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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海海洋大学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 竞赛时间 

    10 月 24、25 日（星期四、星期五） 

二、 竞赛项目 

1.学生男子组（9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1500 米、3000 米、4×100 米接力、跳高、跳远、铅球 

2.学生女子组（9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4×100 米接力、跳高、跳远、铅球 

3.学生混合组（1 项） 

男女混合 4×400 米接力（2 男 2 女） 

4.教工男子组（5 项） 

100 米、200 米、1500 米、跳远、铅球 

5.教工女子组（5 项） 

100 米、200 米、800 米、跳远、铅球 

6.教工混合组（1 项） 

男女混合 4×100 米接力（2 男 2 女） 

7.教工趣味组（7 项） 

400 米健身走、托乒乓球接力赛、心心相印、拔河比赛、投篮比赛、自行车慢骑、

五人六腿 

三、 参赛资格与报名办法 

（一） 学生组参赛资格 

1.运动员必须是经我校正式批准录取的研究生、本科生、继续教育生和高职生。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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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田径高水平运动员报名参加田径单项比赛，田径高水平运动员只记个人成绩，不影响

该项目比赛的排名，不计入团体总分。 

2.不允许运动员跨院报名，凡弄虚作假，经查出，取消该单位团体总分评比资格，

并在大会通报。 

3.参赛单位对运动员资格有异议；发现违规违纪行为；或对裁判判罚有异议，均可

向仲裁委员会申诉。申诉须由领队以书面形式在该项目成绩公告 30 分钟内提出。 

（二） 报名办法 

1.以学院或部门（参赛队）为单位，田径单项和教工趣味组个人项目限报 4 名（不

含田径高水平运动员），每名运动员限报 2 项，可兼报接力；田径接力和教工趣味组集

体项目，每学院或部门限报 1 支队伍。 

2.本次比赛采取网上报名，网址：http://202.121.66.64/web，所有参赛单位的报

名代码是：xyh2019,初始密码需完成附件 2 的填报,报名完成后修改密码，以防报名信

息被修改。 

3.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 年 10 月 11 日（周五）中午 12：00。 

联系人：张华峰老师，电话：13371935803。 

三、竞赛办法 

（一）田径比赛 

径赛项目：预赛以时间确定晋级和晋组名单，决赛以名次确定最终成绩。 

田赛项目：预赛成绩带入决赛，以高度或远度确定最终成绩。 

（二）趣味项目竞赛办法 

1. 400 米健身走（接力） 

（1）以学院为单位，每队 5 人接力（每人走 400 米），性别不限。 

http://202.121.66.64/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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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龄需在 45 岁以上，每队需正教授或处级领导带队。 

（3）比赛成绩以 5 人比赛用时总和统计。 

（4）比赛中不允许奔跑，如发现，一次加时 30 秒。 

2. 自行车慢骑赛 

（1）赛道：20 米长，1 米宽直道。 

（2）比赛规则： 

①比赛使用的自行车自备（规格不得小于 24 寸），性能良好。 

②当裁判发出比赛信息后，参赛运动员支撑脚立即离地（否则判失误），在各自行

车道内进行，当自行车后轮压在终点线时，比赛结束。  

③参赛选手在比赛中，身体任何部位不得触及地面，车的前轮和后轮不得触及左右

两侧的车道线，违者判失误。 

④凡被判失误的运动员均自行退出比赛，不计比赛成绩。 

3. 托乒乓球接力赛 

以学院为单位，每队 4 人，2 男 2 女。运动员持乒乓球拍（握姿不限）托乒乓球跑

20 米折返过线后交给下一个队员接力，以最后一名队员到达终点（起跑处）计算成绩，

用时少的队名次列前。如中途球落地，每次加时 5 秒。 

4. 心心相印（双人夹球接力跑） 

以学院为单位，每队 8 人，4 男 4 女。参赛队员 1 男 1 女为一组，同组两人背对背用

躯干夹抵住球，横向移动 20 米折返过线后交给下一组队员，依次 4 组完成比赛，用时

少的队名次列前。如中途球落地，每次加时 10 秒。 

5. 拔河比赛 

以学院为单位，每队 20 人，女教工不能少于 4 人，50 岁以上男教工不能少于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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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篮比赛 

