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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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荨荨（上接19版）
和式太极拳男子C、D、E组：蒋谷川、曾建

国、王辉分获一、二、三等奖。
集体项目： 一等奖1-3名常德、 娄底、邵

阳；二等奖4-8名省直单位、郴州、株洲、湘潭、
永州；三等奖9-13名怀化、湘西州、衡阳、岳
阳、益阳。

大力士
个人男子组前9名：袁杰、王强、Granstand�

Ricky、张庭玮、贺泉浩、李维刚、Peter� Kuhn、
郭亮、张林翔；个人女子组前9名：万佳丽、彭曾
津、曹梦竹、冷金花、张黎昕、杨燕、杜玉芳、张咏
涵、雷文英；团体组一等奖：长沙市、永州市2队、
永州市1队、D4S、Barmade� 、 湖南涉外经济学
院1队；二等奖：湖南省健身协会大力士、Top-
fitness、猿素、湖南涉外经济学院2队。

踢毽子
平推毽（网毽）男子三人组前4名：长沙、

衡阳、永州、益阳；平推毽（网毽）女子三人组
前3名：永州、长沙、益阳；平推毽（网毽）混合
三人组前4名：衡阳、长沙、永州、益阳。

盘踢前7名：曾艳平（邵阳）、唐莉（永州）、刘
珍（湘潭）、曾红云（湘潭）、李颖秋（湘潭）、刘小
琼（常德）、薛燮（常德）；磕踢前4名：李丽玲（永
州）、赵建雄（邵阳）、周青（常德）、陈嘉伟（常
德）；拐踢前4名：李辉（永州）、岳想云（邵阳）、许
潇（常德）、罗伟（常德）；绷踢前4名：黄小芳（邵
阳）、唐小红（永州）、解智港（常德）、张辉（常
德）；跳踢1-2名：赵云娥（永州）、蔡华（常德）。

花毽团体赛一等奖1-3名：永州（唐跃先、周
仙云、唐小红、袁美平、唐莉），邵阳（马莉、肖寿
喜、李春艳、李红艳、刘香华），长沙风帆（孙永培、
曹翠芬、陈淑勤、王东初、任晓红）；二等奖4-7
名：V5星球（缪翠萍、周秀明、闫芳、阙华、肖述
军），王陵公园（王文利、刘燕、邓磊明、肖志丽、将
兴业），常德（罗伟、陈嘉伟、徐潇、薛燮、解智港），
湘潭（文彬、李颖秋、刘珍、李峻峰、曾红云）。

跳绳
一等奖1-3名：衡阳、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常德；二等奖4-8名：长沙、岳阳、湖南师范大
学、张家界、湘潭。

乒乓球
甲组混合双打：一等奖1-3名，李辛阳/陈

佳（湘潭）、胡滨/邹雅云（省直）、周一鸣/刘佳
（湘潭）；二等奖4-8名，王喆/孙旺（湘潭）、何
俊/曹婧（省直）、田雨生/周莉媛（衡阳）、郝辉/
谭颉敏（省直）、李波/唐颖（郴州）；三等奖邓
涛/杨贝（郴州）、茹楠轩/夏之阅（衡阳）、谢夏
鑫/杨佳妮（常德）、张强/王丹妮（省直）、杜大
龙/李佳忆（郴州）、王吉祖/谌朝霞（益阳）、汪
理/陈枝繁（岳阳）、郭沙/李雪（常德）。

甲组男子双打：一等奖1-3名，胡滨/何明
辉（省直）、田雨生/喻琛（衡阳）、周一鸣/李辛
阳（湘潭）；二等奖4-8名，谢东灼/杜大龙（郴
州）、郝辉/张强（省直）、谢夏鑫/彭海龙（常
德）、郭沙/蔡沐君（常德）、李波/邓涛（郴州）；
三等奖分别是王吉祖/王俊（益阳）、易东刚/左
达（岳阳）、茹楠轩/王海洋（衡阳）、张弛/汪理
（岳阳）、谭宇成/陈龙（益阳）。

甲组女子双打：一等奖1-3名，夏之阅/周
莉媛（衡阳）、唐颖/李佳忆（郴州）、刘佳/陈佳
（湘潭）；二等奖4-8名，杨贝/唐童（郴州）、陈
枝繁/董婷瑶（岳阳）、高筱/彭子奚（怀化）、胡
晓琼/陈沁芸（岳阳）、朱莉/阳光（益阳）；三等
奖分别是张安佶/易勤（衡阳）、邹雅云/王丹妮
（省直）、李雪/罗丹（常德）、刘佳鑫/何文昕（怀
化）、杨佳妮/郑娇（常德）。

