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号场地 第1组 峨眉山
8 10 12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赵小丹 9.00 一等奖

2 林颂凯 8.90 二等奖

3 陈  梁 8.88 二等奖

4 丁泳权 8.75 三等奖

5 叶  强 8.72 三等奖

6 朱贤福 8.70

7 雷  明 8.68

8 林  冲 8.63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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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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溪内家拳联合总会

松溪内家拳联合总会

松溪内家拳联合总会

松溪内家拳联合总会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C组松溪内家拳

 单位

松溪内家拳联合总会

松溪内家拳联合总会

松溪内家拳联合总会

松溪内家拳联合总会



          3号场地 第2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林啟明 9.00 一等奖

2 黄  林 8.89 二等奖

3 项永生 8.78 三等奖

4 钱鼎频 8.76 三等奖

5 余仰连 8.71

6 林金才 8.70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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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县连城拳代表队

连城县连城拳代表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D组连城拳

 单位

连城县连城拳代表队

连城县连城拳代表队

连城县连城拳代表队

连城县连城拳代表队



          3号场地 第3组 峨眉山
8 9 1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李坤林 8.78 一等奖

2 宋虎平 8.75 二等奖

3 宋建平 8.74 三等奖

4 李秉现 8.65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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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D组燕青拳

 单位

云南燕青武术研究协会

云南燕青武术研究协会

云南燕青武术研究协会

云南燕青武术研究协会



          3号场地 第4组 峨眉山
17 40 7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冯玉强 9.02 一等奖

2 周  滔 9.00 一等奖

3 李才奎 8.99 一等奖

4 兴  隆 8.98 一等奖

5 王国营 8.98 一等奖

6 付开瑞 8.95 一等奖

7 戴京晞 8.94 一等奖

8 刘彦峰 8.90 一等奖

9 晏逸生 8.88 一等奖

10 詹剑文 8.88 一等奖

11 王联国 8.86 二等奖

12 王  军 8.86 二等奖

13 何富堂 8.85 二等奖

14 李  军 8.84 二等奖

15 李学忠 8.84 二等奖

16 蒲红兵 8.84 二等奖

17 陈  确 8.83 二等奖

18 张作良 8.83 二等奖

19 左修华 8.82 二等奖

20 杨  荣 8.81 二等奖

21 卢胜斌 8.81 二等奖

22 苏景芳 8.80 二等奖

23 林  军 8.80 二等奖

24 张  强 8.80 二等奖

25 曾  斌 8.79 二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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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江油武乡二队

德阳市旌阳区武术协会

峨眉山市武协四队

惠民县武术协会一队

四川省武术协会一队

四川省武术协会二队

苏景芳

温岭市武术协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三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二队

织金县诺尔曼搏击健身俱乐部

惠民县武术协会一队

乐山市峨眉武术协会一队

清远市太极拳文化研究会

新化县太极拳协会一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一队

乐山天才太极院一队

 单位

辽宁省武术协会二队

四川省武术协会一队

重庆市

陕西省武术协会三队

河南省温县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D组传统太极剑

济宁市陈式太极拳协会

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杨式太极拳研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二队



          3号场地 第4组 峨眉山
17 40 7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单位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D组传统太极剑

26 崔鸣超 8.78 二等奖

27 谢正明 8.77 二等奖

28 温元云 8.77 二等奖

29 童金旺 8.76 二等奖

30 王克乾 8.75 三等奖

31 李福乃 8.75 三等奖

32 王树彬 8.75 三等奖

33 刘光均 8.75 三等奖

34 谢跃勤 8.74 三等奖

35 赵应民 8.74 三等奖

36 胡宗福 8.73 三等奖

37 张  鹰 8.72 三等奖

38 龙  海 8.72 三等奖

39 张  旗 8.71 三等奖

40 王友军 8.70 三等奖

41 钟家斌 8.70 三等奖

42 范美斌 8.69 三等奖

43 黄创新 8.69 三等奖

44 林如新 8.69 三等奖

45 于守全 8.68 三等奖

46 王军武 8.68 三等奖

47 晏华伦 8.68 三等奖

48 蒋严肃 8.67 三等奖

49 张竹青 8.67 三等奖

50 原文胜 8.67 三等奖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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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县太极拳协会二队

威远县武术协会太极队

荆州市武术协会

太原市晋源区陈式太极拳研究会

四川省武术协会一队

宣威市老年体育协会武术协会

贵州筑韵黔灵山太极指导站一队

百色市体育局一队

云南省武术协会二队

贵州省武术协会一队

惠民县武术协会一队

中江巴蜀太极武术馆

重庆市

乐山市武术协会三队

贵州省武术协会一队

辽宁省太极推手研究会阜新分会

河南省陈式太极拳协会

四川省武术协会二队

太原市太极拳研究会

辽宁省武术协会三队

射洪县金华山道家方门武术研究会

荆州市武术协会

佛山市顺德吴式太极一队

玉溪市武术协会

云南省武术协会三队



          3号场地 第4组 峨眉山
17 40 7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单位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D组传统太极剑

51 王建胜 8.66 三等奖

52 余本能 8.66 三等奖

53 赵  冶 8.66 三等奖

54 张朝军 8.65 三等奖

55 陈金生 8.65 三等奖

56 孙卫国 8.64 三等奖

56 左贵臣 8.64 三等奖

58 何显平 8.64 三等奖

59 伍宗华 8.62

60 王铭贵 8.62

61 陈思仪 8.61

62 税宗钢 8.61

63 祝国权 8.61

64 徐治祥 8.60

65 龚寿得 8.59

66 孙志民 8.59

67 李文东 8.58

68 邵和林 8.56

69 林长安 8.55

70 贾兴哲 8.55

71 李金桂 8.51

72 韩全民 8.51

73 张本天 8.50

74 蒋公山 8.48

75 李中萱 8.48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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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武术协会

