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号场地 第1组 峨眉山
8 10 12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赵森颖 8.55 一等奖

2 江哲凯 8.54 二等奖

3 胥  童 8.53 二等奖

4 吴伟豪 8.51 三等奖

5 胡红伟 8.41 三等奖

6 陆翔宇 8.37

7 吴  渊 8.31

8 战庆鸿 8.30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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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31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遵义市泰普学校三队

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一队

辽宁省武术协会四队

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B组双刀

 单位

广东二队李家教拳传承中心

广东省武术协会佛山真武馆

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

广东一队



          3号场地 第2组 峨眉山
8 10 1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张桂宾 8.62 一等奖

2 马宝骅 8.61 二等奖

3 刘龙臣 8.55 二等奖

4 刘雪朋 8.54 三等奖

5 宋亚桐 8.53 三等奖

6 陈远帆 8.50 三等奖

7 安玉林 8.46

8 殷桂兴 8.42

9 刘  迪 8.30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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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39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清远市太极拳文化研究会

黄淮学院

广州市从化区莫家拳协会

辽宁省戳脚翻子拳研究会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武术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C组双刀

 单位

重庆市璧山区武术协会

郑州市武术协会

云南省武术协会一队

吉林体育学院武术队



          3号场地 第3组 峨眉山
8 9 1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林啟明 8.64 一等奖

2 闫书民 8.62 二等奖

3 刘德胜 8.61 三等奖

4 宋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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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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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1 09:00

男子D组双刀

 单位

连城县连城拳代表队

吉林省武术协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三队

沛县二洪拳社



          3号场地 第4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王堃林 8.59 一等奖

2 张  斌 8.57 二等奖

3 袁伟杰 8.51 三等奖

4 鄢杰龙 8.45 三等奖

5 王季强 8.40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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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40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合肥张氏大洪拳研究会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B组双鞭（含刀加鞭）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一队

银川少林精英学校一队

夹江县代表团

夹江县代表团



          3号场地 第5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余文杰 8.90 一等奖

2 李光辉 8.88 二等奖

3 韩璐瑶 8.80 三等奖

4 霍豪杰 8.71 三等奖

5 王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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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41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云南民族大学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C组双鞭（含刀加鞭）

 单位

云南民族大学

峨眉山市武协四队

四川师范大学

北体大武术研究生队



          3号场地 第6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严世武 8.89 一等奖

2 倪家亮 8.83 二等奖

3 宋俊良 8.80 三等奖

4 杨世玮 8.79 三等奖

5 苑振昌 8.74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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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41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辽宁省武术协会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E组双钺

 单位

毕节市武术协会

云南省武术协会一队

宋俊良

清镇市武术协会



          3号场地 第7组 峨眉山
8 11 15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祁  昊 8.43 一等奖

2 劳冠锋 8.33 二等奖

3 佟彦昕 8.32 二等奖

4 王永琪 8.26 二等奖

5 王宇晖 8.18 三等奖

6 谢少泽 8.15 三等奖

7 赵子赫 8.12 三等奖

8 林琪富 8.11 三等奖

9 陈毅乐 8.09

10 王梓宇 8.07

11 马明辉 8.05

12 郎绍威 7.99

13 舒  云 7.97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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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41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福建省武术二队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沛县二洪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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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1 09:00

男子A组其他传统双器械

 单位

河南省八卦拳传承基地

广东一队

辽宁省武术协会四队

四川江油武乡一队



          3号场地 第8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吴志远 8.57 一等奖

2 冯腾达 8.56 二等奖

3 王飞飞 8.50 三等奖

4 周雨航 8.47 三等奖

5 喻  鑫 8.42

6 王青松 8.39

7 马锐铃 8.37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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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42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遵义市泰普学校三队

遵义市泰普学校三队

遵义市泰普学校三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B组其他传统双器械

 单位

乐山武协峨眉武院

河北省传统武术联合会代表团一队

遵义市泰普学校三队

德阳代表团



          3号场地 第9组 峨眉山
8 10 1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孔繁辉 8.81 一等奖

2 马  勇 8.74 二等奖

3 罗  森 8.71 二等奖

4 刘争创 8.70 三等奖

5 刘  凯 8.67 三等奖

6 刘三洪 8.64 三等奖

7 张  竣 8.63

8 杨  帆 8.58

9 徐锦源 8.50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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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42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云南民族大学

乐山市峨眉武术协会一队

蓟县武术运动协会

广东省武术协会

乐山武协峨眉武院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C组其他传统双器械

 单位

郑州市武术协会

郑州市武术协会

云南民族大学

乐山市峨眉武术协会一队



          3号场地 第10组 峨眉山
8 10 12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钟旭峰 8.87 一等奖

2 王树山 8.84 二等奖

3 唐时兴 8.81 二等奖

4 林金才 8.79 三等奖

5 李永胜 8.76 三等奖

6 朱晓升 8.75

7 王秋震 8.74

8 梁克勤 8.73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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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42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云南省武术协会一队

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二队

百色市体育局一队

甘肃省张掖武术协会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D组其他传统双器械

 单位

江津区武术之乡

邯郸市峰峰矿区

晋江市代表队

连城县连城拳代表队



          3号场地 第11组 峨眉山
10 13 17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徐维华 9.00 一等奖

