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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湖南省体育局承
办的首届“健康湖南”全民运动会将于12月7日
圆满闭幕。这是一场百姓唱主角的体育盛会，持
续近8个月，横跨全省14个市州、122个县市区，
累计举办各类赛事、活动5370场，直接参加比
赛和活动人数达121万，参与人数超过1100万。

历经数月的层层选拔， 民间高手们齐聚
26个项目的总决赛现场， 向着最高荣誉展开
对决，带来一场场精彩的体育盛宴；一大批紧
扣时代脉搏、反映改革开放40年、全民健身等
主题的书法、摄影、征文作品脱颖而出 ，为大
众展示湖湘体育文化风采； 十佳全民健身家
庭、十佳运动社团俱乐部 、十佳体育场馆 ，极
大地提升广大群众参与全民运动会的获得感
和荣誉感。作为首届“健康湖南”全民运动会
的锦标获得者，他们见证了历史，也书写了历
史，是全民健身事业中平凡的英雄！成绩和奖
项，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与荣耀，也是全民运动
会带给他们的一份珍贵礼物。

据悉， 湖南将积极准备申办2025年第十
五届全运会， 湖南省已经向全国表明， 有信
心、有决心、有实力、有能力办好一次高水平
的全国运动会。同时，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核心理念，把体育惠民落到实处，为未来勾勒
一幅更为宏伟、壮丽的全民健身蓝图 。

本次运动会组织奖项和竞赛成绩
名单如下：

◆体育道德风尚奖获奖名单（54个）◆
海选赛（47个）
长沙：岳麓区、开福区、宁乡市
衡阳：衡东县、衡阳县、常宁市、蒸湘区
株洲：荷塘区、炎陵县、醴陵市
湘潭：湘乡市、韶山市、湘潭经开区
邵阳：北塔区、洞口县、双清区、大祥区
岳阳：平江县、临湘市、湘阴县
常德：鼎城区、澧县、桃源县、柳叶湖旅游

度假区、西洞庭管理区
张家界：武陵源区、永定区
益阳：资阳区、沅江市
郴州：资兴市、宜章县、临武县、汝城县
永州：祁阳县、双牌县、新田县、江永县、

江华县
娄底：涟源市、娄星区
怀化：芷江县、新晃县、溆浦县、沅陵县
湘西自治州：古丈县、保靖县、凤凰县
选拔赛（7个）
衡阳市、邵阳市、岳阳市、益阳市、娄底市、

怀化市、张家界市
◆最佳竞赛组织奖获奖名单（67个）◆

海选赛（42个）
长沙：长沙县、望城区、芙蓉区
衡阳：衡南县、祁东县、耒阳市、石鼓区
株洲：天元区、芦淞区、攸县
湘潭：湘潭县、岳塘区、雨湖区
邵阳：邵东县、隆回县、新邵县
岳阳：华容县、云溪区、汨罗市
常德：常德市直机关工委、临澧县、石门县、

武陵区、汉寿县
张家界：慈利县、桑植县
益阳：南县、赫山区
郴州：北湖区、永兴县、嘉禾县
永州：蓝山县、冷水滩区、零陵区、宁远县
娄底：冷水江市
怀化：通道县、鹤城区、洪江市、辰溪县
湘西自治州：吉首市、花垣县
选拔赛（8个）
省直机关工委、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

常德市、郴州市、永州市、湘西自治州
总决赛（17个）
长沙市体育局、株洲市文体广新局、湘潭

市文体广新局、永州市文体广新局、娄底市文
体广新局、湖南省体育局装备服务中心、湖南
省太极拳协会、湖南省篮球协会、湖南省排球
协会、湖南省登山运动协会、湖南省乒乓球协
会、湖南省冰雪轮滑运动协会、永兴县人民政
府、华盟体育有限公司、湖南大众体育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深圳市玩
呗娱乐科技有限公司

◆26个单项总决赛◆
广场舞
冠军： 娄底双峰县新时代业余文艺队；亚

军：张家界桑植县叶家岭舞蹈队；季军：湘潭岳
塘区金侨书香健身队。最佳人气奖：常德桃源县
海螺山健身队；最佳表演奖：娄底雪莲队。

围棋
老年组团体1-8名：长沙（易和平、谭青），

衡阳（唐小平、李卓贤），株洲（刘晓亚、刘铁
宏），怀化（张学荣、胡元铸），湘潭（曹子红、陈
泽华），娄底（周定良、刘初明），岳阳（葛晓鹏、
胡星航），省直（周朗然、陈泽君）。