安顺市代表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八队

芜湖市武术协会一队

河间市老年体协太极队

新宁县太极拳运动协会代表队

贵州省武术协会一队

江苏滨海陈式太极拳推广中心

云南省武术协会一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三队

太原市晋源区陈式太极拳研究会

中江巴蜀太极武术馆太平乡分馆

乐山天才太极院一队

内江市生门武学研究会

苍溪武术队

乐山天才太极院一队

乐山市沙湾区太极运动协会

乐山天才太极院一队

舒城县太极拳协会

贵州省武术协会一队

乐山市沙湾区太极运动协会

榆林市京兆堂国学武术馆

惠民县武术协会二队

黑龙江一队

太原市晋源区陈式太极拳研究会



          3号场地 第4组 峨眉山
17 40 7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单位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D组传统太极剑

76 彭守成 8.47

77 侯登泉 8.47

78 范红英 8.46

79 黄友江 8.46

80 张  明 8.46

81 程小松 8.46

82 彭  湃 8.46

83 王树清 8.45

84 盛六山 8.45

85 王  成 8.45

86 菅卫东 8.44

87 付  锋 8.44

88 卿志鹏 8.43

89 苟正辉 8.42

90 楚健平 8.42

91 喻方国 8.41

92 左华伦 8.41

92 王  葆 8.41

94 罗贞清 8.41

95 刘兴武 8.40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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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张掖武术协会

新化县太极拳协会一队

中华武术杂志会员俱乐部一队

丰台区武术运动协会一队

资中县武术协会

四川江油武乡三队

河间市老年体协太极队

苍溪县武当武术学校

重庆市硬笔书法家协会

四川省武术协会二队

云南省武术协会一队

峨眉山市武协三队

成都市成华区武术协会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丰台区武术运动协会一队

四川省武术协会二队

四川江油武乡三队

辽宁省武术协会二队

安顺市代表队

苍溪武术队



          3号场地 第5组 峨眉山
8 10 12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林子艺 8.28 一等奖

2 韦柳冰 8.27 二等奖

3 麦浩恩 8.19 二等奖

4 董芳蕊 8.18 三等奖

5 李涵旭 8.17 三等奖

6 周子涵 8.16

7 魏珍妮 8.14

8 谭典典 8.11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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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区二队

银川少林精英学校二队

温江区二队

青岛合韵太极会馆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女子A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广西玉门武道研究院玉式太极三队

广西玉门武道研究院玉式太极二队

深圳市宝安实验学校

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一队



          3号场地 第6组 峨眉山
9 14 2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龙骄尔 8.88 一等奖

2 李明明 8.83 一等奖

3 张贝贝 8.71 二等奖

4 蓝献琪 8.65 二等奖

5 孟小萍 8.64 二等奖

6 韦金妮 8.64 二等奖

7 杨放放 8.62 二等奖

8 牛  静 8.61 三等奖

9 杨卓蓝 8.56 三等奖

10 圣  慧 8.55 三等奖

11 王聪颖 8.51 三等奖

12 孟凡莉 8.46 三等奖

13 刘  丽 8.45 三等奖

14 李晓萌 8.45 三等奖

15 黄艳平 8.44

16 邢  丽 8.43

17 张琳琦 8.42

18 宋禹佳 8.42

19 孙浩榕 8.41

20 梁洁晶 8.41

21 刘 毅 8.38

22 赵  专 8.37

23 郑雪芹 8.36

24 覃红芳 8.33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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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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

哈尔滨体育学院二队

云南省武术协会三队

吉林体育学院武术队

乐山市武术协会四队

北京宝隆武学研修中心

四川师范大学

沈阳市瑞松武术馆

广西玉门武道研究院玉式太极二队

北京七号武馆

首都体育学院

清一书院队

深圳市武术协会

清一书院队

首都体育学院

惠民县武术协会二队

首都体育学院

乐山市武术协会四队

惠民县武术协会二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四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女子C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四川省武术协会一队

北京七号武馆

河北省传统武术联合会代表团二队

广西玉门武道研究院玉式太极二队



          3号场地 第7组 峨眉山
9 13 19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张  鹏 8.85 一等奖

2 周耀品 8.81 一等奖

3 苏  艺 8.80 二等奖

4 王外城 8.78 二等奖

5 李昊柯 8.77 二等奖

6 叶胜才 8.76 二等奖

7 朱自辉 8.75 三等奖

8 刘  豪 8.74 三等奖

9 岑加考 8.73 三等奖

10 宫发发 8.73 三等奖

11 马建辉 8.72 三等奖

12 凌宏金 8.71 三等奖

13 施海方 8.70

14 孙克忠 8.69

15 胡建平 8.68

16 张金龙 8.66

17 弓天赐 8.63

18 韩璐瑶 8.61

19 廖道惠 8.59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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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

首都体育学院

郑州市武术协会

广西玉门武道研究院玉式太极一队

武当武术协会

广西玉门武道研究院玉式太极一队

广西玉门武道研究院玉式太极一队

银川少林精英学校一队

河北省传统武术联合会代表团一队

合肥市琥珀名城小学

深圳市武术协会

北体大武术研究生队

中江巴蜀太极武术馆

首都体育学院

峨眉山市武协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C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阿坝师范学院

葫芦岛市太极拳协会

广西玉门武道研究院玉式太极一队

歙县武当武术代表团



          3号场地 第8组 峨眉山
8 10 1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张砚卿 8.77 一等奖

2 陈妍君 8.76 二等奖

3 李  瑞 8.71 二等奖

4 张紫玲 8.67 三等奖

5 柴晨慧 8.65 三等奖

6 肖泽喜 8.59 三等奖

7 徐心蕙 8.57

8 秦玉尧 8.51

9 许  可 8.49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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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一书院队

清一书院队

清一书院队

清一书院队

邯郸市峰峰矿区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女子B组其他传统太极拳

 单位

河南省陈式太极拳协会

河南省温县一队

渝北区

德阳市旌阳区武术协会



          4号场地 第1组 峨眉山
8 10 14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黄  鑫 8.45 一等奖