2 孙全法 8.99 一等奖

3 叶永乐 8.95 一等奖

4 魏崇伟 8.89 二等奖

5 罗镇光 8.88 二等奖

6 张世宏 8.87 二等奖

7 肖  军 8.85 三等奖

8 贺志成 8.82 三等奖

9 马正亮 8.78 三等奖

10 殷金泉 8.77 三等奖

11 严逵宗 8.76

12 殷进轩 8.74

13 王德正 8.73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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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43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合肥张氏大洪拳研究会一队

惠民县武术协会一队

北京贺式武术馆

合肥张氏大洪拳研究会二队

广州市从化区麒麟协会

云南燕青武术研究协会

广州市从化区麒麟协会

沛县二洪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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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1 09:00

男子E组其他传统双器械

 单位

黑龙江一队

上海青浦江南武术院一队

陕西红拳代表队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一队



          3号场地 第12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何大伟 8.39 一等奖

2 吴宇浩 8.36 二等奖

3 廖倍乐 8.35 三等奖

4 鲁祥霖 8.32 三等奖

5 李昱曦 8.31

6 赵闻达 8.27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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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43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四川江油武乡二队

四川江油武乡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A组棒

 单位

四川江油武乡二队

四川江油武乡一队

四川江油武乡一队

四川江油武乡二队



          3号场地 第13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李晓阳 8.73 一等奖

2 罗海明 8.66 二等奖

3 雷  智 8.63 三等奖

4 阮薪瑞 8.55 三等奖

5 万嘉豪 8.50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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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44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四川江油武乡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B组棒

 单位

沧州市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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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武术杂志会员俱乐部二队



          3号场地 第14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刘恒希 8.02 一等奖

2 朱璁昊 8.01 二等奖

3 李蔚竑 7.97 三等奖

4 梁珈沣 7.95 三等奖

5 刘万锋 7.89

6 周  睿 7.87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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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44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隆昌市英杰武馆

隆昌市英杰武馆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A组鞭杆

 单位

隆昌市英杰武馆

河北省传统武术联合会代表团一队

隆昌市英杰武馆

隆昌市英杰武馆



          3号场地 第15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马建辉 8.65 一等奖

2 姚  瑀 8.64 二等奖

3 郑俊均 8.61 三等奖

4 刘少峰 8.56 三等奖

5 万地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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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44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北京市大兴区形意拳研究会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C组鞭杆

 单位

河北省传统武术联合会代表团一队

甘肃省武术协会一队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武术队

黄淮学院



          3号场地 第16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李正兰 8.78 一等奖

2 杨承运 8.76 二等奖

3 葛真和 8.71 三等奖

4 李耀斌 8.70 三等奖

5 陈立君 8.68

6 谭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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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45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辽宁省形意拳研究会代表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D组鞭杆

 单位

甘肃省张掖武术协会

南宁市武术协会吴钟八极拳分会

青海省武术代表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3号场地 第17组 峨眉山
8 10 1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欧阳踊跃 8.75 一等奖

2 谢佳耀 8.72 二等奖

3 张小龙 8.71 二等奖

4 翁  嘉 8.67 三等奖

5 韩光杰 8.66 三等奖

6 黄秋翔 8.65 三等奖

7 郑俊超 8.64

8 袁震宇 8.51

9 晋茂玮 8.50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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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35 成绩查询公众号 1/1

泉州武术协会

福建省武术二队

广东省武协洪拳会

哈尔滨体育学院一队

河南省八卦拳传承基地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B组其他传统单器械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一队

广东省武术协会佛山真武馆

河南省八卦拳传承基地

广东二队李家教拳传承中心



          3号场地 第18组 峨眉山
12 19 26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彭碧波/彭  派 8.90 一等奖

2 朱雄星/洪锦雄 8.74 一等奖

3 王  辛/易  东 8.73 一等奖

4 王为雪/姚兴余 8.72 一等奖

5 胡宗福/胡建平 8.68 一等奖

6 廖嘉怡/向  琎 8.66 二等奖

7 王大同/黄寒冰 8.65 二等奖

8 徐维华/姜玉香 8.64 二等奖

9 宋兴汉/王德正 8.63 二等奖

10 吴淼锟/吴彬鑫 8.62 二等奖

11 殷泽谋/殷跃松 8.61 二等奖

12 黄  超/黄  鑫 8.60 二等奖

13 李亚平/郭艳英 8.59 三等奖

14 岳起中/张炜英 8.58 三等奖

15 冯小玲/刘  军 8.57 三等奖

16 卢建玺/杨志强 8.56 三等奖

17 范奕斐/范岩松 8.56 三等奖

18 刘复新/王治权 8.55 三等奖

19 陈鹏旭/夏仁卓 8.54 三等奖

20 肖亚康/肖祖明 8.53

21 贺志成/王付杰 8.50

22 罗海明/雷  智 8.40

23 陈思帆/崔家豪 8.39

24 菅卫东/张翠平 8.30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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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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武术运动协会一队

青海省武协八门拳研究会

简阳余家拳研究会一队

黄淮学院

北京贺式武术馆

中华武术杂志会员俱乐部二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三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八队