甲组男子单打：一等奖1-3名，谢东灼（郴
州）、李波（郴州）、喻琛（衡阳）；二等奖4-8名，
陈勇志（郴州）、田雨生（衡阳）、谢夏鑫（常
德）、郭沙（常德）、李辛阳（湘潭）；三等奖分别
是王海洋（衡阳）、周述超（邵阳）、邓涛（郴
州）、左达（岳阳）、杨晨光（湘潭）、杜大龙（郴
州）、肖安帮（湘西）、彭海龙（常德）。

甲组女子单打：一等奖1-3名，张安佶（衡
阳）、陈佳（湘潭）、周莉媛（衡阳）；二等奖4-8
名，夏之阅（衡阳）、董婷瑶（岳阳）、李佳忆（郴
州）、高筱（怀化）、孙旺（湘潭）；三等奖分别是
唐颖（郴州）、何文昕（怀化）、杨佳妮（常德）、
胡晓琼（岳阳）、彭子奚（怀化）、唐孝敏（郴
州）、陈旺秋（益阳）、杨贝（郴州）。

乙组混合双打：一等奖1-3名，朱辉/袁芳
（省直）、杨昊/黄爱玲（怀化）、冯帆/唐凌云（衡
阳）；二等奖4-8名，颜彭胜/刘江（娄底）、唐平
秋/钟霞兰（岳阳）、彭军/徐英（娄底）、谭显胜/
周吉佳（娄底）、宾健/刘茜（衡阳）；三等奖王
玺/刘晶箐（衡阳）、杨立/简佳（省直）、邓柯/李
海洋（湘潭）、黎军山/蒋颖（岳阳）、杜文/于惠
（常德）、马建新/邹卡娅（岳阳）、陈怡/曾小红
（怀化）、黎建军/陈利（永州）。

乙组男子双打：一等奖1-3名，王玺/冯怡
（衡阳）、赵和平/杜文（常德）、李鹰/颜澎胜（娄
底）； 二等奖4-8名，欧锦荣/薛锟（永州）、刘帆/
潘烽（湘西）、滕建成/张征（怀化）、陈俊安/万瑞
（省直）、曾意/张碑华（邵阳）；三等奖宾健/冯帆
（衡阳）、杨昊/陈怡（怀化）、黎建军/周斌（永
州）、王斌/王军（张家界）、郑智文/曾杰（常德）、
马光志/彭军（株洲）、谭显胜/唐斌（娄底）。

乙组女子双打：一等奖1-3名，简佳/周翠
萍（省直）、陈利/周琦（永州）、唐凌云/刘茜（衡
阳）；二等奖4-8名，曾小红/黄爱玲（怀化）、张
弋/唐水香（湘潭）、贺红梅/刘慧兰（娄底）、刘
晶箐/李红梅（衡阳）、华艳辉/王华莲（邵阳）；
三等奖陈品/徐英（株洲）、曾红霞/高艳林（常
德）、李海洋/李兰（湘潭）、谢青莲/袁梅（怀
化）、于惠/石倩（常德）、房辉君/郭清（永州）、
蒋颖/邹卡娅（岳阳）、周吉佳/刘江（娄底）。

乙组男子单打：一等奖1-3名，刘常乐（省
直）、李鹰（娄底）、邓柯（湘潭）；二等奖4-8名，
冯帆（衡阳）、杜文（常德）、郭宗琳（湘潭）、潘
烽（湘西）、曾意（邵阳）；三等奖郑智文（常
德）、唐斌（娄底）、冯怡（衡阳）、杨昊（怀化）、
赵和平（常德）、王玺（衡阳）、万瑞（省直）。

乙组女子单打：一等奖1-3名，钟霞兰（岳
阳）、于惠（常德）、唐凌云（衡阳）；二等奖4-8
名，周翠萍（省直）、刘茜（衡阳）、廖迎风（永
州）、王华莲（邵阳）、王惠丽（湘潭）；三等奖贺
红梅（娄底）、曾红霞（常德）、刘江（娄底）、李
兰（湘潭）、蒋颖（岳阳）、陈利（永州）、石倩（常
德）、刘晶箐（衡阳）。

丙组混合双打：一等奖1-3名，周晓青/江素
娥（衡阳）、周明忠/肖路沙（湘潭）、邹振苏/肖娜
英（衡阳）；二等奖4-8名，尹启轮/徐卫红（娄底）、
张林益/刘晚桂（长沙）、杨其军/肖勤媛（省直）、
陈庆祥/潘春娥（省直）、蔡兵/宾虹（省直）；三等
奖常波/张易红（长沙）、熊桂江/龙琼玲（常德）、
何阳/吴端秀（湘潭）、李丹/万浩（长沙）、赵昌富/
彭一平（湘西）、杨军/周小芳（湘潭）、张建勋/吴
丽芳（长沙）、刘跃新/杨友香（衡阳）。