2 黄  超 8.41 二等奖

3 黄周逸 8.40 二等奖

4 王宇晖 8.39 三等奖

5 刘  鹏 8.37 三等奖

6 周恒宇 8.35 三等奖

7 贺境洋 8.33 三等奖

8 辛宬威 8.26

9 赵子赫 8.25

10 马明辉 8.16

11 舒  云 8.11

12 郎绍威 8.05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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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3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简阳余家拳研究会一队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奉节县代表队

奉节县代表队

奉节县代表队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A组峨眉拳

 单位

四川江油武乡一队

四川江油武乡一队

四川江油武乡一队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4号场地 第2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张天赐 8.51 一等奖

2 杨场凯 8.43 二等奖

3 陈鹏旭 8.41 三等奖

4 周欣海 8.38 三等奖

5 夏仁卓 8.32

6 李罗懿 8.31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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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3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大足区武术协会三队

简阳余家拳研究会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B组峨眉拳

 单位

中华武术杂志会员俱乐部二队

中华武术杂志会员俱乐部二队

简阳余家拳研究会一队

简阳余家拳研究会一队



          4号场地 第3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李道政 9.10 一等奖

2 陈洪刚 9.01 二等奖

3 伍业毅 9.00 三等奖

4 张世忠 8.91 三等奖

5 周光华 8.81

6 李洪波 8.64

7 聂如才 8.56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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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4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峨眉山市武协四队

乐山市武术协会三队

渝北区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D组峨眉拳

 单位

乐山市峨眉武术协会一队

峨眉山市武协二队

简阳余家拳研究会一队

峨眉山市武协二队



          4号场地 第4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李保明 9.15 一等奖

2 张  林 9.02 二等奖

3 杨瑞华 9.00 三等奖

4 张天剑 8.80 三等奖

5 李国华 8.78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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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4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威远县武术协会盘破门研究会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E组峨眉拳

 单位

峨眉山市武协二队

峨眉山市武协二队

峨眉山市武协二队

大足区武术协会三队



          4号场地 第5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王青成 8.98 一等奖

2 罗永求 8.87 二等奖

3 程洪平 8.71 三等奖

4 刘响平 8.65 三等奖

5 葛金红 8.58

6 王满云 8.54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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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4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双峰县太极拳协会

双峰县太极拳协会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女子D组养生掌

 单位

双峰县太极拳协会

双峰县太极拳协会

双峰县太极拳协会

双峰县太极拳协会



          4号场地 第6组 峨眉山
17 28 45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王  勇 9.12 一等奖

2 张建存 9.05 一等奖

3 王恩平 9.04 一等奖

4 佟庆羽 9.03 一等奖

5 林永发 9.02 一等奖

6 曾永年 9.01 一等奖

7 阚敏宏 9.00 一等奖

8 张国栋 8.97 一等奖

9 王彦利 8.96 一等奖

10 和志强 8.96 一等奖

11 罗华建 8.95 二等奖

12 吴秋玉 8.94 二等奖

13 文运平 8.93 二等奖

14 李春元 8.92 二等奖

15 曹选权 8.92 二等奖

16 肖  军 8.91 二等奖

17 刘炳国 8.91 二等奖

18 王德正 8.89 二等奖

19 张世宏 8.88 二等奖

20 张有龙 8.87 二等奖

21 杜高成 8.87 二等奖

22 李德卫 8.86 三等奖

23 贺十辉 8.86 三等奖

24 张正飞 8.85 三等奖

25 辛高源 8.85 三等奖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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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4 成绩查询公众号 1/2

上海精武莘庄训练基地

山西省大同武术协会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二队

河北省传统武术联合会代表团二队

乐山市峨眉武术协会一队

射洪县金华山道家方门武术研究会

黔西县武术协会

惠民县武术协会一队

滨城区武术协会

沛县二洪拳社

合肥张氏大洪拳研究会一队

甘肃省张掖武术协会

夹江县杨兆源武学研究会一队

甘肃省武术协会二队

大足区武术协会四队

 单位

云南省武术协会一队

甘肃省武术协会二队

威远县武术协会盘破门研究会

辽宁省戳脚翻子拳研究会

重庆市

清镇市武术协会

丰台区武术运动协会一队

陕西红拳代表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三队

陕西红拳代表队

男子E组其他传统拳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4号场地 第6组 峨眉山
17 28 45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单位

男子E组其他传统拳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26 吴金良 8.83 三等奖

27 刘金沛 8.82 三等奖

28 宋子方 8.82 三等奖

29 何耀良 8.81 三等奖

30 欧阳合碧 8.81 三等奖

31 卢运全 8.81 三等奖

32 李福才 8.80 三等奖

33 李志军 8.79 三等奖

34 丁万国 8.79 三等奖

35 严逵宗 8.78

36 孙金海 8.77

37 昌帮龙 8.76

38 张贵生 8.75

39 杜文明 8.74

40 贺志成 8.71

41 罗  勇 8.70

42 罗真海 8.69

43 李叙数 8.69

44 王家国 8.68

45 余生豪 8.67

46 胡临深 8.67

47 马正亮 8.65

48 曹海军 8.62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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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4 成绩查询公众号 2/2

合肥张氏大洪拳研究会二队

青海省武术代表队

甘肃省武术协会二队

云南燕青武术研究协会

甘肃省武术协会二队

云南燕青武术研究协会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二队

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一队

北京贺式武术馆

射洪县金华山道家方门武术研究会

隆昌市英杰武馆

新化县太极拳协会一队

荆州市武术协会

青海省武术代表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三队

海南省代表队

甘肃省武术协会二队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一队

广州市天河区武术协会

宣汉县土家余门

清镇市武术协会

青海省武术代表队

吉林省武术协会



          4号场地 第7组 峨眉山
20 39 57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张剑青 9.06 一等奖