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二队

黑龙江一队

沛县二洪拳社

泉州武术协会

广州市从化区莫家拳协会

四川江油武乡一队

邯郸市峰峰矿区

崆峒武术研究会

玉溪市兰溪太极一队

甘肃省武术协会一队

中江巴蜀太极武术馆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两人器械对练

 单位

太仓唐手武术研究会

晋江市代表队

上海精武莘庄训练基地

上海青浦江南武术院二队



          3号场地 第19组 峨眉山
8 9 1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刘  桃/蔡飞龙/黄望星 8.90 一等奖

2 段李宁/马韩伟/翟飞跃 8.84 二等奖

3 周昇媚/冯俏丹/杨  潇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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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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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1 09:00

三人器械对练

 单位

渝北区

银川少林精英学校二队

吉林体育学院武术队



          3号场地 第20组 峨眉山
8 9 1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吴  俣/胥  童/胡红伟 8.79 一等奖

2 吴伟豪/王日杰/王梓丞 8.71 二等奖

3 刘启帆/胡泽锴/陈  铮 8.59 三等奖

4 司启彤/陈丁琦/丁一苇 8.26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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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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三人徒手对练

 单位

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

广东一队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今日学堂队



          4号场地 第1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孙玉珍 8.98 一等奖

2 马  艳 8.92 二等奖

3 霍菊英 8.91 三等奖

4 徐淑容 8.80 三等奖

5 宋光明 8.72

6 陈子昭 8.71

7 李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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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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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武术协会三队

黑龙江二队

荆州市武术协会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女子E组传统剑术

 单位

黑龙江一队

黑龙江一队

甘肃省武术协会二队

乐山市武术协会三队



          4号场地 第2组 峨眉山
10 13 18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丁新民 9.18 一等奖

2 周九俭 9.03 一等奖

3 王  勇 8.97 一等奖

4 吴秋玉 8.92 二等奖

5 文运平 8.91 二等奖

6 何永柱 8.90 二等奖

7 王恩平 8.88 三等奖

8 张  林 8.86 三等奖

9 林永发 8.84 三等奖

10 李保明 8.83 三等奖

11 王治权 8.78 三等奖

12 杜修清 8.71

13 李志军 8.71

14 罗真海 8.70

15 欧阳合碧 8.69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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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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红拳代表队

威远县武术协会盘破门研究会

峨眉山市武协二队

重庆市

峨眉山市武协二队

青海省武协八门拳研究会

陕西省武术协会八队

吉林省武术协会

隆昌市英杰武馆

宣汉县土家余门

乐山市峨眉武术协会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E组传统剑术

 单位

河北省传统武术联合会代表团二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一队

云南省武术协会一队

河北省传统武术联合会代表团二队



          4号场地 第3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杜香枝 9.00 一等奖

2 姜玉香 8.93 二等奖

3 陆识宇 8.85 三等奖

4 朱先慧 8.77 三等奖

5 胡锦秀 8.76

6 左素萍 8.74

7 刘期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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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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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巴蜀太极武术馆

乐山市武术协会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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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1 09:00

女子E组其他传统单器械

 单位

夹江县杨兆源武学研究会一队

黑龙江一队

雅安市武术协会

荆州市武术协会



          4号场地 第4组 峨眉山
13 19 3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丁万国 8.99 一等奖

2 肖志坚 8.98 一等奖

3 吴长海 8.97 一等奖

4 王彦利 8.95 一等奖

5 曲俊勇 8.93 一等奖

6 谢华山 8.92 一等奖

7 张九林 8.90 二等奖

8 陈  勇 8.88 二等奖

9 杨学海 8.87 二等奖

10 王绍和 8.86 二等奖

11 辛高源 8.85 二等奖

12 潘浩深 8.85 二等奖

13 汪锦光 8.84 三等奖

14 刘承林 8.84 三等奖

15 岳起中 8.83 三等奖

16 王培滨 8.82 三等奖

17 李福才 8.82 三等奖

18 孙如江 8.81 三等奖

19 常金龙 8.81 三等奖

20 殷宏标 8.80 三等奖

21 陈玉昇 8.80 三等奖

22 刘建国 8.80 三等奖

23 李叙数 8.80 三等奖

24 张贵生 8.79

25 王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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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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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二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三队

新化县太极拳协会一队

广州市天河区武术协会

中山市小榄镇咏春拳协会

贵州铁肩武术队

崆峒武术研究会

清镇市武术协会

青海省武术代表队

吉林省武术协会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太极拳

广州市从化区麒麟协会

清镇市武术协会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山西省大同武术协会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三队

上海精武莘庄训练基地

河北省传统武术联合会代表团二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三队

辽宁省武术协会三队

渝北区

威远县武术协会太极队

沈阳市太极拳协会二队

青海省武协八门拳研究会

北京宝隆武学研修中心

男子E组其他传统单器械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4号场地 第4组 峨眉山
13 19 3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单位

男子E组其他传统单器械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26 张正飞 8.77

27 王泽明 8.74

28 潘永兴 8.73

29 何耀良 8.71

30 殷暖芬 8.70

31 曹海军 8.69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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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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精武莘庄训练基地