成年组团体1-6名：湘潭（刘前斌、曾泽
润、吴鑫媛），娄底（张曦辉、李学工、邹永胜），
永州（蒋佳、阳柏林、李云），怀化（胡芳菁、尹
勇、张剑），衡阳（龙慧、张建伟、王承钢），郴州
（史四平、戴恋莎、罗荣峰）。

少年组团体1-6名：湘潭（肖泽彬、谢方
为、周璐瑶），株洲（王静韬、徐彦语、曹喆荀），
衡阳（刘倩如、张嘉豪、周煊盛），郴州（谢杨、
胡译锴、陈佳艺），怀化（陈晶、蒲昀韬、王杰
瑞），娄底（陈誉霆、颜翔宇、曹子悦）。

老年男子组个人1-8名：易和平（长沙）、
张学荣（怀化）、唐小平（衡阳）、刘晓亚（株
洲）、李卓贤（衡阳）、曹子红（湘潭）、谭青（长
沙）、周定良（娄底）。

成年男子组个人1-8名：周恒逸（长沙）、
刘前斌（湘潭）、曾泽润（湘潭）、张曦辉（娄
底）、张嵩（岳阳）、李学工（娄底）、史四平（郴
州）、张建伟（衡阳）。

少年男子组个人1-6名：肖泽彬（湘潭）、
王静韬（株洲）、肖子恩（岳阳）、谢杨（郴州）、
曹宇旗（长沙）、谢方为（湘潭）、张嘉豪（衡
阳）、徐彦语（株洲）。

女子组个人1-8名：黎鹤群（长沙）、蒋佳（永
州）、易芸嫣（邵阳）、龙慧（衡阳）、胡芳菁（怀化）、
吴鑫媛（湘潭）、严诗咏（岳阳）、周璐瑶（湘潭）。

气排球
男子中年组一等奖1-3名： 省直机关、株

洲和谐、长沙；二等奖4-8名：永州、郴州、湘
潭、怀化、娄底；三等奖第9名：衡阳。

男子青年组一等奖1-3名：省直机关、湘潭、
常德；二等奖4-7名：益阳、永州、湘西、娄底。

女子中年组一等奖1-3名： 省直机关、株
洲、娄底、；二等奖4-8名：长沙、湘西、湘潭、衡
阳、怀化。

女子青年组一等奖1-3名： 省直机关、娄
底、常德；二等奖4-6名：湘潭、永州、益阳。

篮球
成年组一等奖1-3名：省直机关、郴州、怀

化；二等奖4-8名：株洲、永州、常德、湘潭、益
阳；三等奖第9名：湘西州。

青年组一等奖1-3名：省直机关、株洲、岳
阳；二等奖4-8名：长沙、常德、张家界、娄底、
永州；三等奖第9名：湘潭。

足球
8人制社会组1-3名：湖南广电芒果巴、湖

南体彩俱乐部、省直机关代表队。
钓鱼
个人组1-8名：蔡扬（常德）、田自辉（常德）、

段文柏（株洲）、万术辉（株洲）、赵峰（株洲）、谌
立勇（怀化）、李刚（湘潭）、莫君怀（怀化）。

团体组一等奖1-3名： 常德一队（蔡扬、尹
宁、蔡志、田自辉），株洲二队（刘正良、赵峰、万术
辉、朱锡朝），株洲三队（刑世敏、段文柏、唐鳌、江
传胜）；二等奖4-8名：怀化文广新局三队（陈文
东、杨理明、梁洪、董发伟），株洲一队（郭宏刚、周
拥军、娄建国、陈波），怀化文广新局二队（莫君
怀、颜志君、王刚、白高辉），岳阳代表队（毛翔、何
祥、何争光、黎安雄），湘潭一队（史磊、赵斌、李
刚、周宏冕）；三等奖：省直机关代表队（刘明浩、
洪晓东、魏巍、林海），常德二队（唐康、邓利、曹林
飞、杨俊斌），常德三队（毛陈清、罗博才、李明、佘
高贤），永州文广新局一队（蒋俊伟、谢红峰、宁建
坪、宁艳君，永州文广新局二队（王贵阳、杨德龙、
唐辉、杨正明），湘西自治州（伍燕斌、向玉林、曾
令玉、左选辉），长沙垂钓运动协会（李喜东、张
卫、刘恒洋、罗心皓），怀化文广新局一队（粟周
荣、谌立勇、朱迎华、陈小彬），郴州文广新局一队
（李禄金、蒋伟明、胡亚冬、黄捷），郴州文广新局
二队（刘思远、杨杰、唐奇、彭金亮）。