丙组男子双打：一等奖1-3名，赵昌富/张
嘉宝（湘西）、胡长清/张新鹏（怀化）、谭建军/
龙益旭（常德）；二等奖4-8名，余志勇/胡铭
（怀化）、邹振苏/刘跃新（衡阳）、周晓青/周念
群（衡阳）、李丹/张林益（长沙）、周明忠/余红
兵（湘潭）；三等奖马志刚/杨军（湘潭）、熊桂
江/刘峰（常德）、尹启轮/屈献忠（娄底）、顾宏/
游毅纯（省直）、覃遵奎/姚茂民（湘西）、朱富
强/胡志辉（娄底）、陈庆祥/杨其军（省直）、常
波/张建勋（长沙）。

丙组女子双打：一等奖1-3名，周小芳/肖
路沙（湘潭）、石攻非/易乐荣（邵阳）、马江涛/
宾虹（省直）；二等奖4-8名，潘春娥/肖勤媛
（省直）、梁朝红/徐卫红（娄底）、赵冬莲/梁芳
兰（娄底）、张易红/万浩（长沙）、刘晚桂/吴丽
芳（长沙）；三等奖赵红蕾/吴端秀（湘潭）、龙
琼玲/刘士梅（常德）、熊桂云/彭一平（湘西）、
杨友香/江素娥（衡阳）、 彭启玉/葛桂英（湘
西）、田万禄/舒琪（怀化）、廖正芝/冉凤霞（常
德）、肖娜英/廖玲娜（衡阳）。

丙组男子单打：一等奖1-3名，杨军（湘
潭）、周明忠（湘潭）、邹振苏（衡阳）；二等奖
4-8名，胡铭（怀化）、刘跃新（衡阳）、周晓青（衡
阳）、何阳（湘潭）、屈献忠（娄底）；三等奖分别是
龙益旭（常德）、周念群（衡阳）、吴兴国（湘西）、
胡志辉（娄底）、张建勋（长沙）、张嘉保（湘西）、
赵昌富（湘西）、余志勇（怀化）。

丙组女子单打：一等奖1-3名，廖玲娜（衡
阳）、肖娜英（衡阳）、周小芳（湘潭）；二等奖
4-8名，肖路沙（湘潭）、万浩（长沙）、刘晚桂
（长沙）、吴端秀（湘潭）、马江涛（省直）；三等
奖分别是廖正芝（常德）、吴丽芳（长沙）、石攻
非（邵阳）、田万禄（怀化）、张易红（长沙）、冉
凤霞（常德）、潘春娥（省直）、易乐荣（邵阳）。

甲组混合团体成绩：一等奖1-3名，郴州、
湘潭、衡阳；二等奖4-8名，省直、岳阳、常德、
怀化、邵阳；三等奖益阳。

乙组混合团体成绩：一等奖1-3名，省直、
岳阳、衡阳；二等奖4-8名，常德、娄底、怀化、
永州、湘潭。

丙组混合团体成绩：一等奖1-3名，湘潭、
衡阳、长沙；二等奖4-8名，省直、娄底、株洲、
常德、怀化；三等奖湘西自治州。

登山
男子青年组：一等奖1-3名，彭书文（常

德）、罗建家（郴州）、李登科（湘潭）；二等奖
4-8名，陈谦（湘潭）、刘建辰（衡阳）、杨翕喆
（湘潭）、谭正祥（郴州）、丁宇（湘西）。

女子青年组：一等奖1-3名，吴叶萌（株
洲）、朱洪梅（娄底）、史幸加（湘潭）；二等奖
4-8名，段茂芳（郴州）、杨美琴（怀化）、刘安华
（娄底）、朱喜军（娄底）、张珏（湘潭）。

男子中年组：一等奖1-3名，胡汉勇（郴
州）、王建伍（常德）、郭忠仁（郴州）；二等奖为
4-8名，雷太山（衡阳）、彭克忠（益阳）、荣红途
（郴州）、符生旺（湘西）、王文峰（湘潭）。

女子中年组：一等奖1-3名，米喜华（怀
化）、谢玉桂（郴州）、唐金京（株洲）；二等奖
4-8名，万方菊（永州）、付玲玲（株洲）、张晓瑾
（湘西）、毛金莲（衡阳）、刘冬梅（常德）。