2 左仲芬 9.05 一等奖

3 孙世玲 9.04 一等奖

4 王元元 9.00 一等奖

5 董秀玲 8.99 一等奖

6 陈永超 8.98 一等奖

7 高  志 8.97 一等奖

8 刘建敏 8.95 一等奖

9 李淑梅 8.94 一等奖

10 谭德容 8.93 一等奖

11 张  侠 8.91 一等奖

12 张祖祜 8.90 一等奖

13 李  琼 8.90 一等奖

14 刘  冰 8.89 二等奖

15 李华华 8.87 二等奖

16 陈凤琴 8.86 二等奖

17 续秀凤 8.86 二等奖

18 王克蓉 8.85 二等奖

19 杨喜梅 8.84 二等奖

20 魏文芬 8.83 二等奖

21 袁孝群 8.83 二等奖

22 唐维秀 8.83 二等奖

23 郭永田 8.82 二等奖

24 张兆丽 8.82 二等奖

25 杨世英 8.82 二等奖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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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5 成绩查询公众号 1/3

安徽省武术协会

齐齐哈尔市代表队

安顺市太极协会一队

云南省武术协会三队

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杨式太极拳研

甘肃省武术协会一队

河池市老体协太极拳

威远县武术协会太极队

崆峒武术研究会

重庆市

陕西省武术协会六队

安顺市太极协会一队

温江区一队

大足区武术协会四队

徐州陈小旺拳法委员会

 单位

温江区一队

四川江油武乡三队

达州市开江代表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七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六队

大足区武术协会四队

四川江油武乡三队

沈阳市太极拳协会二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六队

威远县武术协会太极队

女子E组传统太极剑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4号场地 第7组 峨眉山
20 39 57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单位

女子E组传统太极剑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26 宫艳芬 8.81 二等奖

27 李秀文 8.81 二等奖

28 俞秋玲 8.81 二等奖

29 薛  梅 8.80 三等奖

30 蔡美霞 8.80 三等奖

31 刘启云 8.79 三等奖

32 张先洁 8.79 三等奖

33 孙冬香 8.79 三等奖

34 邢运杰 8.78 三等奖

35 王  炜 8.78 三等奖

36 李秀菊 8.77 三等奖

37 童琪琳 8.76 三等奖

38 吕全英 8.76 三等奖

39 程国平 8.75 三等奖

40 向玉兰 8.75 三等奖

41 莫钰涓 8.74 三等奖

42 李粤鄂 8.74 三等奖

43 王淑娟 8.74 三等奖

44 李娟芳 8.73 三等奖

45 王维平 8.73 三等奖

46 余易容 8.73 三等奖

47 兰桂婵 8.72

48 黄鲜云 8.72

49 郭凤英 8.72

50 袁传凤 8.72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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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5 成绩查询公众号 2/3

河池市老体协太极拳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太极拳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太极拳

辽宁省武术协会五队

威远县武术协会太极队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太极拳

沈阳市太极拳协会二队

乐山市武术协会三队

太原市太极拳研究会

四川内江市市中区武术协会

四川江油武乡三队

河池市老体协太极拳

安顺市太极协会一队

北京宝隆武学研修中心

崆峒武术研究会

辽宁省太极推手研究会阜新分会

齐齐哈尔市代表队

中华武术杂志会员俱乐部一队

中华武术杂志会员俱乐部一队

峨眉山市武协三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七队

中国火车头武汉铁路局体协

中华武术杂志会员俱乐部一队

四川江油武乡三队

中国火车头武汉铁路局体协



          4号场地 第7组 峨眉山
20 39 57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单位

女子E组传统太极剑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51 欧阳爱欢 8.71

52 龙  白 8.71

53 李翠芳 8.71

54 聂勋贵 8.70

55 汪黛纳 8.70

56 杨秀华 8.68

57 高淑华 8.67

58 李  俊 8.67

59 吴年安 8.65

60 刘玉珍 8.63

61 樊安琼 8.63

62 董毅民 8.63

63 汤  群 8.62

64 丁秀芳 8.61

65 唐思琪 8.54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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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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一队

黔西县武术协会

温江区二队

安顺市代表队

荆州市武术协会

芜湖市武术协会一队

芜湖市武术协会一队

四川省武术协会杨绍西武学研究会

惠民县武术协会一队

佛山市顺德吴式太极一队

威远县武术协会太极队

威远县武术协会太极队

四川内江市市中区武术协会

峨眉山市武协三队

佛山市顺德吴式太极一队



          4号场地 第8组 峨眉山
9 12 17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冯英学 9.03 一等奖

2 田亚洲 8.92 一等奖

3 李  强 8.88 二等奖

4 韩立典 8.81 二等奖

5 雷  彬 8.80 二等奖

6 杨  捷 8.79 三等奖

7 张耀林 8.78 三等奖

8 牛  耘 8.73 三等奖

9 贾一民 8.72 三等奖

10 宋祝平 8.71 三等奖

11 张卫卫 8.70

12 王学兵 8.69

13 孙章敬 8.67

14 周军辉 8.65

15 林壮杰 8.56

16 刘  勇 8.53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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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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县武术协会

丰台区武术运动协会一队

深圳市武术协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三队

乐山市武术协会三队

东莞市道滘体育协会

邯郸市峰峰矿区

织金县诺尔曼搏击健身俱乐部

辽宁省武术协会二队

深圳市武术协会

中江巴蜀太极武术馆

江津区武术之乡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D组传统太极刀

 单位

四川省武术协会二队

辽宁省戳脚翻子拳研究会

大足区武术协会二队

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一队



          4号场地 第9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杨  威 8.86 一等奖

2 曾绪明 8.81 二等奖

3 张丽萍 8.78 三等奖

4 肖小萍 8.76 三等奖

5 姜菊泉 8.72

6 甘君德 8.70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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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5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资中县武术协会