五子棋
大学生男子专业组1-6名：沙湘沅（湘潭

大学）、范家豪（长沙）、朱翔宇（株洲）、何舒军
（长沙）、胡晓东（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黄山
（长沙理工大学）。

大学生女子专业组1-6名：阳艺（长沙理
工大学）、陈虹颉（长沙医学院）、宋梓妮（益
阳）、张敏（湖南大学）、佟灵（湘潭）、吴佳欣
（湖南大学）。

小学生男子专业组1-6名：李闻达（长沙）、
李宇轩（郴州）、唐家艺（郴州）、缪泽豪（长沙）、
李嘉鹏（郴州）、徐灏凌（长沙）。

小学生女子专业组1-6名： 范晨婧（长
沙）、王慧仪（长沙）、冯小然（长沙）、陈芊羽
（长沙）、仇桉桁（长沙）、冯小柔（长沙）。

混合公开专业组1-6名：陈超（湘潭）、周
锦涛（郴州）、肖春花（株洲）、蒋文军（永州）、
毕辰龙（株洲）、曾宇度（株洲）。

成人男子专业组1-6名：龚胜（邵阳）、江
齐文（长沙）、张才（邵阳）、钟保贵（长沙）、陈
瑜（长沙）、文博（长沙）。

成人女子专业组1-6名：黄其君（长沙）、尹
嘉美（邵阳）、阙敏力（株洲）、杨霖雨（长沙）。

中小学学生团体组一等奖1-3名： 书院小
学2队、郴州代表队、杜家塘小学队；二等奖4-6
名：书院小学1队、金峰小学队、马栏山小学队。

大学生团体组一等奖1-3名：扶我起来（湘
潭大学联队）、长沙医学院队、湖南大学代表队；
二等奖4-6名：张家界吉首大学队、我们只是（湖
南师大）、对不队（长沙理工大学）；三等奖：湖南
科技职业学院、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星月棋
缘队（中南林科大）、银河护卫队（湖南女子学
院）、八仙过海队（湖南师大）、株洲代表队。

成人团体组第1名：邵阳市代表队；小学
学校团体组1-4名：长沙市天心区书院小学、长
沙市岳麓区杜家塘中心小学、 长沙市天心区仰
天湖金峰小学、长沙市开福区马栏山小学；综合
成绩团体奖1-3名：长沙、株洲、郴州；优秀组织
奖：长沙市天心区青园教育集团梓枫校区、长沙
市岳麓区科教小学、永州市代表队。

柔力球
集体规定1-8名：邵阳、郴州、岳阳、娄底、

湘潭、衡阳、怀化、株洲一队。
集体自编1-8名：邵阳、郴州、衡阳、娄底、

岳阳、湘潭、株洲一队、长沙。
双人自编1-8名：株洲一队（胥阳、王丹），

邵阳（刘旺香、刘正科），永州（李美琴、刘冬
梅），郴州（邓秀芳、朱小姝），衡阳（余丰衡、贺
彦娟），娄底（谢素贞、董红灵），湘潭（武成平、
张金玲），岳阳（黄小凤、吴菊艳）。