沈阳市太极拳协会一队

黔西县武术协会

广州市天河区武术协会

广州市从化区麒麟协会

青海省武术代表队



          4号场地 第5组 峨眉山
9 12 18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徐楚乔 8.55 一等奖

2 王  婧 8.51 一等奖

3 刘安琪 8.48 二等奖

4 麦浩恩 8.47 二等奖

5 江乐乐 8.40 二等奖

6 林妍希 8.36 三等奖

7 李雨莲 8.35 三等奖

8 钟亿馨 8.34 三等奖

9 李涵旭 8.33 三等奖

10 郭芸祯 8.32 三等奖

11 董芳蕊 8.32 三等奖

12 黄欣怡 8.25

13 黄钰芊 8.24

14 秦予含 8.21

15 唐跃娟 8.15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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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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二队李家教拳传承中心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二队

荣昌区体育局二队

青岛合韵太极会馆

福建省武术一队

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一队

福建省武术二队

福建省武术二队

隆昌市英杰武馆

峨眉山市武协四队

深圳市宝安实验学校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女子A组其他传统单器械

 单位

广东省武术协会佛山真武馆

峨眉山市武协一队

广东省武术协会佛山真武馆

深圳市宝安实验学校



          4号场地 第6组 峨眉山
8 10 1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洪思琪 8.76 一等奖

2 邱奕仪 8.71 二等奖

3 张诗媛 8.65 二等奖

4 苏柳丹 8.64 三等奖

5 徐伟维 8.63 三等奖

6 康筱琪 8.60 三等奖

7 胡  丹 8.58

8 詹思芹 8.57

9 卓佳钰 8.52

10 张紫玲 8.52

11 容芷彤 8.47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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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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峨眉山市武协一队

四川江油武乡二队

福建省武术一队

德阳市旌阳区武术协会

肇庆市武术协会

花都区武术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女子B组其他传统单器械

 单位

广东二队李家教拳传承中心

广东二队李家教拳传承中心

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一队

广东一队



          4号场地 第7组 峨眉山
8 10 1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杨奥雪 9.00 一等奖

2 苏萍萍 8.96 二等奖

3 谢希岳 8.90 二等奖

4 戴煦莉 8.87 三等奖

5 冯俏丹 8.77 三等奖

6 邓  璐 8.70 三等奖

7 杨  潇 8.65

8 杨春晖 8.62

9 段秋颖 8.58

10 向尚新 8.54

11 罗  丹 8.48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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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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余家拳研究会一队

吉林体育学院武术队

峨眉山市武协四队

黑龙江一队

阿坝师范学院

四川内江市市中区武术协会

吉林体育学院武术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女子C组其他传统单器械

 单位

深圳市武术协会

广东省武术协会佛山真武馆

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二队

四川省武术协会三队



          4号场地 第8组 峨眉山
8 11 15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方家兴 8.93 一等奖

2 李国普 8.91 二等奖

3 黄俊涛 8.90 二等奖

4 李  龙 8.89 二等奖

5 赵笑天 8.88 三等奖

6 陈东建 8.87 三等奖

7 徐文杰 8.86 三等奖

8 范  举 8.85 三等奖

9 康  明 8.83

10 贾清云 8.82

11 钟权科 8.76

12 江明空 8.75

13 康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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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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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永春拳协会

中华武术杂志会员俱乐部二队

陕西红拳代表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一队

太仓唐手武术研究会

乐山市峨眉武术协会一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一队

河南省陈式太极拳协会

辽宁省形意拳研究会代表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C组其他传统单器械

 单位

福建省武术一队

政协武术联队

晋江市代表队

固原市武术协会



          4号场地 第9组 峨眉山
9 13 19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袁  艳 8.90 一等奖

2 葛金红 8.87 一等奖

3 王青成 8.85 二等奖

4 朱大凤 8.82 二等奖

5 程洪平 8.82 二等奖

6 王满云 8.82 二等奖

7 王传花 8.81 三等奖

8 戴赛英 8.77 三等奖

9 陶  捷 8.76 三等奖

10 叶永兰 8.74 三等奖

11 罗永求 8.73 三等奖

12 吴  秀 8.73 三等奖

13 王忠绣 8.72

13 刘响平 8.72

15 叶明华 8.72

16 帅李燕 8.71

17 冯小玲 8.70

18 于春宁 8.69

19 江爱定 8.68

20 靳  娜 8.65

21 胡  杰 8.61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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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武术协会

双峰县太极拳协会

固原市武术协会

固原市武术协会

玉溪市兰溪太极一队

双峰县太极拳协会

惠民县武术协会二队

新化县太极拳协会一队

峨眉山市武协三队

四川江油武乡二队

双峰县太极拳协会

四川省武术协会杨绍西武学研究会

云南省武术协会一队

双峰县太极拳协会

双峰县太极拳协会

峨眉山市武协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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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1 09:00

女子D组扇子

 单位

新化县太极拳协会一队

双峰县太极拳协会

双峰县太极拳协会

中国火车头武汉铁路局体协



          4号场地 第10组 峨眉山
17 37 5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包梅英/明  华 8.98 一等奖