团体组：一等奖为1-3名，湘潭、郴州、常德；
二等奖4-8名，怀化、株洲、湘西、衡阳、益阳。

拔河
男子640公斤级：一等奖1-3名，湘潭、省

直机关、科技学院；二等奖4-6名，永州、益阳、
衡阳。

女子540公斤级：一等奖1-3名，湘潭、科
技学院、娄底；二等奖第4名永州。

羽毛球
团体赛A组（青年组）1-9名：省直机关、常

德、长沙、湘潭、邵阳、湘西、株洲、怀化、益阳。
团体赛B组（中年组）1-9名：省直机关、长

沙、邵阳、永州、湘潭、常德、株洲、张家界、娄底。
单项赛A组（青年组）男子单打1-8名：王

俊杰（株洲）、王倞（省直）、黄金涛（湘潭）、尹
靖文（湘西州）、罗木天（长沙）、罗戬（常德）、
闵源屹峰（株洲）、许博迈（湘潭）。

单项赛A组（青年组）女子单打1-8名：肖
琢玮（常德）、成甄（湘潭）、刘紫琼（湘潭）、魏
成琪（省直）、张海怡（省直）、龙小雅（株洲）、
胡燕妮（邵阳）、马海霞（湘西）。

单项赛A组（青年组）男子双打1-8名：刘
丰福/熊俊（省直）、黄钰博/章子毅（省直）、唐
立菊/龙琥（长沙）、佘科著/张潮（常德）、祝侦
铭/唐威（邵阳）、许博迈/陈浩文（湘潭）、马少
文/刘祥（永州）、周继雄/叶文（益阳）。

单项赛A组（青年组）女子双打1-8名：申
瑛/曾洁琳（省直）、邹圆/郑晋岚（省直）、胡容/
彭卫梅（永州）、施梦遥/张钟丹（株洲）、姚天
羽星/张晓静（长沙）、郭苑/杨亚蓉（长沙）、刘

紫琼/郭爽（湘潭）、周逦祺/龙小雅（株洲）。
单项赛A组（青年组）混合双打1-8名：吕焕

台/周逦祺（株洲）、唐立菊/姚天羽星（长沙）、闵
源屹峰/施梦遥（株洲）、章艺群/覃雄辉（怀化）、
陈浩文/成甄（湘潭）、聂涛/赵越（省直）、唐崯辉/
刘远炜（湘西）、唐亚炜/郭爽（湘潭）。

单项赛B组（中年组）男子双打1-8名：张
固/仇亿军（省直）、唐铭/胡波（省直）、詹明政/
潘永强（永州）、俞敏/蔡文（长沙）、杜文峰/黄
寅（湘潭）、刘海丰/刘曦（岳阳）、卓盛爱/朱德
超（张家界）、赵孟君/申敬华（邵阳）。

单项赛B组（中年组）女子双打1-8名：龚
智超/雷静（长沙）、吴晓梅/宋有军（怀化）、朱
炳臻/阳爱武（省直）、王飞飞/陈爱军（邵阳）、
陈清/谢军元（长沙）、李彬/郑捷文（常德）、陈
芳/叶姿汝（常德）、李燕波/袁静（岳阳）。

单项赛B组（中年组）混合双打1-8名：仇
亿军/朱炳臻（省直）、吴莎/张固（省直）、袁亚
丽/刘熠（株洲）、龚伟光/贵卓红（常德）、詹明
政/蒋海鹰（永州）、朱文斌/杨丽新（邵阳）、张
华/蒋利华（湘潭）、俞敏/龚智超（长沙）。

单项赛C组（中老年组）男子双打1-8名：
谭普照/谭应铭（长沙）、熊笑乐/李洪（省直）、
陈斯凯/李先付（常德）、刘勇/王晓益（株洲）、
陈力锋/郑辉（娄底）、刘剑波/杨淋（怀化）、章
宏炮/覃华（常德）、周建安/周剑鹏（益阳）。

单项赛C组（中老年组）混合双打1-7名：
段宏/李红卫（湘潭）、赵建斌/谭双飞（省直）、
刘汉文/周荣菊（永州）、 夏建国/刘红莉（常
德）、张伟东/欧阳建红（长沙）、曹卫红/丁伟强
（益阳）、陈小平/刘忠红（常德）。

D组3V3� 1-5名：王俊杰/石凌峰/张钟丹
（株洲）、黄钰博/魏成琪/聂涛（省直）、沈孝麟/
宋佳橙/郑晋岚（省直）、罗戬/谢丕/贵卓红（常
德）、李志超/朱定香/刘永华（娄底）。

E组混合双打（夫妻组合80岁以下）1-7
名：熊俊/张思（省直）、章子毅/赵越（省直）、蒋
湘南/胡容（永州）、彭华/黄蔚（省直）、夏晋新/
朱雯青（永州）、杨学斌/张伊菲（娄底）、喻明理
/彭翰林（常德）。

