          2号场地 第2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叶梦可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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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09:00

女子A组规定24式太极拳

 单位

成都太极会馆



          2号场地 第3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吴正东 8.72 一等奖

2 周志立 8.62 一等奖

3 刘正喜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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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09:00

男子E组规定24式太极拳

 单位

成都市青龙太极拳养生中心

成都市青龙太极拳养生中心

四川成都武侯区代表队



          2号场地 第4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陈朝 8.78 一等奖

2 朱福元 8.66 一等奖

3 邓春风 8.64 一等奖

4 何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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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09:00

男子E组规定42式太极拳

 单位

四川成都武侯区代表队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昆明市武术协会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2号场地 第5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艺丽 8.80 一等奖

2 高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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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09:00

女子C组规定42式太极拳

 单位

浣花太极拳培训中心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代表队



          3号场地 第1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5 15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盛六山 8.76 一等奖

2 雷勇 8.75 一等奖

3 胡安全 8.73 一等奖

4 曾健 8.72 一等奖

5 白建刚 8.70 一等奖

6 张贵武 8.69 一等奖

7 谭天 8.66 一等奖

7 陈致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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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 1/1

浣花太极拳培训中心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彭州市武术协会

邑州监狱太极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09:00

男子BCD组规定42式太极拳

 单位

成华区荆竹社区代表队

崇州市太极大队

浣花太极拳培训中心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3号场地 第2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3 13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谢小琴 8.88 一等奖

2 王书强 8.75 一等奖

3 刘善桂 8.74 一等奖

4 徐茹兰 8.70 一等奖

5 余朝珠 8.69 一等奖

6 席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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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 1/1

成都市温江区太极拳协会公园代表队

成都市温江区泊林代表一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09:00

女子E组规定42式太极拳

 单位

都江堰太极拳协会

四川成都武侯区代表队

成华区桃溪路太极拳辅导站

崇州市太极大队



          1号场地 第1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熊亚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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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男子D组规定武式太极拳

 单位

云南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2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左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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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女子D组规定武式太极拳

 单位

贵州省体育局



          1号场地 第3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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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男子D组规定孙式太极拳

 单位

贵州省体育局



          1号场地 第4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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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女子D组规定孙式太极拳

 单位

重庆市武术协会



          1号场地 第5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波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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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男子D组规定24式太极拳

 单位

贵州省体育局



          1号场地 第6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彭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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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女子D组规定24式太极拳

 单位

重庆市武术协会



          1号场地 第7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陶文龙 8.82 一等奖

2 高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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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男子E组规定陈式太极拳

 单位

四川省武协陈式太极拳研究会绵阳总会

都江堰太极拳协会



          1号场地 第8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杨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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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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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女子CE组规定孙式太极拳

 单位

昆明市武术协会



          1号场地 第9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饶应俊 8.81 一等奖

2 楚大成 8.78 一等奖

3 邢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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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男子E组规定杨式太极拳

 单位

成华区荆竹社区代表队

四川成都武侯区代表队

四川省绵阳清风代表队



          1号场地 第10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曾绪明 8.77 一等奖

2 张先洁 8.73 一等奖

3 朱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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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女子E组规定杨式太极拳

 单位

四川武协内家拳联合会

江油市

内江市武术协会



          2号场地 第1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21 2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永丽 8.90 一等奖

2 姚慧 8.78 一等奖

3 刘映梅 8.75 一等奖

4 张秋蓉 8.70 一等奖

5 陈金秀 8.69 一等奖

6 蒋英 8.68 一等奖

6 肖艳萍 8.68 一等奖

8 杨晓丽 8.67 一等奖

9 李华 8.66 一等奖

10 张秀艳 8.65 一等奖

11 陈秀眉 8.63 一等奖

12 杨绍蓉 8.62 一等奖

13 陆梅 8.61 一等奖

14 邓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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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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武协陈式太极拳研究会绵阳总会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代表队

四川武协内家拳联合会

贵阳阳光森林太极队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代表队

浣花太极拳培训中心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甘肃太极拳公开赛二队

成都市青龙太极拳养生中心

四川天府新区南湖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女子D组规定42式太极拳

 单位

四川省绵阳清风代表队

成华区和美社区辅导站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浣花太极拳培训中心



          3号场地 第1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夏芝城 8.91 一等奖

2 张宇良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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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男子各式规定太极拳