北京市通州区武协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女子E组传统太极刀

 单位

辽宁省武术协会三队

德阳市旌阳区武术协会

吉林省武术协会

中国火车头武汉铁路局体协



          5号场地 第1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刘健任 8.25 一等奖

2 刘本塍 8.24 二等奖

3 周瑞安 8.18 三等奖

4 廖禹棠 8.13 三等奖

5 阎昶龙 8.10

6 唐一哲 8.03

7 郭晋作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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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5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荣昌区体育局一队

荣昌区体育局一队

荣昌区体育局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A组缠丝拳

 单位

荣昌区体育局一队

荣昌区体育局一队

荣昌区体育局一队

荣昌区体育局一队



          5号场地 第2组 峨眉山
8 9 1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马宝骅 8.75 一等奖

2 胡煜晗 8.70 二等奖

3 安玉林 8.60 三等奖

4 赵泽浩 8.55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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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6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C组查拳

 单位

郑州市武术协会

国防科技大学武术协会

黄淮学院

四川师范大学



          5号场地 第3组 峨眉山
10 17 25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张  虹 9.10 一等奖

2 杨霞玲 8.95 一等奖

3 石青华 8.94 一等奖

4 王桂清 8.93 二等奖

5 郭艳英 8.92 二等奖

6 肖  菁 8.91 二等奖

7 肖世琼 8.90 二等奖

8 郑晓秦 8.85 二等奖

9 郑磊 8.83 二等奖

10 苏京娇 8.83 二等奖

11 李  桦 8.81 三等奖

12 徐泽蓉 8.79 三等奖

13 孙宏利 8.78 三等奖

14 李纯英 8.76 三等奖

15 徐  斌 8.74 三等奖

16 文学英 8.73 三等奖

17 杨忠兰 8.72 三等奖

18 张生花 8.70 三等奖

19 杨仁慧 8.69

20 宋瑞霞 8.68

21 谭玉萍 8.67

22 蔡素青 8.66

23 江爱定 8.65

24 王晓非 8.64

25 江素霞 8.62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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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6 成绩查询公众号 1/2

沈阳市太极拳协会二队

山西省大同武术协会

双峰县太极拳协会

峨眉山市武协四队

辽宁省形意拳研究会代表队

奉节县代表队

安徽省武术协会

云南省武术协会一队

内江市生门武学研究会

青海省武协八门拳研究会

织金县诺尔曼搏击健身俱乐部

沧州国际八极拳联合会

射洪县金华山道家方门武术研究会

沛县二洪拳社

安阳师范学院

 单位

峨眉山市武协二队

夹江县杨兆源武学研究会一队

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二队

辽宁省武术协会三队

邯郸市峰峰矿区

江津区武术之乡

渝北区

陕西省武术协会五队

山西省大同武术协会

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二队

女子D组其他传统拳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5号场地 第3组 峨眉山
10 17 25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单位

女子D组其他传统拳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26 于永珍 8.61

27 冯小玲 8.59

28 王小利 8.55

29 苗淑娟 8.54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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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6 成绩查询公众号 2/2

长春市南关区少林拳研究会

玉溪市兰溪太极一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五队

黑龙江二队



          5号场地 第4组 峨眉山
8 10 12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秦丽娟 8.95 一等奖

2 余淑兰 8.83 二等奖

3 曹泽亮 8.78 二等奖

4 武传波 8.77 三等奖

5 张  影 8.75 三等奖

6 郭美玲 8.71

7 王志贤 8.67

8 颜学彬 8.61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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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6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昆明市龙兴武术协会代表队

黑龙江二队

夹江县杨兆源武学研究会二队

黑龙江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女子D组少林拳

 单位

辽宁省武术协会一队

黑龙江二队

大足区武术协会四队

辽宁省武术协会一队



          5号场地 第5组 峨眉山
9 11 1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姜玉香 9.13 一等奖

2 孙玉珍 9.12 一等奖

3 张瑞霞 9.10 二等奖

4 陈文琴 9.01 二等奖

5 李桂芝 8.98 三等奖

6 李巧慧 8.86 三等奖

7 胡锦秀 8.84

8 陆识宇 8.79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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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6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黑龙江二队

贵州铁肩武术队

雅安市武术协会

黑龙江二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女子E组少林拳

 单位

黑龙江一队

黑龙江一队

黑龙江二队

贵州铁肩武术队



          5号场地 第6组 峨眉山
12 17 24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谢华山 9.11 一等奖

2 翟  义 9.08 一等奖

3 刘克强 9.06 一等奖

4 李新海 8.97 一等奖

5 徐维华 8.96 一等奖

6 黄英华 8.95 二等奖

7 刘铁军 8.94 二等奖

8 王桂发 8.93 二等奖

9 于世强 8.92 二等奖

10 罗正礼 8.91 二等奖

11 何业良 8.90 三等奖

12 曾凡忠 8.89 三等奖

13 刘中富 8.88 三等奖

14 刘承林 8.87 三等奖

15 汪林林 8.87 三等奖

16 郑建军 8.86 三等奖

17 王义龙 8.85 三等奖

18 孙全法 8.84

19 孙如江 8.83

20 曲俊勇 8.81

21 潘照光 8.80

22 常金龙 8.77

未完成 王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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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7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上海青浦江南武术院一队

吉林省武术协会

辽宁省武术协会三队

广州市天河区武术协会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太极拳

贵州铁肩武术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三队

齐齐哈尔市代表队

黑龙江一队

辽宁省武术协会五队

辽宁省武术协会五队

四川内江市市中区武术协会

广州市天河区武术协会

贵州铁肩武术队

上海青浦江南武术院一队

贵州铁肩武术队

贵州铁肩武术队

吉林省武术协会

黑龙江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E组少林拳

 单位

渝北区

黑龙江二队

辽宁省武术协会一队

辽宁省武术协会一队



          5号场地 第7组 峨眉山
9 12 17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杨宇凡 8.50 一等奖