F组混合双打（夫妻组合80岁以上）1-7
名：张远瑜/徐萍（省直）、李志超/朱定香（娄
底）、李迎春/刘海辉（永州）、杨江勇/蒋陬云
（永州）、杜文胜/陆旎（省直）、朱武/樊盛萍（株
洲）、谢军元/李智杰（长沙）。

G组亲子组1-2名： 詹景云/詹志宇（常
德）、夏晋新/夏琳（永州）。

武术
自选项目：
自选长拳男子儿童组：一等奖徐天赐（株

洲），二等奖赵宇涵（怀化）、胡俊（衡阳），三等
奖李嘉越（娄底）。自选长拳男子少年组：一等
奖罗冠杰（株洲），二等奖刘齐（衡阳）、谭泽霖
（怀化），三等奖李琦（郴州）、张凯（怀化）。自选
长拳女子少年组：一等奖武歆瑜（怀化），二等
奖李霞（郴州）、尹扬（怀化），三等奖易小艳（怀
化）、邓溏沅（衡阳）。自选长拳男子青年组：
一、二等奖分别由龙艺文（怀化）、杨兵兵（怀
化）获得。

自选南拳男子少年组：一、二等奖分别由
陈瑞容（株洲）、文庆（永州）获得。自选南拳女
子少年组一等奖李鑫（郴州）；自选南拳男子
中年组一等奖曹朝欢（郴州）。

自选刀术男子少年组：一等奖罗冠杰（株
洲），二等奖文庆（永州）。自选刀术男子青年
组：一等奖杨兵兵（怀化）。自选刀术女子少年
组：一等奖易小艳（怀化）。

自选剑术男子少年组： 一等奖胡文（衡
阳）。自选剑术女子少年组：一、二等奖分别由
邓溏沅（衡阳）、舒亚洁（怀化）获得。自选剑术
男子青年组：一等奖龙艺文（怀化）。

自选南刀男子少年组：一等奖陈瑞容（株
洲）。

自选枪术男子少年组：一等奖滕晓峰（怀
化），二等奖胡文（衡阳）、张凯（怀化）。自选枪
术女子少年组：一等奖武歆瑜（怀化）。

自选棍术男子儿童组：一等奖赵宇涵（怀
化），二等奖李嘉越（娄底）。自选棍术男子少年
组：一等奖刘齐（衡阳），二等奖徐天赐（株洲）。
自选棍术男子中年组：一等奖曹作田（郴州）。自
选棍术女子少年组：一等奖尹扬（怀化）。

自选南棍男子儿童组： 一等奖许毅康（郴
州）。自选南棍女子儿童组：一等奖李凌薇（郴
州）。自选南棍男子少年组：一等奖曹磊（郴州）。
自选南棍女子少年组：一等奖李霞（郴州）。自选
南棍男子青年组：一等奖田文力（怀化）。

规定项目： 第一套国际套路规定长拳男
子少年组：一、二等奖分别由李平生（衡阳）和
胡佳浩（衡阳）获得。亚运规定南拳男子少年
组：一等奖江山（益阳）。

段位项目：长拳1—6段男子儿童组：一等
奖颜庆明（娄底），二等奖曾志源（娄底）、万梓
轩（娄底），三等奖王煜淞（郴州）、邹奥（娄
底）。长拳1—6段女子儿童组：一等奖颜佳怡
（娄底），二等奖龙腾彬（娄底）、戴诗雨（郴
州）。长拳1—6段男子少年组：一等奖曹磊（郴
州）。长拳1—6段女子少年组：一等奖许佳怡
（郴州）。长拳1—6段男子青年组：一等奖杨梦
华（怀化）。长拳1—6段男子中年组：一等奖曹
朝欢（郴州），二等奖曹作田（郴州）。

对练：拳术对练男子组：一等奖万梓轩、
邹奥（娄底），二等奖伍文杰、吴东峰、肖斌（衡
阳）。拳术对练女子组：一等奖颜佳怡、龙腾彬
（娄底）。器械对练男子组：一等奖刘齐、王帅、
胡文（衡阳），二等奖唐文勋、杨鑫（永州）。

集体项目：一等奖永州（唐文勋、文世达、

文庆、文绍国、文辉、李子园、杨鑫、熊谢锐、石
杨山、聂红云），二等奖益阳（李雪春、范卫东、
姚伟南、杨建英、赵建才、肖月华、张伯钦、陈
卫红），三等奖郴州（李琦、李鑫、李霞、李凌薇、
许毅康、许佳怡、伍诗雅、曹凌飞）。

传统项目：八极拳男子少年组：一等奖颜
涛（衡阳）。八极拳女子少年组：一等奖刘新莲
（衡阳）。八极拳男子青年组：一等奖罗文东（衡
阳），二等奖石杨山（永州）。查拳男子少年组：一
等奖吴东峰（衡阳），二等奖李子园（永州）、李广
（衡阳）。地躺拳男子少年组：一等奖蒋才龙（衡
阳）。地躺拳男子青年组：一等奖伍文杰（衡阳）。
传统短器械男子少年组：一等奖吴东峰（衡阳）。