 单位

贵州黔西南武术协会

四川省绵阳清风代表队



          3号场地 第2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丁萌明 8.78 一等奖

2 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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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女子各式规定太极拳

 单位

重庆市武术协会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3号场地 第3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谭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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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男子E组其他各式传统太极拳

 单位

云南省红河州体育场馆管理中心



          3号场地 第4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陈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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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女子E组其他各式传统太极拳

 单位

昆明市武术协会



          3号场地 第5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杜常连 8.74 一等奖

2 周玉峰 8.73 一等奖

3 李自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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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女子D组其他各式传统太极拳

 单位

成都武协西河镇代表队

甘肃太极拳公开赛三队

云南省开远市代表队



          3号场地 第6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左华高 8.88 一等奖

2 刘猛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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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男子ABC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成华区荆竹社区代表队

遵义师范学院



          3号场地 第7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马煜恒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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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3 14:30

男子AB组传统杨式太极拳

 单位

青羊区武术协会



          1号场地 第1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4 14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马崇芝 8.73 一等奖

2 孔令华 8.72 一等奖

3 宋玲 8.66 一等奖

4 黄绍君 8.63 一等奖

5 周晓玲 8.62 一等奖

6 冉启梅 8.60 一等奖

7 余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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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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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武术协会

重庆市武术协会

彭州市武术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09:00

女子ACD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四川省武协陈式太极拳研究会绵阳总会

新疆代表队

新疆代表队

重庆市武术协会



          1号场地 第2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4 14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四虎 8.89 一等奖

2 周滔 8.85 一等奖

3 刘传学 8.79 一等奖

4 彭言流 8.78 一等奖

5 张作良 8.72 一等奖

6 易可财 8.70 一等奖

7 李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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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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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锦江区武术协会

新疆代表队

雅安老体协太极拳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09:00

男子D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夹江县代表队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代表队

德阳市旌阳区代表队

陈长义研究会四川分会



          1号场地 第3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高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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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09:00

男子E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成都市公安局代表队



          1号场地 第4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卢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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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09:00

男子各式传统太极拳

 单位

成都市锦江区武术协会



          1号场地 第5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周亚琴 8.67 一等奖

2 赵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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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09:00

女子各式传统太极拳

 单位

四川省武协陈式太极拳研究会绵阳总会

成都武协黄土人和社区



          2号场地 第1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23 23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娟 9.03 一等奖

2 杨洋 8.91 一等奖

3 黄丽萍 8.89 一等奖

4 次白拉姆 8.88 一等奖

5 唐小英 8.87 一等奖

6 刁晓莉 8.86 一等奖

7 李清 8.80 一等奖

8 赵慧芳 8.78 一等奖

9 扎桑 8.77 一等奖

10 程瑞云 8.76 一等奖

11 秦玉芳 8.76 一等奖

12 邢黎明 8.75 一等奖

13 宋兰 8.74 一等奖

14 刘娅 8.74 一等奖

15 陈德敏 8.73 一等奖

16 李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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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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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绵阳清风代表队

贵州黔西南武术协会

甘肃太极拳公开赛二队

西藏自治区代表队

贵州黔西南武术协会

成华区荆竹社区代表队

甘肃太极拳公开赛二队

贵阳阳光森林太极队

贵州黔西南武术协会

贵州黔西南武术协会

贵州黔西南武术协会

四川省武协陈式太极拳研究会绵阳总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09:00

女子BD组传统杨式太极拳

 单位

浣花太极拳培训中心

浣花太极拳培训中心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代表队

西藏自治区代表队



          2号场地 第2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左仲芬 8.85 一等奖

2 陈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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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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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09:00

女子E组传统陈式太极拳

 单位

江油市

重庆奥体永乐太极拳社



          3号场地 第1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曾贵华 8.43 一等奖

2 吴少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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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09:00

男子C组传统杨式太极拳

 单位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3号场地 第2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6 16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钟家斌 8.85 一等奖

2 罗家陵 8.76 一等奖

3 方振伟 8.74 一等奖

4 胡鸿斌 8.71 一等奖

5 陶宇 8.70 一等奖

6 管兢 8.69 一等奖

7 郑泽军 8.63 一等奖

8 马健 8.62 一等奖

9 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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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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代表队

四川射洪县太极拳运动协会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德阳市旌阳区代表队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09:00

男子D组传统杨式太极拳

 单位

四川武协内家拳联合会

都江堰太极拳协会

贵州黔西南武术协会

崇州市太极大队



          3号场地 第3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袁雪冬 8.76 一等奖

2 邓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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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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09:00