单人自编1-8名：姚跃莲（邵阳）、邹湘玲
（湘潭）、肖文英（郴州）、刘玲玲（株洲二队）、
王慧然（岳阳）、王玉姣（衡阳）、王艳玲（怀
化）、龙丽（娄底）。

团体赛一等奖1-3名：邵阳、郴州、湘潭；二
等奖4-8名：衡阳、岳阳、娄底、株洲一队、株洲
二队；三等奖9-12名：怀化、永州、湘西、长沙。

健康跑
男子组1-8名：魏郭超（常德）、向清（株洲）、

杨苏林（永州）、张春元（衡阳）、陈谦（岳阳）、王湘
（湘潭）、罗杰青（株洲）、莫浩然（衡阳）。

女子组1-8名：吴新花（湘西自治州）、史幸
加（湘潭）、凌菊红（省直）、赵丹（永州）、李荣（常
德）、刘维（衡阳）、龚艳（益阳）、钟素贞（永州）。

团体1-3名：永州、常德、衡阳，4-8名：湘
潭、株洲、湘西自治州、省直、岳阳，9-12名：娄
底、益阳、长沙、张家界。

健步走
男子组1-8名：郭龙（衡阳）、黄礼仕（永州）、

张勇健（省直）、任时尧（益阳）、刘志（省直）、陈湘
涛（省直）、陈建金（衡阳）、唐贤平（永州）。

女子组1-8名：刘胜利（衡阳）、刘维（衡
阳）、张华（衡阳）、郑丽爱（省直）、邓苏平（永
州）、刘洋（省直）、张慧玲（永州）、彭娟（省直）。

团体一等奖1-3名：省直、永州、益阳；二
等奖4-8名：长沙、衡阳、株洲、娄底、张家界。

象棋
团体组一等奖1-3名：郴州、邵阳、常德；

二等奖4-8名：长沙、湘西、怀化、衡阳、岳阳；
三等奖：株洲、娄底、益阳、张家界。

成年男子组1-8名：欧照芳、谢杰、梁林、
程湘源、贺震、郑清波、丁跃辉、李桂平；成年
女子组1-8名：曹乙英、罗静、缪莹、石雪琴、曾
小红、朱德新、李晶、覃敏。

大学生男子组1-7名： 肖强亮、 杜衡、刘
强、易盼、张阜炳、伍江杰、朱学嵩；大学生女
子组1-6名：桂丹、周慧、任承莹、李素吟、杨
梅、尹嘉美。

少年男子组1-8名：李畅、李鹳、范洁鑫、
谌天希、袁楠、叶立杰、李嘉昕、谭逸峰；少年
女子组1-8名：陈奕妍、董灵静、马晴、徐锦亿、
石玉临、陈紫涵、罗梓瑞、张颖。

门球
五人制团体赛1-8名：张家界、衡阳、株洲、

常德、永州、省直机关、怀化、长沙；趣味门球运
动等级赛1-20名：黄晓勇、杨小龙、刘迪千、卓
宝钢、袁良、陈松柏、郭先龙、李鹏程、刘富一、李
发芝、唐庆名、陈瑞红、杨钧峰、汪双柱、舒志华、
莫彩清、罗志远、曾旭、姜延明、黄美秀。

纸牌
团体总排名1-3名：常德赛区、株洲赛区、

长沙赛区。
扑克
团体总排名1-3名：常德赛区、怀化赛区、

邵阳赛区。
竞技麻将
团体总排名1-4名：全国赛区、郴州赛区、

常德赛区、永州赛区。
航空航海模型
纸飞机直线距离赛（青少年Ⅰ组男）：一

等奖1-3名肖惜诚（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张
文祥（株洲市芦淞区联队）、杨毅（株洲南方航
空高级技工学校）；二等奖4-8名黄艺（株洲南
方航空高级技工学校）、张杰俊（株洲市芦淞
区联队）、张子贤（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石
子航（南县航空航海模型运动协会）、彭岳定
（株洲南方航空高级技工学校）。

纸飞机直线距离赛（青少年II组女）：一等
奖1-5名李春燕（湘潭市第十一中学）、向昱融
（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付晨颖（长沙市天心
区教育局）、李晨曦（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
熊晓薇（明德旺龙小学）；二等奖6-8名许宸睿
（湖南荧星教育）、胡诗妍（邵阳市队）、谭甘灵
（湘潭市第十一中学）。

纸飞机直线距离赛（青少年I组女）：一等奖
第1名肖舜丹（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 二等奖
2-3名易荣羽（株洲南方航空高级技工学校）、黄
睿绮（长郡中学）；三等奖4-5名刘佳媛（湘潭市
第十一中学）、李宏（株洲南方航空高级技工学
校）； 优胜奖6-8名陈文姗（长沙市天心区教育
局）、陈宣颖（长郡中学）、黄欣怡（长郡中学）。