以学院为单位，每队 10 人，女教工不能少于 2 人，50 岁以上男教工不能少于 2 人。

每人投两次，累计投中多者取胜。 

7. 五人六腿 

以学院为单位组队，每队女队员不少于两人。参赛队左右腿互绑移动 30 米，用时少

的队名次列前。 

（三） 录取名次 

1. 单项名次 

各单项均录取前 8 名，按 9、7、6、5、4、3、2、1 计分，接力项目和教工趣味组集

体项目加倍计分。 

参赛报名人数（队）等于或不足 8 人（队），名次减 1 录取，报名不足 3 人（队）的

项目取消该比赛项目。 

2. 团体总分 

学生组和教工组分设男子团体总分、女子团体总分、男女团体总分各取前 3 名。只

报一个男队或一个女队的单位，不计算男女团体总分。团体名次按运动员在单项比赛中

得分和破纪录加分的总和计算，得分多者名次列前，若相等，以破上海海洋大学校纪录

多者名次列前；若再相等，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依次类推。 

3. 破纪录加分 

破一项校纪录加 5 分；破一项上海市大学生纪录加 10 分；破全国大学生纪录一项

加 15 分。同一人（队）同一项目无论破多少次纪录，只计一次。 

四、奖励办法 

1. 团体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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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场式方队获前六名，颁发奖杯。 

团体总分获前三名，颁发奖杯。 

男子团体总分获前三名，颁发奖杯。 

女子团体总分获前三名，颁发奖杯。 

教工团体总分获前三名，颁发奖杯。 

2. 学生组参赛项目前三名颁发奖牌和证书,第四到八名颁发证书（不足八人或八队减一

录取）。教工组第一到八名颁发奖品和证书（不足八人或八队减一录取）。 

3. “体育道德风尚奖”获前三名，颁发奖杯。 

五、比赛号码簿 

运动员比赛号码体育部统一编号，各单位自行制作（按 A4 纸张的大小）；田径项目

和趣味个人项目比赛时，运动员须将号码簿贴在胸前。 

（一）各单位学生号码段具体分配如下：（学生号码白底黑字） 

水产与生命学院（男 0101-0200，女 0201-0300） 

海洋科学学院（男 0301-0400，女 0401-0500） 

食品学院（男 0501-0600，女 0601-0700）    

海洋生态与环境学院（男 0701-0800，女 0801-0900） 

经济管理学院（男 0901-1000，女 1001-1100） 

工程学院（男 1101-1200，女 1201-1300） 

信息学院（男 1301-1400，女 1401-1500）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男 1501-1600，女 1601-1700）  

外国语学院（男 1701-1800，女 1801-1900） 

爱恩学院（男 1901-2000，女 200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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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学院（男 2101-2200，女 2201-2300） 

（二）各单位教师号码段具体分配如下：（教师号码白底红字） 

水产与生命学院（男 3101-3200，女 3201-3300） 

海洋科学学院（男 3301-3400，女 3401-3500） 

食品学院（男 3501-3600，女 3601-3700）  

海洋生态与环境学院（男 3701-3800，女 3801-3900） 

经济管理学院（男 3901-4000，女 4001-4100） 

工程学院（男 4101-4200，女 4201-4300）  

信息学院（男 4301-4400，女 4401-4500）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男 4501-4600，女 4601-4700） 

外国语学院（男 4701-4800，女 4801-4900） 

爱恩学院（男 4901-5000，女 5001-5100） 

马克思主义学院（男 6101-6200，女 6201-6300）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男 5101-5200，女 5201-5300） 

继续教育学院（男 5301-5400，女 5401-5500） 

机关（男 5501-5600，女 5601-5700） 

第一直属部门联队（男 5701-5800，女 5801-5900） 

第二直属部门联队（男 5901-6000，女 6001-6100） 

中航物业（男 6301-6400，女 6401-6500） 

生乐物业（男 6501-6600，女 6601-6700） 

四、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 

                                                    2019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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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道德风尚奖评奖办法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开展“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活动的要求，