翻子拳男子青年组：一等奖肖斌（衡阳）。
通臂拳男子少年组：一等奖唐文勋（永州）。醉
拳男子少年组：一等奖杨鑫（永州），二等奖刘
尹伟（怀化）。劈挂拳男子少年组：一等奖滕晓
峰（怀化），二等奖王帅（衡阳）。劈挂拳女子少
年组：一等奖曹燕（衡阳）。

传统短器械男子青年组： 一等奖伍文杰
（衡阳），二等奖肖斌（衡阳）。传统软器械男子
少年组：一等奖阳辉（衡阳）。传统软器械女子
少年组：一等奖刘新莲（衡阳）。传统双器械男
子少年组：一等奖王帅（衡阳）。传统双器械女
子少年组：一等奖曹燕（衡阳）。传统长器械男
子青年组：一等奖罗文东（衡阳）。

传统门派项目：东安拳男子中年组：一等
奖文辉（永州）；二等奖聂红云（永州）。东安拳
男子老年组：一等奖滕顺生（永州）。

梅山拳男子儿童组：一等奖何盛然（株洲），
二等奖邵安阳（娄底）、肖涤泰（娄底）。巫家拳男
子青年组：一等奖马熠（株洲）。巫家拳男子中年
组：一等奖王光辉（益阳）。巫家拳男子老年组：
一等奖任志洪（株洲）。少林拳男子儿童组：一等
奖黄仲谦（郴州）。少林拳女子儿童组：一等奖伍
诗雅（郴州）。少林拳男子中年组：一等奖倪秋保
（益阳）。汇宗拳男子老年组：一等奖朱国斌（株
洲）。汇宗拳男子中年组：一等奖马向（株洲）。太
空拳：一等奖唐丽君（株洲）。

其他拳种项目：其他类拳术男子儿童组：
一等奖康孙将腾（娄底），二等奖万梓恒（娄
底）、肖志涛（娄底），三等奖万梓柯（娄底）、杨
宇鑫（娄底）。

其他类拳术男子儿童A组：一等奖邹奥（娄
底）、邵安阳（娄底）、颜庆明（娄底），二等奖康孙
将腾（娄底）、万梓轩（娄底）、肖涤泰（娄底）、肖
志涛（娄底）、曾志源（娄底），三等奖邹语哲（娄
底）、杨宇鑫（娄底）、万梓恒（娄底）、万梓柯（娄
底）。其他类拳术男子儿童B组一等奖康孙将腾
（娄底），二等奖万梓恒（娄底）、肖志涛（娄底），
三等奖万梓柯（娄底）、杨宇鑫（娄底）。

其他类拳术男子少年组： 一等奖熊谢锐
（永州），二等奖阳辉（衡阳）、付志文（株洲）。其
他类拳术男子青年组：一等奖夏杰球（益阳），
二等奖易祥凤（株洲），三等奖田文力（怀化）。
其他类拳术男子中年组：一等奖龚新军（张家
界）、李军（张家界）、蒋练兵（永州），二等奖刘
国生（张家界）、马向（株洲）、李俊（怀化）、文绍
国（永州）、范卫东（益阳），三等奖彭耀生（株
洲）、文世达（永州）、屈洪彬（株洲）、杨泽良（益
阳）。 其他类拳术男子老年组： 一等奖欧忠华
（益阳），二等奖唐专生（永州）、朱国斌（株洲），
三等奖张伯钦（益阳）、赵建才（益阳）。

其他类拳术女子儿童组： 一等奖颜佳怡
（娄底），二等奖彭子艺（娄底）、龙腾彬（娄底）。
其他类拳术女子少年组：一等奖吴艺（怀化），
二等奖舒亚洁（怀化）。其他类拳术女子中年
组：一等奖李雪春（益阳），二等奖姚伟南（益
阳）、肖月华（益阳），三等奖陈卫红（益阳）。其
他类拳术女子老年组：一等奖李纯秀（永州），
二等奖杨建英（益阳）。