2 张宇航 8.46 一等奖

3 王佳佳 8.40 二等奖

4 冶  澎 8.39 二等奖

5 王济泽 8.35 二等奖

6 周晏民 8.31 三等奖

7 伏开航 8.30 三等奖

8 徐  霈 8.29 三等奖

9 马星炜 8.28 三等奖

10 郭真羽 8.27 三等奖

11 刘小蜂 8.26

12 张  恒 8.25

13 梁伦铭 8.24

14 许梓扬 8.21

15 曹洪硕 8.19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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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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市生门武学研究会

遵义市泰普学校一队

遵义市泰普学校一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一队

内江市生门武学研究会

内江市生门武学研究会

遵义市泰普学校一队

肇庆市武术协会

海南省代表队

上海青浦江南武术院二队

辽宁省武术协会三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A组传统刀术

 单位

沧州国际八极拳联合会

沧州国际八极拳联合会

遵义市泰普学校一队

青海省武术代表队



          5号场地 第8组 峨眉山
8 10 12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周旭东 8.68 一等奖

2 王梓丞 8.67 二等奖

3 樊依龙 8.62 二等奖

4 易志刚 8.61 三等奖

5 马沛驰 8.60 三等奖

6 吴宇航 8.43

7 邓权可 8.40

8 邓淞元 8.13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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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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市生门武学研究会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一队

遵义市泰普学校三队

沧州市代表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B组传统刀术

 单位

沧州市代表队

广东一队

沧州国际八极拳联合会

乐山武协峨眉武院



          5号场地 第9组 峨眉山
10 17 26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于海涛 9.01 一等奖

2 罗庆永 8.93 一等奖

3 李朝晖 8.90 一等奖

4 赵茂林 8.85 二等奖

5 张兆华 8.84 二等奖

6 王玉强 8.83 二等奖

7 陈  骁 8.82 二等奖

8 李增威 8.82 二等奖

9 纪会盼 8.81 二等奖

10 边  雷 8.81 二等奖

11 刘昱成 8.80 三等奖

12 丁朝君 8.80 三等奖

13 伍西安 8.79 三等奖

14 严  臻 8.78 三等奖

15 陈  龙 8.77 三等奖

16 杨继伟 8.75 三等奖

17 袁煜强 8.75 三等奖

18 黄财燊 8.74 三等奖

19 苗志军 8.73 三等奖

20 金宝盆 8.72

21 历春宇 8.71

22 赵  明 8.69

23 牟星宇 8.68

24 谢振峰 8.66

25 邢  斌 8.65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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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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武协峨眉武院

合肥张氏大洪拳研究会一队

自贡市武术运动协会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体育学院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体育学院

内江市生门武学研究会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一队

贵州筑韵黔灵山太极指导站一队

内江市生门武学研究会

花都区武术队

政协武术联队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武术队

辽宁省武术协会二队

辽宁省武术协会三队

贵州省武术协会一队

 单位

辽宁省武术协会一队

重庆市

陕西省武术协会一队

云南民族大学

辽宁省戳脚翻子拳研究会

辽宁省武术协会二队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二队

福建省武术二队

华北油田武术二队

陕西红拳代表队

男子C组传统刀术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5号场地 第9组 峨眉山
10 17 26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单位

男子C组传统刀术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26 赵书豪 8.64

27 张  林 8.63

28 邵久洲 8.61

29 谢阳海 8.60

30 伍  强 8.60

31 黄  岩 8.56

未完成 吴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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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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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武术协会二队

政协武术联队

奉节县代表队

四川省武术协会海灯武学研究会

威远县武术协会盘破门研究会

莆田市荔城区武术协会

峨眉山市武协二队



          5号场地 第10组 峨眉山
8 10 1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肖  菁 8.90 一等奖

2 郑晓秦 8.85 二等奖

3 杨忠兰 8.75 二等奖

4 郭美玲 8.73 三等奖

5 王志贤 8.72 三等奖

6 张  影 8.71 三等奖

7 郑磊 8.70

8 张生花 8.68

9 刘啓秀 8.66

10 廖贤玲 8.65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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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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一队

山西省大同武术协会

青海省武协八门拳研究会

清镇市武术协会

内江市生门武学研究会

黑龙江二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女子D组传统刀术

 单位

江津区武术之乡

陕西省武术协会五队

内江市生门武学研究会

昆明市龙兴武术协会代表队



          5号场地 第11组 峨眉山
10 13 17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吴金良 9.08 一等奖

2 佟庆羽 9.07 一等奖

3 刘金沛 9.06 一等奖

4 曾凡忠 8.93 二等奖

5 汪林林 8.92 二等奖

6 罗正礼 8.92 二等奖

7 张景山 8.91 三等奖

8 黄英华 8.89 三等奖

9 王宏星 8.87 三等奖

10 杨瑞华 8.87 三等奖

11 沈立忠 8.86

12 杨士玉 8.83

13 李国华 8.80

14 程国华 8.66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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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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内江市市中区武术协会

青海省武术代表队

齐齐哈尔市代表队

海南省武术协会

峨眉山市武协二队

宣威市老年体育协会武术协会

沛县二洪拳社

威远县武术协会盘破门研究会

北京宝隆武学研修中心

贵州铁肩武术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E组传统刀术

 单位

海南省代表队

辽宁省戳脚翻子拳研究会

甘肃省武术协会二队

贵州铁肩武术队



          5号场地 第12组 峨眉山
8 10 1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朱振奥 8.70 一等奖

2 蔡飞龙 8.63 二等奖

3 吴  俣 8.57 二等奖

4 张士朋 8.54 三等奖

5 杨清晨 8.53 三等奖

6 张天赐 8.49 三等奖

7 杨场凯 8.46

8 彭熙扬 8.38

9 乔冠峰 8.37

10 杨森淼 8.36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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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8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中华武术杂志会员俱乐部二队

中华武术杂志会员俱乐部二队

遵义市泰普学校三队

乐山武协峨眉武院

沈阳市瑞松武术馆

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B组传统剑术

 单位

沧州市代表队

渝北区

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

铁山武术学校



          6号场地 第1组 峨眉山
14 28 54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彭碧波 9.05 一等奖