2 吴  威/张宇浩 8.97 一等奖

3 陈东建/郑晓嵘 8.96 一等奖

4 张世界/任子轩 8.95 一等奖

5 杜文明/王  涛 8.94 一等奖

6 李晓阳/赵静泊 8.93 一等奖

7 施众城/翁劲斯 8.92 一等奖

8 位思云/石青华 8.90 一等奖

9 张小龙/韩光杰 8.89 一等奖

10 张  鹰/熊  玲 8.88 一等奖

11 王  勇/杨  勇 8.86 二等奖

12 王  亮/纪会盼 8.85 二等奖

13 王德旺/刘  勇 8.83 二等奖

14 荆振德/郑建军 8.83 二等奖

15 王长春/周九俭 8.81 二等奖

16 崔汉洋/罗  森 8.80 二等奖

17 李坤林/宋建平 8.80 二等奖

18 刘  丽/邢  丽 8.79 二等奖

19 丁文华/赵春连 8.78 二等奖

20 杨清春/王大林 8.77 二等奖

21 梁飞鸿/陈永乐 8.76 二等奖

22 周建国/王维国 8.74 二等奖

23 王宏星/韩君强 8.74 二等奖

24 王钰博/曲庭文 8.73 二等奖

25 邱奕仪/洪思琪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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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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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太极拳协会一队

广东二队李家教拳传承中心

海南省武术协会

华北油田武术二队

海南省代表队

吉林省武术协会

陕西省武术协会一队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燕青武术研究协会

惠民县武术协会二队

华北油田武术一队

江津区武术之乡

百色市体育局一队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太极拳

云南省武术协会一队

 单位

陕西省武术协会六队

河南东武太极拳研修院

永春县永春拳协会

河南省温县一队

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一队

沧州市代表队

福建省武术一队

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二队

河南省八卦拳传承基地

重庆市

两人徒手对练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4号场地 第10组 峨眉山
17 37 5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单位

两人徒手对练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26 王绍和/王淑娟 8.73 二等奖

27 左修华/李学忠 8.72 三等奖

28 李忠刚/周军辉 8.71 三等奖

29 韩璐瑶/罗  宏 8.71 三等奖

30 刘洪宇/李桐海 8.70 三等奖

31 刘学明/刘  利 8.70 三等奖

32 谢跃勤/吴世香 8.69 三等奖

33 杨  捷/蒋桂兰 8.69 三等奖

34 江素霞/辛高源 8.69 三等奖

35 王树彬/董明满 8.68 三等奖

36 吴  帅/孙子扬 8.68 三等奖

37 史  茸/张  琴 8.68 三等奖

38 刘  燚/胡煜晗 8.67 三等奖

39 杨卓蓝/王聪颖 8.67 三等奖

40 万朝辉/陈晓彤 8.66 三等奖

41 杨  龙/杨玉箫 8.65

42 孙笑雪/沈宪琴 8.65

43 黄  瑛/李纯英 8.64

44 王培滨/刘啓秀 8.63

45 郑青松/宋瑞霞 8.63

46 刘常娥/蔡美霞 8.63

47 王翔民/何美粟 8.61

48 张  侠/魏晓红 8.60

49 薛福鹰/史俊杰 8.58

50 潘鹏宇/胡  羿 8.49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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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师范学院

徐州陈小旺拳法委员会

长春市南关区少林拳研究会

大足区武术协会三队

中国火车头武汉铁路局体协

辽宁省武术协会三队

合肥张氏大洪拳研究会一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五队

国防科技大学武术协会

清一书院队

沈阳市太极拳协会二队

隆昌市英杰武馆

河间市老年体协太极队

奉节县代表队

清镇市武术协会

沧州国际八极拳联合会

山西省大同武术协会

北京宝隆武学研修中心

惠民县武术协会一队

辽宁省武术协会二队

四川师范大学

辽宁省形意拳研究会代表队

北京市通州区武协

荆州市武术协会

资中县武术协会



          4号场地 第10组 峨眉山
17 37 5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单位

两人徒手对练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51 王宇晖/刘  鹏 8.36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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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5号场地 第1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伍传振 8.85 一等奖

2 何  续 8.80 二等奖

3 罗  宏 8.57 三等奖

4 杨凯旋 8.46 三等奖

5 李庆党 8.43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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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龙兴武术协会代表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C组九节鞭

 单位

政协武术联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一队

四川师范大学

哈尔滨体育学院一队



          5号场地 第2组 峨眉山
0 8 9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董亚生 8.83 二等奖

2 段洪良 8.68 三等奖

3 丁希洲 8.67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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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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D组九节鞭

 单位

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二队

沛县二洪拳社

安阳师范学院



          5号场地 第3组 峨眉山
8 10 12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刘月辉 8.43 一等奖

2 邱岫奕 8.35 二等奖

3 刘金萍 8.26 二等奖

4 刘  红 8.21 三等奖

5 熊梅利 8.18 三等奖

6 陈栅杉 8.10

7 王钰荣 8.08

8 王一然 7.94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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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县代表队

奉节县代表队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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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1 09:00

女子A组其他传统双软器械

 单位

渝北区

广东二队李家教拳传承中心

福建省武术二队

奉节县代表队



          5号场地 第4组 峨眉山
8 10 1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施  豪 8.39 一等奖