纸飞机直线距离赛（青少年II组男）：一等
奖1-8名何宇轩（湘潭市岳塘区火炬学校）、廖
勤学（湘潭市第十一中学）、彭栋亮（长沙市天心
区教育局）、黎嘉仁（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喻
轩（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李俊皓（长沙市天心
区教育局）、 张艺龙（平江县模型教育培训学
校）、张俆征（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

纸飞机直线距离赛（公开组）：一等奖1-2
名李剑（娄底市队）、唐辉（株洲南方航空高级技
工学校）；二等奖3-5名宋一睿（株洲南方航空
高级技工学校）、刘潇（株洲南方航空高级技工
学校）、王金政（株洲南方航空高级技工学校）；
三等奖6-8名谢上游（娄底市队）、陈望（株洲南
方航空高级技工学校）、李亚杰（娄底市队）。

MINI遥控帆船绕标赛（青少年组）：一等
奖1-2名肖依婷（长沙市雨花区红星小学）、卢
昱辰（湖南奥翔科技体育俱乐部）；二等奖3-5
名黄琪杰（长沙市雨花区黎郡小学）、崔鹤彧
（南县航空航海模型运动协会）、陈汐维（湖南
奥翔科技体育俱乐部）。 三等奖为并列第5和
7-8名，分别是许明祺（株洲市队）、周灏（湖南
奥翔科技体育俱乐部）、黄芊语（株洲市队）。

航海模型MINI追逐赛（青少年组）：一等
奖1-3名（含并列第3） 杨亮（张家界天门小
学）、熊书明（张家界天门小学）、朱权（张家界
天门小学）、朱航（张家界天门小学）；二等奖
为5-8名赵君阅（张家界天门小学）、 黄胜坚
（张家界天门小学）、 曹哲磊（张家界天门小
学）、谭宇威（张家界天门小学）。

遥控航海模型水上足球争霸赛（青少年
组）：一等奖王晨、王棋铭、杨信哲（张家界天门
小学一队）；二等奖谭宇威、张泽群、向正辉（张
家界天门小学二队）；三等奖刘仁沁、李家乐（桑
植县环宇模型）；宋梓、康李俊、朱航（张家界天
门小学三队）， 钟凯和朱子淳（桑植县环宇模
型），赵俊哲和尚柏霖（桑植县环宇模型），许宸
睿和倪语灿（湖南荧星教育），杨子瑞和李欣妍
（湖南荧星教育）分获4-8名并获得优胜奖。

“红动中国”南湖红船模型直航赛（公开
组）：一等奖第1名周国中（娄底市队）；二等奖
2-3名黄逊（娄底市队）和李剑（娄底市队）；三
等奖4-5名刘雄雷（娄底市队）和李振华（娄底
市队）；优胜奖第6名李亚杰（娄底市队）。

“红动中国”南湖红船模型直航赛（青少
年II组男）：一等奖1-7名李辰鑫（高塘岭实验
小学）、黄煜（株洲市芦淞区联队）、曾梵泽（高
塘岭实验小学）、江佳烨（高塘岭实验小学）、彭
栋亮（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文一人（高塘岭实
验小学）、张俆征（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二等
奖第8名张宇超（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

“红动中国”南湖红船模型直航赛(青少年
II组女）：一等奖1-2名余紫怡（高塘岭实验小
学）、刘梓岑（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二等奖
3-5名谢湘南（桑植县环宇模型）、朱欣桐（高
塘岭实验小学）、王涵（桑植县环宇模型）；三
等奖6-8名王荣（桑植县环宇模型）、 邓茜遥
（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鲁子瑄（长沙市天心
区教育局）。

“红动中国”南湖红船模型直航赛（青少
年Ⅰ组）：一等奖1-3名朱子淳（桑植县环宇模
型）、刘睿（长郡中学斑马湖小区）、毛文凯（桑植
县环宇模型）；二等奖4-8名肖奕帅（长郡中学
斑马湖小区）、肖舜丹（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
陈宣颖（长郡中学斑马湖小区）、罗旭（桑植县环
宇模型）、陈文姗（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