其他类器械男子儿童组： 一等奖刘尹伟
（怀化），二等奖王煜淞（郴州）、邹语哲（娄底）。
其他类器械男子青年组： 一等奖石杨山（永
州），二等奖夏杰球（益阳）、易祥凤（株洲）；三等
奖杨梦华（怀化）。其他类器械男子少年组：一
等奖李子园（永州）、杨鑫（永州），二等奖唐文
勋（永州）、江山（益阳）、李琦（郴州），三等奖熊
谢锐（永州）、付志文（株洲）。其他类器械男子
中年组：一等奖刘国生（张家界）、龚新军（张家
界）、王光辉（益阳），二等奖蒋练兵（永州）、文绍
国（永州）、李军（张家界）、范卫东（益阳）、马向
（株洲）、李俊（怀化），三等奖杨泽良（益阳）、文
世达（永州）、倪秋保（益阳）、文辉（永州）、彭耀
生（株洲）、聂红云（永州）。其他类器械男子老
年组：一等奖滕顺生（永州）、任志洪（株洲），二
等奖欧忠华（益阳）、张伯钦（益阳）、唐专生（永
州）；三等奖赵建才（益阳）。

其他类器械女子儿童组： 一等奖戴诗雨
（郴州），二等奖彭子艺（娄底）。其他类器械女
子少年组：一等奖吴艺（怀化），二等奖李鑫
（郴州）。其他类器械女子中年组：一等奖姚伟
南（益阳），二等奖肖月华（益阳）、陈卫红（益
阳）。其他类器械女子老年组：一等奖杨建英
（益阳），二等奖李纯秀（永州）。

团体总分第1-8名：衡阳、怀化、娄底市文
体广新局、永州、郴州市文昌、益阳、株洲、张
家界。

轮滑
速度轮滑成年组： 男子500米决赛1-5名

贵作新、贺业东、姜仁杰、郭理、杨长付；男子
1000米决赛1-5名贺业东、贵作新、姜仁杰、郭
理、杨长付；男子5000米决赛1-5名贵作新、贺
业东、姜仁杰、郭理、杨长付。

速度轮滑少年组：男子乙组500米计时赛
决赛1-4名陈云、王宇迪、曾海雨、粟茜；女子

乙组500米计时赛决赛1-2名李金洲、曾璟瑄；男
子乙组1000米计时赛决赛第一名王宇迪； 女子
乙组1000米计时赛决赛1-2名曾璟瑄、 李金洲；
男子丙组500米计时赛决赛1-8名许睿彦、 李金
泰、刘申恩、江毅涵、胡子仁、邓资成、黄扬铭、曹
圣杰；女子丙组500米计时赛决赛1-3名曾敏、谢
静妍、谢莹；男子丙组1000米计时赛决赛1-8名
许睿彦、李金泰、邓资成、刘申恩、黄扬铭、袁陈
星、胡子仁、杨一帆；女子丙组1000米计时赛决
赛1-2名曾敏、谢静妍；男子丁组1000米计时赛
决赛1-8名文浚杰、陈柯丞、王煜祺、刘懋、杨泽
旭、刘家丞、李熠博、段宇浩；女子丁组1000米计
时赛决赛1-8名田柿雯、杨燕、吴子虞、李依琳、
何可心、邓雁壬、何梦闲、夏雨曦；男子丁组500
米计时赛决赛1-8名文浚杰、刘家丞、陈柯丞、王
煜祺、王培睿、刘懋、段宇浩、杨泽旭；女子丁组
500米计时赛决赛1-8名田柿雯、 李依琳、 吴子
虞、邓雁壬、夏雨曦、张璨、何可心、杨燕。

速度轮滑幼儿组： 女子甲组100米计时赛
决赛1-8名宋亚米、朱雨涵、李其霖、杜彦儒、杨
澜垚钏、陈一飞、黄雅茹、余苏筱艺；男子甲组
100米计时赛决赛1-8名胡嵩轲、王麒斐、文韬
翔、陈浩杰、刘纪聪、赵奕鸣、罗宇翔、黄楒淳；女
子甲组200米计时赛决赛1-8名朱雨涵、 杜彦
儒、杨澜垚钏、宋亚米、尹泉、黄雅茹、陈一飞、李
其霖； 男子甲组200米计时赛决赛1-8名胡嵩
轲、刘纪聪、王麒斐、陈浩杰、文韬翔、廖子墨、黄
楒淳、陈淼曦；男子乙组100米计时赛决赛1-8
名刘浩楠、王渐鸿、黎昕夏、蔡昱成、龚圆博、黎
志远、庹爱淳、罗翊宸；女子乙组100米计时赛
决赛1-8名张桂蓝、程雪、颜萧然、张桂敏、姜晨
欣、彭念念、李怡蓓、全梓田；男子乙组200米计
时赛决赛1-8名王梓霖、罗翊宸、黎志远、黄熠
鸿、易长鸿、黎昕夏、余旻桥、秦铭；女子乙组
200米计时赛决赛1-8名颜萧然、张桂蓝、姜晨
欣、李怡蓓、彭念念、王杏睿、张桂敏、程雪。