2 王恩远 8.37 二等奖

3 余  谦 8.36 二等奖

4 周恒宇 8.32 三等奖

5 李明源 8.31 三等奖

6 袁俊杰 8.29 三等奖

7 辛宬威 8.25

8 赵敏超 8.20

9 刘  鹏 8.16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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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张氏大洪拳研究会一队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合肥张氏大洪拳研究会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A组其他传统软器械

 单位

合肥张氏大洪拳研究会一队

合肥张氏大洪拳研究会一队

合肥张氏大洪拳研究会一队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5号场地 第5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李  傲 8.68 一等奖

2 纪焯越 8.65 二等奖

3 倪君豪 8.40 三等奖

4 肖祖明 8.31 三等奖

5 柴晨慧 8.26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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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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1 09:00

女子B组其他传统双软器械

 单位

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

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

沧州市代表队

黄淮学院



          5号场地 第6组 峨眉山
8 10 1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赵保中 8.70 一等奖

2 朱浩哲 8.62 二等奖

3 孙浩浩 8.61 二等奖

4 孙子扬 8.59 三等奖

5 戴禹衡 8.56 三等奖

6 李  帅 8.55 三等奖

7 孙  科 8.51

8 王  春 8.50

9 陈思帆 8.48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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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少林精英学校一队

河南省八卦拳传承基地

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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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1 09:00

男子B组其他传统软器械

 单位

河南省八卦拳传承基地

葫芦岛市太极拳协会

银川少林精英学校一队

合肥张氏大洪拳研究会一队



          5号场地 第7组 峨眉山
8 10 14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宋  科 8.92 一等奖

2 唐  潘 8.81 二等奖

3 张  怡 8.75 二等奖

4 邹  莹 8.72 三等奖

5 柴点点 8.70 三等奖

6 马赵凌云 8.68 三等奖

7 周李平 8.63 三等奖

8 朱  麓 8.62

9 郑雪芹 8.61

10 杨玉箫 8.57

11 覃红芳 8.53

12 阮美铟 8.48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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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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峨眉武术协会一队

阿坝师范学院

阿坝师范学院

四川师范大学

隆昌市英杰武馆

四川师范大学

中山市小榄镇咏春拳协会

晓叶武道体苑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女子C组其他传统双软器械

 单位

四川省武术协会一队

四川省武术协会二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四队

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二队



          5号场地 第8组 峨眉山
8 11 15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魏丽杰 9.00 一等奖

2 张对彬 8.75 二等奖

3 仇海记 8.73 二等奖

4 周耀品 8.72 二等奖

5 陈  桃 8.71 三等奖

6 王外城 8.69 三等奖

7 程艳超 8.67 三等奖

8 赵凌曦 8.65 三等奖

9 张晓旗 8.64

10 张秋华 8.63

11 何美粟 8.55

12 孙克忠 8.48

13 杨  均 8.46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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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武当武术代表团

乐山武协峨眉武院

辽宁省武术协会五队

吉林体育学院武术队

肇庆市武术协会

阿坝师范学院

北体大武术研究生队

中山市小榄镇咏春拳协会

乐山武协峨眉武院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C组其他传统软器械

 单位

国防科技大学武术协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一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一队

葫芦岛市太极拳协会



          5号场地 第9组 峨眉山
8 10 1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王桂清 8.91 一等奖

2 郭艳英 8.87 二等奖

3 肖世琼 8.86 二等奖

4 蔡素青 8.81 三等奖

5 文学英 8.76 三等奖

6 谢  军 8.75 三等奖

7 王晓娅 8.73

8 王晓非 8.71

9 武传波 8.70

10 于永珍 8.67

11 任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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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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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武术协会三队

简阳余家拳研究会二队

沈阳市太极拳协会二队

辽宁省武术协会一队

长春市南关区少林拳研究会

北京市通州区武协

云南省武术协会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女子D组其他传统双软器械

 单位

辽宁省武术协会三队

邯郸市峰峰矿区

渝北区

沛县二洪拳社



          5号场地 第10组 峨眉山
8 10 12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肖亚康 8.95 一等奖

2 万行军 8.93 二等奖

3 康昌伟 8.91 二等奖

4 马占全 8.89 三等奖

5 章进生 8.87 三等奖

6 朱小益 8.86

7 苗新杰 8.82

8 张晓斌 8.73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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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红拳代表队

上海青浦江南武术院二队

乐山市沙湾区太极运动协会

沛县二洪拳社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D组其他传统软器械

 单位

黄淮学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三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术三队



          5号场地 第11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李桂芹 8.89 一等奖

2 张维玉 8.82 二等奖

3 李洁民 8.81 三等奖

4 邹  珉 8.80 三等奖

5 曾有兰 8.79

6 王润菊 8.76

7 张炜英 8.74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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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太极拳协会一队

崆峒武术研究会

上海精武莘庄训练基地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女子E组其他传统双软器械

 单位

长春市南关区少林拳研究会

荆州市武术协会

吉林省武术协会

辽宁省武术协会一队



          5号场地 第12组 峨眉山
9 11 1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曹选权 9.01 一等奖