HH1“红动中国” 南湖红船模型制作赛
（公开组）：一等奖第1名曾振新（株洲市芦淞
区联队）；二等奖第2名刘澎（湖南铁路科技职
业学院）；三等奖3-5名谢上游（娄底市队）、吴
芸莹（湖南铁路科技职业学院）、雷超胜男（湖
南铁路科技职业学院）。

HH1“红动中国” 南湖红船模型制作赛
（青少年Ⅰ组）：一等奖第1名向思俊（长郡斑
马湖中学），二等奖2-3名陈文姗（长沙市天心
区教育局）、师庆鸿（长郡斑马湖中学）；三等
奖4-7名何富云（长郡斑马湖中学）、 肖舜丹
（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杨丛民（长郡斑马湖
中学）、王谦（长郡斑马湖中学）；优胜奖第8名
黄欣怡（长郡斑马湖中学）。

HH1“红动中国” 南湖红船模型制作赛
（青少年Ⅱ组女）：一等奖1-2名王荣（桑植县环
宇模型）、鲁子瑄（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二等
奖3-6名王涵（桑植县环宇模型）、付晨颖（长沙
市天心区教育局）、谢湘南（桑植县环宇模型）、
吴梦涵（明德旺龙小学）；三等奖7-8名文佳（株
洲市队）、扶霞（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

HK1疯狂纸飞机歼十五着舰（青少年II组
男）：一等奖1-8名黎嘉仁、刘安宜、桂宇、张智
博、刘瑞、连禹栋、胡昊明、罗梓涵。HK1疯狂
纸飞机歼十五着舰（青少年I组男）： 一等奖
1-2名黎顺豪、杨毅；二等奖3-7名程启航、邱
驰洋、罗庆文、杨成、黄兿；三等奖第8名王谦。

HK1疯狂纸飞机歼十五着舰（青少年II组
女）：一等奖1-5名余紫怡、鲁子瑄、贺丽君、李晨
曦、向昱融；二等奖6-8名付晨颖、朱欣桐、胡诗
妍。HK1疯狂纸飞机歼十五着舰（公开组）：一等
奖1-2名刘潇、贺金晴；二等奖3-5名易小玲、王
金政、张东影；三等奖6-8名谢上游、田波、陈望。

F3U穿越机竞赛（公开组）：一等奖1-2名
王金政、刘敏；二等奖3-5名，刘潇、沈锦涛、杨
洋；三等奖6-8名成军、王事成、彭博轩。F3U
穿越机竞赛（青少组）：一等奖1-2名罗庆文、
杨毅；二等奖3-5名彭岳定、陈文鑫、易荣羽；
三等奖6-7名朱曹杰、邱宇祺。

遥控纸飞机穿龙门（女子组）：一等奖第1
名崔函姝；二等奖2-3名谢铭萱、唐欣；三等奖
4-6名蔡琳、胡春熙、钱琪。遥控纸飞机穿龙门
（青少年II组）：一等奖第1名朱权；二等奖2-3
名曹哲磊、陈志恒；三等奖4-5名石灿和尚柏
霖；优胜奖6-8名陈一楠、王铭轩、谢其成。遥
控纸飞机穿龙门（青少年I组）：一等奖1-2名
熊书明、黄生坚；二等奖3-5名杨亮、吴桐、毛
文凯；三等奖6-8名唐鹏、江禹雷、张毅涛。遥
控纸飞机穿龙门（公开组）：一等奖1-3名伍思
维、徐挥、潘文正；二等奖为4-8名向阳、李军、
蒋泽豪、田斌、张子俊。

二对二空战（公开组）：第1名向阳、潘文
正（娄底市队）；第2名贾琳翊、张英超（湘潭市
第十一中学）；第3名袁靖杰、彭显为（长沙航
空职业技术学院）；第4名文卓、赵宇星（湘潭
市第十一中学）；第5名徐挥、王事成（株洲南
方航空高级技工学校）。

HH6遥控航海模型电动拉力赛（青少年
组）：一等奖1-2名周灏（湖南奥翔科技体育俱乐
部）、李欣妍（湖南荧星教育）；二等奖3-5名黄琪
杰（长沙市雨花区黎郡小学）、杨子瑞（湖南荧星
教育）、罗旭（桑植县环宇模型）；三等奖6-8名卢
昱辰（湖南奥翔科技体育俱乐部）、倪语灿（湖南
荧星教育）、赵俊哲（桑植县环宇模型）。