速度轮滑团体组：1-8名张家界旋洲轮滑
俱乐部、吉首铁骑兵团轮滑俱乐部、省直机关
代表队、常德代表队、株洲代表队、株洲乐享
轮滑俱乐部、长沙繁星感统轮滑俱乐部、秀佳
轮滑俱乐部；9至17名乐吧轮滑培训中心、衡
阳代表队、耒阳市博宇轮滑教育体验馆、岳阳
县e7轮滑俱乐部、澧县铁骑兵团轮滑俱乐部、
怀化舞与轮比轮滑俱乐部、 长沙铁骑兵团冰
雪轮滑俱乐部、张家界雷霆轮滑俱乐部、湘西
龙山雷霆轮滑俱乐部。

自由式轮滑速度过桩： 成年男子组决赛
1-4名黄欣欣、杨长付、罗一帆、宋旭龙；成年
女子组决赛1-2名尹红、王雅楠；少年女子乙
组决赛1-4名杨燕、谢彤希、李子晴、田柿雯；
少年女子丙组决赛1-6名邓洁莹、 唐玥雯、匡
雅婷、杨沁仪、屈雅琼、刘晗雨；幼儿女子组决
赛1-8名阳雨琪、苏婉畅、苏婉暄、余苏筱艺、
贺子倩、宋芷妍、郑舒元、程雪；幼儿男子组决
赛1-8名张顺雨、杨墨凡、唐鑫洋、李文笃、李
晨朗、陆俊奇、胡珂铭、陈彦志。

自由式轮滑花式绕桩：成年男子组1-3名
黄欣欣、罗一帆、宋旭龙；幼儿女子组1-8名余
苏筱艺、贺子倩、阳雨琪、苏婉畅、郑舒元、苏
婉暄、李纯熙、宋芷妍；幼儿男子组1-8名唐鑫
洋、陈彦志、杨墨凡、李晨朗、刘知资、张顺雨、
秦泽桂、胡珂铭。花式刹停：成年男子组1-3名
瞿秋永、袁太平、李爽。

自由式轮滑团体组1-9名：衡阳68轮滑俱
乐部、吉首铁骑兵团轮滑俱乐部、邵阳市雷霆
轮滑俱乐部、湖南轮之舞轮滑俱乐部、光速乐
动轮滑、长沙市代表队、张家界雷霆轮滑俱乐
部、 怀化舞与轮比轮滑俱乐部、 益阳市代表
队；第10-11名张家界旋洲轮滑、岳阳县e7轮
滑培训中心。

◆系列活动◆
十佳全民健身家庭
李兴堂、彭建军、陈赟赟、陈振球、贺琦、

樊岗、代洪华、夏晋新、沈善桃、张冶军。
十佳运动社团俱乐部
郴州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冷水江市羽

毛球协会、郴州市乒乓球协会、桑植县象棋协
会、长沙市开福区太极拳运动协会、常德市西
湖管理区广场舞协会、蓝山县乒乓球协会、娄
底市羽杰羽毛球俱乐部、祁阳县篮球俱乐部、
衡阳市雁峰区太极拳协会。

十佳体育场馆
怀化市体育中心、 娄底市全民健身服务

中心体育馆、株洲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赫山
体育馆、冷水江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体育馆、
花垣县体育中心篮球馆、 新化县体育运动中
心篮球馆、岳阳市体育馆、祁阳县体育馆、桃
江县体育场馆。

体育摄影大赛
一等奖：孔爱元《劈浪》；二等奖：朱金莲

《篮球赛》、许凤仙《舞动人生》、蒋继红《拼
搏》；三等奖：李元顺《职工运动会之好球》、朱
宝林《运动大自然》、陈世龙《门前争斗》、姚智
辉《晨跑》、邓建富《领衔太极》；优秀奖：覃正
籍《喜庆运动会》、邓葵庭《修道台上的瑜美
人》、田自芳《沙场鏖战》、蒋继红《活力四射》、
叶旋《全民健身进岳阳监狱》、刘新华《较劲》。

体育书法大赛
一等奖：夏崇仁《健康湖南》；二等奖：李

俊德《赞柳叶湖长跑》；三等奖：杨文彪《健康
赋》；优秀奖：陈春明《全民健身有感》、田红武
《硬笔书法，运动》、李瑞龙《积健为雄》。

体育征文大赛
一等奖：许娟《等梦想开成花》；二等奖：

程明章《健康养老组歌》；三等奖：胡达武《学
当吹鼓手，网海泛轻舟》；优秀奖：陈春明《首
届“健康湖南”全民运动会有感》。

体育微视频大赛
优秀奖：雷文录《海选赛掠影》、纳甜《健

康湖南 益美益阳》、苏林《全民健身 走进桃
江》。

(“健康湖南”全民运动会组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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