2 和志强 9.00 一等奖

3 张国栋 8.93 二等奖

4 翟  义 8.92 二等奖

5 郑建军 8.90 三等奖

6 孙金海 8.88 三等奖

7 刘中富 8.86

8 周锦龙 8.80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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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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武术协会二队

上海青浦江南武术院一队

清镇市武术协会

吉林省武术协会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E组其他传统软器械

 单位

黔西县武术协会

陕西红拳代表队

陕西红拳代表队

黑龙江二队



          5号场地 第13组 峨眉山
8 9 1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雷建平 8.86 一等奖

2 董  平 8.80 二等奖

3 林  奇 8.76 三等奖

4 杨志勇 8.74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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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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D组杖

 单位

夹江县杨兆源武学研究会一队

贵州铁肩武术队

四川内江市市中区武术协会

贵州铁肩武术队



          5号场地 第14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曹  坤 8.95 一等奖

2 臧毅军 8.87 二等奖

3 王栓生 8.79 三等奖

4 罗国生 8.78 三等奖

5 王利群 8.77

6 耿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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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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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州区武协

海南省武术协会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D组扇子

 单位

云南省武术协会二队

安徽省武术协会

太原市太极拳研究会

新化县太极拳协会一队



          5号场地 第15组 峨眉山
9 11 14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吴世香 8.87 一等奖

2 赵凤琴 8.86 一等奖

3 廖德华 8.84 二等奖

4 杨海珍 8.83 二等奖

5 朱国旦 8.82 三等奖

6 李玉芝 8.79 三等奖

7 岳亚茹 8.78 三等奖

8 王万秀 8.77

9 许新秀 8.75

10 赵玉华 8.73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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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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武术运动协会二队

安徽省武术协会

四川省武术协会杨绍西武学研究会

甘肃省武术协会二队

芜湖市武术协会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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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1 09:00

女子E组扇子

 单位

荆州市武术协会

丰台区武术运动协会二队

四川省武术协会杨绍西武学研究会

陕西省武术协会六队



          6号场地 第1组 峨眉山
10 16 25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李道政 9.01 一等奖

2 宋正得 9.00 一等奖

3 罗元峰 8.96 一等奖

4 远玉华 8.94 二等奖

5 陈茂林 8.91 二等奖

6 位思云 8.90 二等奖

7 董  勇 8.87 二等奖

8 董留刚 8.86 二等奖

9 潘先明 8.85 二等奖

10 周中治 8.84 三等奖

11 马  林 8.83 三等奖

12 涂捍东 8.82 三等奖

13 马兴兵 8.81 三等奖

14 王小彦 8.80 三等奖

15 贾志明 8.78 三等奖

16 高团委 8.76 三等奖

17 韩君强 8.76 三等奖

18 吴炳法 8.75 三等奖

19 桂万明 8.74

20 秦兴炉 8.72

21 刘道洪 8.70

22 徐  星 8.70

23 李亚平 8.67

24 曹  君 8.66

25 胡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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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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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江县杨兆源武学研究会一队

青海省少林武术研究中心

邯郸市峰峰矿区

福建省武术二队

上海精武莘庄训练基地

陕西红拳代表队

上海青浦江南武术院二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海南省武术协会

福建省武术一队

芜湖市武术协会一队

舒城县太极拳协会

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二队

沛县二洪拳社

徐州武协

 单位

乐山市峨眉武术协会一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沛县二洪拳社

沧州市代表队

内江市武博鸿天

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二队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二队

深圳市武术协会

大足区武术协会三队

大足区武术协会四队

男子D组朴（大）刀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6号场地 第1组 峨眉山
10 16 25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单位

男子D组朴（大）刀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26 罗耀明 8.59

27 李永乾 8.57

28 吴建家 8.56

29 周守生 8.52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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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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天河区武术协会

固原市武术协会

泉州武术协会

舒城县太极拳协会



          6号场地 第2组 峨眉山
8 9 10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李海涛 8.68 一等奖

2 李  攀 8.61 二等奖

3 张凯鑫 8.52 三等奖

4 杨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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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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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B组传统南棍

 单位

峨眉山市武协一队

峨眉山市武协一队

银川少林精英学校一队

福建省武术二队



          6号场地 第3组 峨眉山
9 10 12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洪锦雄 9.00 一等奖

2 王世强 9.00 一等奖

3 金九能 8.91 二等奖

4 余靖梓 8.75 三等奖

5 刘  燚 8.73 三等奖

6 沈钧仁 8.72

7 邓粤辉 8.70

8 黄涛平 8.63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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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大学武术协会

政协武术联队

政协武术联队

国防科技大学武术协会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C组传统南棍

 单位

晋江市代表队

重庆市

大足区武术协会四队

北体大武术研究生队



          6号场地 第4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郑晓嵘 8.99 一等奖

2 陈传植 8.95 二等奖

3 朱雄星 8.92 三等奖

4 张泉江 8.83 三等奖

5 何永良 8.80

6 陈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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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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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小榄镇咏春拳协会