男子E组传统杨式太极拳

 单位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代表队

内江市武术协会



          3号场地 第4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袁孝群 8.75 一等奖

2 续秀凤 8.70 一等奖

3 张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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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09:00

女子E组传统杨式太极拳

 单位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代表队

甘肃太极拳公开赛三队

都江堰太极拳协会



          1号场地 第1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宇良 8.75 一等奖

2 张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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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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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14:30

男子ABC组规定42式太极剑

 单位

四川省绵阳清风代表队

重庆市武术协会



          1号场地 第2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余威 8.81 一等奖

2 王艺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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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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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14:30

女子C组规定42式太极剑

 单位

四川农业大学

浣花太极拳培训中心



          1号场地 第3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彭言流 8.78 一等奖

2 胡鸿斌 8.70 一等奖

3 李中南 8.66 一等奖

4 张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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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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14:30

男子D组规定42式太极剑

 单位

陈长义研究会四川分会

崇州市太极大队

贵阳阳光森林太极队

甘肃省代表队



          1号场地 第4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立华 8.68 一等奖

2 杨连祥 8.67 一等奖

3 邓春风 8.65 一等奖

4 朱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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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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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14:30

男子E组规定42式太极剑

 单位

成都市温江区泊林代表二队

贵阳开心太极队

昆明市武术协会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1号场地 第5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2 12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余朝珠 8.81 一等奖

2 朱德芳 8.72 一等奖

3 杨晓玮 8.65 一等奖

4 王书强 8.63 一等奖

5 徐茹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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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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市太极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14:30

女子E组规定42式太极剑

 单位

成都市温江区泊林代表一队

内江市武术协会

四川成都武侯区代表队

四川成都武侯区代表队



          1号场地 第6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侯建国 8.82 一等奖

2 周元贵 8.70 一等奖

3 周新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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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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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14:30

男子DE组其他各式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四川东岳太极研究会成都队

成都市青龙太极拳养生中心

昆明市武术协会



          2号场地 第1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杨景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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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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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14:30

女子ABC组规定32式太极剑

 单位

贵州黔西南武术协会



          2号场地 第2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3 13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饶应俊 8.73 一等奖

2 袁雪冬 8.72 一等奖

3 李明全 8.70 一等奖

4 童明江 8.65 一等奖

5 刘明昌 8.62 一等奖

6 钟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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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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市武术协会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14:30

男子E组规定32式太极剑

 单位

成华区荆竹社区代表队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代表队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代表队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2号场地 第3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7 17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刘映梅 9.00 一等奖

2 王永丽 8.91 一等奖

3 李华 8.80 一等奖

4 雷萍 8.78 一等奖

5 陆梅 8.76 一等奖

6 肖艳萍 8.75 一等奖

7 吴小琴 8.70 一等奖

8 张秋蓉 8.69 一等奖

9 韩桂荣 8.67 一等奖

10 黄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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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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代表队

江油市

浣花太极拳培训中心

甘肃太极拳公开赛二队

重庆市武术协会

甘肃太极拳公开赛二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14:30

女子D组规定42式太极剑

 单位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四川省绵阳清风代表队

贵阳阳光森林太极队

内江市武术协会



          2号场地 第4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周春 8.72 一等奖

2 许世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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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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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14:30

男子CD组其他各式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陈长义研究会四川分会

成都市青龙太极拳养生中心



          3号场地 第1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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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14:30

男子ABC组规定32式太极剑

 单位

遵义师范学院



          3号场地 第2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卢胜斌 8.84 一等奖

2 胡安全 8.81 一等奖

3 支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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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14:30

男子D组规定32式太极剑

 单位

成都市锦江区武术协会

浣花太极拳培训中心

新疆代表队



          3号场地 第3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9 1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曹桂萍 9.00 一等奖

2 黄世英 8.90 一等奖

3 冉启梅 8.86 一等奖

4 王晴花 8.83 一等奖

5 陈秀眉 8.76 一等奖

6 邓光清 8.71 一等奖

7 郭小红 8.70 一等奖

8 陈泽英 8.69 一等奖

9 王邦伟 8.68 一等奖

10 郑秋英 8.67 一等奖

11 陈春绿 8.67 一等奖

12 徐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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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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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青龙太极拳养生中心

都江堰太极拳协会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代表队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代表队