2 谌中立 9.00 一等奖

3 远玉华 8.98 一等奖

4 胡安建 8.95 一等奖

5 罗  坤 8.95 一等奖

6 王新峰 8.92 一等奖

7 杨荣谦 8.91 一等奖

8 李小光 8.90 二等奖

9 蒋小军 8.90 二等奖

10 王小彦 8.89 二等奖

11 钟智琦 8.89 二等奖

12 雷  杰 8.88 二等奖

13 李永胜 8.87 二等奖

14 艾  芊 8.86 二等奖

15 刘德胜 8.86 二等奖

16 陈茂林 8.85 二等奖

17 魏大钦 8.85 二等奖

18 卢晓龙 8.84 二等奖

19 杨  龙 8.84 二等奖

20 雷建平 8.83 二等奖

21 王为雪 8.83 二等奖

22 黄  委 8.82 三等奖

23 顾振宇 8.82 三等奖

24 王明启 8.82 三等奖

25 宋正得 8.82 三等奖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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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9 成绩查询公众号 1/3

沛县二洪拳社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上海精武莘庄训练基地

黄梅县代表队

甘肃省张掖武术协会

内江市东兴区武术协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三队

内江市武博鸿天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一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一队

隆昌市英杰武馆

夹江县杨兆源武学研究会一队

上海青浦江南武术院二队

威远县武术协会盘破门研究会

江津区武术之乡

 单位

太仓唐手武术研究会

烟台市武术协会情歌玛咖网络科技

沧州市代表队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一队

四川江油武乡二队

沛县二洪拳社

大足区武术协会三队

河北省传统武术联合会代表团一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陕西红拳代表队

男子D组其他传统拳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6号场地 第1组 峨眉山
14 28 54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单位

男子D组其他传统拳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26 丁耀庭 8.81 三等奖

27 陈正光 8.81 三等奖

28 侯宜艾 8.81 三等奖

29 宋建群 8.80 三等奖

30 李付华 8.80 三等奖

31 李安富 8.80 三等奖

32 章进生 8.80 三等奖

33 黄怡康 8.80 三等奖

34 易  东 8.79 三等奖

35 萧大海 8.79 三等奖

36 曹  君 8.79 三等奖

37 高明君 8.78 三等奖

38 涂正道 8.78 三等奖

39 韩新喜 8.76 三等奖

40 黄  健 8.76 三等奖

41 谢  敏 8.75 三等奖

42 喻方太 8.75 三等奖

43 伍平伟 8.75 三等奖

44 昌秋林 8.74

45 段洪良 8.74

46 杨青超 8.73

47 罗元峰 8.73

48 郭德章 8.73

49 苗新杰 8.72

50 何斌发 8.72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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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9 成绩查询公众号 2/3

沛县二洪拳社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一队

上海青浦江南武术院二队

四川省武术协会法门武术研究会

大足区武术协会三队

大足区武术协会三队

夹江县杨兆源武学研究会一队

自贡市武术运动协会

上海青浦江南武术院二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三队

安徽省武术协会

四川省武术协会海灯武学研究会

苍溪县武当武术学校

内江市武博鸿天

云南燕青武术研究协会

沛县二洪拳社

上海精武莘庄训练基地

宣汉县土家余门

云南燕青武术研究协会

上海青浦江南武术院一队

上海精武莘庄训练基地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二队

内江市东兴区武术协会

沛县二洪拳社

新化县太极拳协会三队



          6号场地 第1组 峨眉山
14 28 54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单位

男子D组其他传统拳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51 李俊福 8.71

52 苏永林 8.71

53 王  辉 8.70

54 杜  勇 8.70

55 姚德海 8.70

56 朱小益 8.69

57 陈长富 8.69

58 杨清春 8.69

59 宋兴汉 8.69

60 徐  星 8.68

61 王  杨 8.68

62 马兴兵 8.67

63 罗贤义 8.67

64 武文得 8.64

65 左尚亮 8.63

66 王  涛 8.62

67 姚景义 8.62

68 葛真和 8.58

69 张  杰 8.58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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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9 成绩查询公众号 3/3

射洪县金华山道家方门武术研究会

江津区武术之乡

沛县二洪拳社

沛县二洪拳社

贵州筑韵黔灵山太极指导站一队

上海精武莘庄训练基地

黄梅县代表队

青海省武术代表队

四川省武术协会海灯武学研究会

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一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八队

青海省武术代表队

上海青浦江南武术院一队

青海省武术代表队

夹江县杨兆源武学研究会一队

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二队

安徽省武术协会

四川省武术协会法门武术研究会

陕西红拳代表队



          6号场地 第2组 峨眉山
10 13 17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邹  珉 8.84 一等奖

2 杜香枝 8.80 一等奖

3 包奇珍 8.78 一等奖

4 霍菊英 8.76 二等奖

5 马  艳 8.74 二等奖

6 史俊杰 8.70 二等奖

7 黄  瑛 8.68 三等奖

8 李洁民 8.65 三等奖

9 曹桂梅 8.61 三等奖

10 徐淑容 8.58 三等奖

11 徐美兰 8.54

12 李桂芹 8.54

13 曾有兰 8.53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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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9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长春市南关区少林拳研究会

奉节县代表队

吉林省武术协会

中国火车头武汉铁路局体协

乐山市武术协会三队

黑龙江二队

长春市南关区少林拳研究会

上海精武莘庄训练基地

黑龙江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女子E组其他传统拳

 单位

辽宁省武术协会一队

夹江县杨兆源武学研究会一队

甘肃省武术协会一队

甘肃省武术协会二队



          6号场地 第3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林子艺 8.50 一等奖

2 屈鑫敏 8.47 二等奖

3 李  誉 8.46 三等奖

4 隋嘉瑞 8.42 三等奖

5 李沛仪 8.37

6 王  琪 8.36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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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9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二队