太极拳
24式简化太极拳男子C、D组1-7名：蔡

刚、刘可夫、周文武、钟红波、宋先发、梁爱民、
陈弘；24式简化太极拳男子E组1-6名： 唐自
海、曾德佑、彭白麟、段有志、谭清成、胡神保。

24式简化太极拳女子C组1-2名：邓文渊、
吴苗；24式简化太极拳女子D组1-8名： 蒋新
颖、李琼英、王菊云、覃红云、刘湘燕、肖月琴、
白萍芳、龙奇志；24式简化太极拳女子E组1-4
名：骆土珍、戴仲初、杨偶云、李秋萍。

32式太极剑男子C、D组1-8名：陈赟赟、何
云清、梁爱民、蔡刚、刘文亮、李建国、钟红波、田
梦文；32式太极剑男子E组1-7名：夏卫平、曹政
国、何选民、李建国、刘华生、张富明、彭栋生。

32式太极剑女子C、D组1-8名：刘春香、杨
倩玲、刘华、张丽平、白萍芳、吴苗、彭灵芝、刘腊
梅；32式太极剑女子E组1-7名： 张亚雄、 李美

云、谭端秀、陈英、谢秋珍、赵光翠、李秋萍。
42式太极拳男子C组1-2名： 廖文祥和廖

欧；42式太极拳男子D组1-7名：唐海、杨期宏、
陈良勇、杨启新、李龙、颜玉泉、邓大成；42式
太极拳男子E组1-5名：曾立华、朱国斌、曹政
国、黄少凡、赵敏良。

42式太极拳女子C、D组1-8名： 李江霞、
刘洋、邱又和、秦羽、田艳、杨倩玲、孙琪、李非
非；42式太极拳女子E组1-6名：王彩玲、蒋苏
姣、钱世群、邓珊媛、李琳华、王槐香。

42式太极剑男子C组1-3名：刘志敏、廖文
祥、廖欧；42式太极剑男子D组1-7名：叶晓华、
颜玉泉、陈胜、杨启新、陈良勇、邓大成、唐中毕。

42式太极剑男子E组1-5名：杨帮云、肖福
田、朱国斌、贺琦、彭白麟。

42式太极剑女子C组1-2名： 白庆、 杨爱
琼；42式太极剑女子D组1-8名：李江霞、杨艾
萍、李非非、曾煌兰、孙琪、刘洋、田艳、彭学翠；
42式太极剑女子E组1-5名：周兰英、骆土珍、
兰湘、李爱清、李祥光。

陈式太极器械传统套路男子C组： 曾胜
鹤、唐帅、刘华平分获一、二、三等奖；陈式太
极器械传统套路男子D组一等奖：张峰，二等
奖：邹鹏、江元，三等奖：沈昌武、蔡涌波；陈式
太极器械传统套路男子E组：易泽文、李小成、
罗培文分获一、二、三等奖。

陈式太极器械传统套路女子D组：一等奖
向文静、李玉梅，二等奖杨双、贾志凌、田际
艳，三等奖施雨辰、旷姣君、何田芳；陈式太极
器械传统套路女子E组：戴仲初、代德京分获
一、二等奖。

陈式太极拳传统套路男子C组： 唐帅、陈
财、张岱宗分获一、二、三等奖；陈式太极拳传
统套路男子D组：一等奖宋秀良，二等奖陈卫
良、兰惠玉，三等奖彭从贤、蔡涌波。陈式太极
拳传统套路男子E组：一等奖李小成，二等奖
张杰云、罗培文，三等奖易泽文、王大成。

陈式太极拳传统套路女子C组：刘晓慧、白
庆、程阳分获一、二、三等奖；陈式太极拳传统套
路女子D组：一等奖李小英，二等奖施雨辰、何
田芳，三等奖陈尽晖、旷姣君；陈式太极拳传统
套路女子E组：张金菊、方辉分获一、二等奖。

陈式太极拳竞赛套路男子C组1-3名：唐
勇、曾胜鹤、刘志敏；陈式太极拳竞赛套路男
子D组1-8名：江元、姜志明、于生文、何云清、
陈泯君、杨钦鳞、唐中毕、伍建平；陈式太极拳
竞赛套路男子E组1-4名：孔祥金、廖名跃、曾
展松、范建军。