四川武协内家拳联合会

贵州黔西南太极协会

新都区老年大学代表队

浣花太极拳培训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14:30

女子D组规定32式太极剑

 单位

四川成都武侯区代表队

都江堰太极拳协会

重庆市武术协会

贵州黔西南武术协会



          3号场地 第4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0 10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李煦 8.70 一等奖

2 曾贵华 8.63 一等奖

3 朱栩锋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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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4 14:30

男子C组传统杨式太极器械

 单位

四川农业大学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贵州理工学院



          1号场地 第1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5 15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廖彩琼 8.79 一等奖

2 刘红 8.73 一等奖

3 张绿化 8.71 一等奖

4 席慧 8.68 一等奖

5 张先洁 8.65 一等奖

6 张祖祜 8.64 一等奖

7 孔祥芸 8.63 一等奖

8 陈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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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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武术协会

成都市青龙太极拳养生中心

四川成都武侯区代表队

江油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5 09:00

女子E组规定32式太极剑

 单位

夹江县代表队

四川成都武侯区代表队

贵阳市云岩区文化馆

成都市温江区太极拳协会公园代表队



          1号场地 第2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彭家旋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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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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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5 09:00

男子AB组传统杨式太极器械

 单位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1号场地 第3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张剑青 8.71 一等奖

2 李佳 8.70 一等奖

3 赵淑芬 8.68 一等奖

4 曾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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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5 09:00

女子E组其他各式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成都市温江区泊林代表二队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四川射洪县太极拳运动协会

四川武协内家拳联合会



          1号场地 第4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高光华 8.87 一等奖

2 陈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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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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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5 09:00

男子E组传统杨式太极器械

 单位

四川省武协陈式太极拳研究会绵阳总会

高新区武术协会



          1号场地 第5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徐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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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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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5 09:00

女子E组传统杨式太极器械

 单位

贵州黔西南武术协会



          2号场地 第1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3 13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戴亮 8.92 一等奖

2 申乃河 8.88 一等奖

3 王智勇 8.80 一等奖

4 马健 8.77 一等奖

5 管兢 8.72 一等奖

6 陶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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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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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青海省代表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5 09:00

男子D组传统杨式太极器械

 单位

云南省开远市代表队

重庆市武术协会

甘肃省代表队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2号场地 第2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杨晓丽 8.78 一等奖

2 次白拉姆 8.72 一等奖

3 高芬 8.69 一等奖

4 李自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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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5 09:00

女子BD组传统杨式太极器械

 单位

四川武协内家拳联合会

西藏自治区代表队

云南省开远市代表队

云南省开远市代表队



          2号场地 第3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4 14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王娟 8.88 一等奖

2 包鹏宇 8.81 一等奖

3 万梁 8.78 一等奖

4 杨谊博 8.76 一等奖

5 陈玉青 8.75 一等奖

6 杨洋 8.74 一等奖

6 张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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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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花太极拳培训中心

甘肃省代表队

青海省代表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5 09:00

女子CD组其他各式传统太极器械

 单位

浣花太极拳培训中心

成都市温江区太极拳协会万春代表队

简阳市武术协会

昆明市武术协会



          3号场地 第1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8 8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夏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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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5 09:00

男子ABC组传统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贵州黔西南武术协会



          3号场地 第2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2 12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周滔 9.00 一等奖

2 韩晓雷 8.88 一等奖

3 刘传学 8.84 一等奖

4 李新明 8.83 一等奖

5 王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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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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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代表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5 09:00

男子D组传统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代表队

彭州市武术协会

德阳市旌阳区代表队

新疆代表队



          3号场地 第3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熊玲 9.00 一等奖

2 尹霞 8.96 一等奖

3 刘晓玲 8.79 一等奖

4 黄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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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5 09:00

女子AD组传统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重庆市武术协会

重庆市武术协会

新疆代表队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代表队



          3号场地 第4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9 9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陶文龙 8.73 一等奖

2 施元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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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5 09:00

男子E组传统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四川省武协陈式太极拳研究会绵阳总会

重庆市潼南区武术协会



          3号场地 第5组 都江堰飞龙体育馆
11 11 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奖项

1 江淑琴 8.76 一等奖

2 谢小琴 8.75 一等奖

3 左仲芬 8.71 一等奖

4 陈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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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太极拳预赛暨2017年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都江堰赛区)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06-05 09:00

女子E组传统陈式太极器械

 单位

成都市青羊区武协

都江堰太极拳协会

江油市

重庆奥体永乐太极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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