广东省武协洪拳会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女子A组传统棍术

 单位

广西玉门武道研究院玉式太极三队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二队

上海精武莘庄训练基地

辽宁省武术协会四队



          6号场地 第4组 峨眉山
9 12 17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魏  来 8.58 一等奖

2 李佳琪 8.52 一等奖

3 黄麟翔 8.43 二等奖

4 李卓灿 8.41 二等奖

5 玉曜荣 8.38 二等奖

6 周睿哲 8.36 三等奖

7 钟天豪 8.29 三等奖

8 吴继航 8.25 三等奖

9 贺境洋 8.09 三等奖

10 廖晟懿 8.00 三等奖

11 廖禹棠 7.80

12 刘健任 7.62

13 刘本塍 7.61

14 郭晋作 7.61

15 周瑞安 7.57

16 阎昶龙 7.53

17 唐一哲 7.41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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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29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荣昌区体育局一队

河南省八卦拳传承基地

遵义市泰普学校一队

遵义市泰普学校一队

简阳余家拳研究会一队

内江市生门武学研究会

荣昌区体育局一队

荣昌区体育局一队

荣昌区体育局一队

荣昌区体育局一队

荣昌区体育局一队

荣昌区体育局一队

广西玉门武道研究院玉式太极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A组传统棍术

 单位

银川少林精英学校一队

银川少林精英学校一队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二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一队



          6号场地 第5组 峨眉山
9 13 19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龚  超 8.73 一等奖

2 白俊峰 8.68 一等奖

3 刘建国 8.64 二等奖

4 马语杰 8.63 二等奖

5 陆治炫 8.61 二等奖

6 王日杰 8.52 二等奖

7 龚梓杰 8.50 三等奖

8 周欣海 8.46 三等奖

9 陈鹏旭 8.45 三等奖

10 周安林 8.44 三等奖

11 李  磊 8.43 三等奖

12 罗世强 8.40 三等奖

13 夏仁卓 8.32

14 黎建男 8.30

15 潘  舟 8.28

16 黄福涛 8.25

17 黎俊晨 8.19

18 龙江凌 8.12

19 吴  勐 8.06

20 郑  卫 7.75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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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30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四川省武术协会法门武术研究会

夹江县杨兆源武学研究会一队

遵义市泰普学校三队

四川省武术协会法门武术研究会

广东一队

广东省武协洪拳会

简阳余家拳研究会一队

简阳余家拳研究会一队

荣昌区体育局一队

遵义市泰普学校三队

德阳市旌阳区武术协会

简阳余家拳研究会一队

荣昌区体育局一队

四川省武术协会法门武术研究会

遵义市泰普学校三队

广东省武术协会佛山真武馆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男子B组传统棍术

 单位

银川少林精英学校一队

乐山武协峨眉武院

太仓唐手武术研究会

银川少林精英学校二队



          6号场地 第6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刘  燕 8.86 一等奖

2 彭金燕 8.85 二等奖

3 彭  派 8.62 三等奖

4 游晓娟 8.48 三等奖

5 叶  灿 8.45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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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30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简阳余家拳研究会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女子C组传统棍术

 单位

松溪内家拳联合总会

清镇市武术协会

太仓唐手武术研究会

长江大学



          6号场地 第7组 峨眉山
10 17 28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秦  真 9.11 一等奖

2 杨志强 9.07 一等奖

3 高久尚 9.04 一等奖

4 曾鼎盛 8.95 二等奖

5 卢  佳 8.94 二等奖

6 武  坡 8.92 二等奖

7 段李宁 8.91 二等奖

8 李生帅 8.90 二等奖

9 王  建 8.89 二等奖

10 陈  梁 8.89 二等奖

11 刘震东 8.88 三等奖

12 董  广 8.87 三等奖

13 黎  吉 8.86 三等奖

14 陈柏含 8.85 三等奖

15 宋晓伟 8.85 三等奖

16 崔汉洋 8.83 三等奖

17 潘鹤文 8.83 三等奖

18 杜锭邦 8.82 三等奖

19 龙朝东 8.78 三等奖

20 吴有恒 8.78 三等奖

21 殷俊威 8.78 三等奖

22 李吉祥 8.77

23 张  洋 8.76

24 岑加考 8.76

25 殷远均 8.75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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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30 成绩查询公众号 1/2

广西玉门武道研究院玉式太极一队

广州市从化区莫家拳协会

蓬莱螳螂拳研究会

乐山市峨眉武术协会一队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体育学院

海南省代表队

政协武术联队

云南民族大学

盐山县武术协会

广东省武协洪拳会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体育学院

花都区武术队

广州市从化区莫家拳协会

四川师范大学

云南民族大学

 单位

北体大武术研究生队

甘肃省武术协会一队

四川省武术协会一队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一队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红拳代表队

银川少林精英学校二队

政协武术联队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体育学院

松溪内家拳联合总会

男子C组传统棍术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6号场地 第7组 峨眉山
10 17 28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单位

男子C组传统棍术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26 刘  豪 8.74

27 李  明 8.73

28 黄  侦 8.73

29 唐  帅 8.72

30 樊华维 8.71

31 王伟男 8.68

32 孙智钧 8.64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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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30 成绩查询公众号 2/2

广西玉门武道研究院玉式太极一队

黑龙江二队

简阳余家拳研究会一队

威远县武术协会盘破门研究会

隆昌市英杰武馆

海南省代表队

广州市天河区武术协会



          6号场地 第8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冯秋爽 8.78 一等奖

2 张艾嘉 8.71 二等奖

3 王宇彤 8.65 三等奖

4 李牧蓉 8.45 三等奖

5 于  涵 8.38

6 廖嘉怡 8.33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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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2:30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陕西省武术协会八队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0 09:00

女子B组传统剑术

 单位

沧州国际八极拳联合会

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

辽宁省武术协会二队

沈阳市瑞松武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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