陈式太极拳竞赛套路女子C组1-2名：刘
艳、 谢芳； 陈式太极拳竞赛套路女子D组1-8
名：贾志凌、刘凌云、闵凤兰、唐满英、黄孟兰、
罗郴、杨双、田汉玉；陈式太极拳竞赛套路女
子E组1-2名：周兰英、佘荣；和式太极拳女子
D、E组：姜婷、李祥光分获一、二等奖。

武当太极器械男子D组： 一等奖易德华，
二等奖宋秀良、李龙，三等奖郑宣华、伍建平；
武当太极器械男子E组：一等奖廖名跃，二等
奖邓益平，三等奖李至宪、黄少凡；武当太极
拳男子D组：一等奖易德华，二等奖唐武彪。

武当太极器械女子D组：刘虹柳、黄孟兰、刘
丽红分获得一、二、三等奖；武当太极器械女子
E组：谭丽娟、黄健、方辉分获得一、二、三等奖。

武式太极拳传统套路男子C、D、E组：刘
华平、李琪林、彭栋生分获一、二、三等奖；武
式太极拳竞赛套路男子C、D组1-2名： 张峰、
曾文超。

武式太极拳传统套路女子D组：1-3名盛
江兰、李艳芳、文秀华，分获一、二、三等奖；武
式太极拳竞赛套路女子D组：1-3名李辉、高晓
红、黄春娥。

武式太极拳竞赛套路男子E组：曾繁荣获
得第1名。

武式太极拳竞赛套路女子E组：1-2名黄
健、杨党月。

吴式太极拳传统套路男子D、E组： 郭世
晖、谢春明分获一、二等奖；吴式太极拳竞赛
套路男子D、E组：1-2名叶晓华、刘文亮。

吴式太极拳传统套路女子D组： 彭蓉芳、
李军分获一、二等奖。

吴式太极器械传统套路女子D组： 彭蓉
芳、翁小梅、文秀华分获一、二、三等奖；吴式
太极拳竞赛套路女子E组：1-3名谭丽娟、谭端
秀、易升平。

吴式太极拳竞赛套路女子D组：1-6名杨艾
萍、曾煌兰、莫惠琴、肖述平、翁小梅、曹江艺。

孙式太极拳竞赛套路男子C、D组： 刘国
富、田梦文、沈昌武分获一、二、三等奖；孙式
太极拳竞赛套路男子E组：邓益平、毛新荣、王
侠龙分获一、二、三等奖。

孙式太极拳传统套路女子D组：表演奖康
建平；孙式太极拳竞赛路女子D组前6名：李永
利、李玉梅、曹娅玲、袁玉萍、肖艳、邹鹏。

杨式太极器械传统套路男子D、E组：一等
奖吴卫平，二等奖周琼、曾展松，三等奖刘可
夫、欧阳青青。

杨式太极器械传统套路女子C、D组：一等
奖谭建霞，二等奖刘建军、高晓红，三等奖钟
冬姣、邓文渊；杨式太极器械传统套路女子E
组：表演奖余金莲。

杨式太极拳传统套路男子D组：一等奖吴
卫平，二等奖周琼、孙党刚，三等奖芦国栋、廖
照宏；杨式太极拳传统套路男子E组：毛新荣、
易春生、张富明分获一、二、三等奖。

杨式太极拳传统套路女子D、E组：一等奖
谭建霞，二等奖陈英、王雪芬，三等奖刘俊、彭
灵芝。

杨式太极拳竞赛套路男子C、D组1-7名：李
建国、罗国生、姜公德、欧阳青青、晏多元、唐中
华、朱均平；杨式太极拳竞赛套路男子E组1-5
名：夏卫平、李世建、贺琦、蔡忠丛、李建国。

杨式太极拳竞赛套路女子C、D组1-8名：
刘虹柳、李小莲、彭学翠、杨爱琼、刘华、刘春
香、盛江兰、唐春苗。杨式太极拳竞赛套路女
子E组1-6名：李美云、张亚雄、赵光翠、兰湘、
向青兰、张群。 荩荩（下转20版）

全民盛宴 活力潇湘
———首届“健康湖南”全民运动会总决赛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