广州市天河区武术协会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D组传统南棍

 单位

永春县永春拳协会

福建省武术一队

晋江市代表队

福建省武术一队



          6号场地 第5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张森元 8.50 一等奖

2 林钧昊 8.49 二等奖

3 范奕斐 8.44 三等奖

4 栾明泽 8.39 三等奖

5 郑  政 8.38

6 郭许丁 8.22

7 薛琪聪 7.93

总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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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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武术二队

泉州武术协会

深圳市宝安实验学校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A组传统南刀

 单位

广东一队

广东一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三队

哈尔滨体育学院一队



          6号场地 第6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黄望星 8.79 一等奖

2 吴柏佑 8.72 二等奖

3 陈  磊 8.60 三等奖

4 植嘉轩 8.57 三等奖

5 郑锦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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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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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武术协会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B组传统南刀

 单位

渝北区

广东二队李家教拳传承中心

花都区武术队

花都区武术队



          6号场地 第7组 峨眉山
8 9 11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曹茂园 9.23 一等奖

2 王翔民 8.71 二等奖

3 邱烁彬 8.63 三等奖

4 郑允宁 8.60 三等奖

5 陈永乐 8.58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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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市体育局一队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男子C组传统南刀

 单位

峨眉山市武协一队

阿坝师范学院

广东二队李家教拳传承中心

肇庆市武术协会



          6号场地 第8组 峨眉山
8 10 14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秦丽娟 9.08 一等奖

2 徐泽蓉 8.83 二等奖

3 尚小妹 8.82 二等奖

4 曹泽亮 8.78 三等奖

5 宋瑞霞 8.75 三等奖

6 邹丽红 8.61 三等奖

7 颜学彬 8.61 三等奖

8 江素霞 8.57

9 杨仁慧 8.45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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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兰溪太极二队

夹江县杨兆源武学研究会二队

山西省大同武术协会

织金县诺尔曼搏击健身俱乐部

沧州国际八极拳联合会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女子D组其他传统单器械

 单位

辽宁省武术协会一队

峨眉山市武协四队

芜湖市武术协会一队

大足区武术协会四队



          6号场地 第9组 峨眉山
10 15 2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彭碧波 9.12 一等奖

2 姚增彬 8.98 一等奖

3 郝  勇 8.97 一等奖

4 殷跃松 8.96 二等奖

5 韩新喜 8.95 二等奖

6 宋彦锋 8.94 二等奖

7 董成奎 8.93 二等奖

8 祁雅东 8.92 二等奖

9 丁耀庭 8.91 三等奖

10 胡安建 8.91 三等奖

11 殷燕春 8.90 三等奖

12 罗  坤 8.90 三等奖

13 蒋小军 8.88 三等奖

14 易  东 8.87 三等奖

15 黄  林 8.87 三等奖

16 殷灿光 8.84 三等奖

17 钟国好 8.83

18 刘炳国 8.82

19 侯建国 8.81

20 齐兴无 8.77

21 苏永林 8.76

22 殷伟标 8.76

23 李坤林 8.75

24 张贵华 8.74

25 赵  庆 8.73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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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江县杨兆源武学研究会一队

辽宁省戳脚翻子拳研究会

云南燕青武术研究协会

四川江油武乡二队

陕西省武术协会二队

上海精武莘庄训练基地

连城县连城拳代表队

广州市从化区麒麟协会

中华武术杂志会员俱乐部二队

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二队

四川省武术协会二队

辽宁省武术协会五队

夹江县杨兆源武学研究会一队

广州市从化区莫家拳协会

广州市从化区麒麟协会

 单位

太仓唐手武术研究会

辽宁省戳脚翻子拳研究会

沧州市代表队

广州市从化区莫家拳协会

陕西省武术协会三队

河北省传统武术联合会代表团一队

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一队

河北省传统武术联合会代表团一队

宣汉县土家余门

资中县武术协会盘破一队

男子D组其他传统单器械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6号场地 第9组 峨眉山
10 15 23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单位

男子D组其他传统单器械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成绩公告

武术套路 2017-11-11 09:00

26 武文得 8.68

27 吴英俊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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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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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武术代表队

义乌市武术协会



          6号场地 第10组 峨眉山
9 12 17

排名 背号 姓名 成绩 备注

1 莫晨烯 8.57 一等奖

2 李国雄 8.55 一等奖

3 劳冠旗 8.50 二等奖

4 劳健洺 8.46 二等奖

5 王占江 8.45 二等奖

6 余守恒 8.43 三等奖

7 黄天乐 8.42 三等奖

8 洪超越 8.38 三等奖

9 吴彬鑫 8.37 三等奖

10 杜鑫浩 8.36 三等奖

11 吴思桓 8.35

12 林炜诚 8.34

13 胡  羿 8.32

14 丁一苇 8.27

15 余沐阳 8.18

16 王  宇 8.00

总裁判长： 编排记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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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武术一队

广东省武协洪拳会

晋江市代表队

泉州武术协会

夹江县杨兆源武学研究会一队

泉州武术协会

泉州武术协会

大足区武术协会三队

今日学堂队

九龙坡区武术协会

河北省传统武术联合会代表团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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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1 09:00

男子A组其他传统单器械

 单位

广东省武术协会佛山真武馆

峨眉山市武协一队

广东一队

广东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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