结合 2019 年上海海洋大学运动会比赛的实际情况，决定在运动会期间开展运动队“体

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活动，评选办法如下： 

一、 评选范围 

2019 年上海洋大学 18 个参赛单位 

二、 评选条件 

1.领导认真进行动员，重视运动会工作，有得力措施，按时完成运动会期间组委会

要求的工作 

2.认真组织体育锻炼，积极开展宣传，动员师生参与比赛；运动会期间有明确的分

工并落实到人，为运动队取得优异成绩提高服务。 

3.服从大会统一领导，遵守赛场纪律，比赛作风端正，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

观众。 

4.认知对待比赛，作风顽强，奋力进取，用于拼搏，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胜不骄

败不馁。 

5.不冒名顶替（违者取消团体名次），不违章作弊，准时出场比赛；观众文明，不陪

跑、不起哄、不干扰比赛。 

三、 评选程序。 

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由参赛队和裁判提名，经体育部办公室汇总提出运动队

入选名单，报大会组委会。 

四、 表彰奖励 

大会对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运动队颁发奖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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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海海洋大学运动会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表 

单位名称 勾选 单位名称 勾选 

生命学院 
 

爱恩学院 
 

海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食品学院 
 

国际交流学院 
 

生态与环境 
 

继续教育学院 
 

经管学院 
 

机  关 
 

工程学院 
 

第一直属部门联队 
 

信息学院 
 

第二直属部门联队 
 

文化与法律 
 

中航物业 
 

外国语学院 
 

生乐物业 
 

注：每张表最多选择三支队伍，多选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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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主 席 团 名 单 

吴嘉敏  程裕东  何  雅  闵  辉  吴建农  李家乐  郭爱萍 

万  荣  郑卫东  朱克勇  黄旭雄  江卫平  陈  慧  施永忠 

张登沥  张雅林  程彦楠  俞  渊  韩振芳  周  辉  陈艳红 

游录泉  郭亚贞  夏雅敏  杨德利  江  敏  李柏林  王锡昌 

罗汝坤  王宪怡  金  晔  张宗恩  孔庆涛  叶  鸣 

 

 

组 织 委 员 会 名 单 

              主  任：万  荣 

              副主任：江  敏  罗汝坤  孔庆涛  金  晔 

              委  员：张宇峰  王  曜  孙红刚  黄永莲  商利新  郑宇钧 

程彦楠  李志强  韩振芳  杨妍艳  郭亚贞  胡崇仪 

屈琳琳  戴辉明  周  辉  戚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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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机 构 名 单 

大会工作组  组  长：夏雅敏    金  晔    孔庆涛 

              秘  书  处  组  长：戚  明 

                          副组长：张  帆  张华峰 

              宣  传  组  组  长：郑卫东 

                          副组长：屈琳琳  周  辉 

              后  勤  组  组  长：林喜臣   张宗恩 

       副组长：任和平  蔡  闯  蒋莉萍 

              保  卫  组  组  长：姜新耀 

                          副组长：林海悦 

              竞  赛  组  组  长：张  帆 

                          组  员：全体体育老师 

 

仲 裁 委 员 会 

罗汝坤    孔庆涛    金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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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判 员 名 单 

1、 总裁判长 张  帆 赛前、赛后控制中心 

2、 副总裁判长 

王  锋 分管径赛 

陈蕴霞 分管田赛 

时  霖 分管趣味项目 

3、 编排裁判长 张华峰 

4、 趣味项目裁判长 时  霖、张海辉、谭  辉、崔亚运 

5、 检录裁判长 焦敬伟、汤家华 

6、 起点裁判长 孙  健 

7、 终点裁判长 王  锋（兼） 

8、 技术检查长 崔志龙 

9、 跳高裁判长 傅海金 

10、 跳远裁判长 贺越先、迟焕祺 

11、 铅球裁判长 刘  森 

12、 大会广播 刘  璐 

13、 成绩公布组长 刘  英、夏  琼 

14、 奖品发放组长 马晓蔚、侯玉颖 

15、 后勤保障组长 卢克祥、韩立刚、杨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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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海海洋大学运动会开幕式议程 

 

时  间：2019年 10月 24日 8:30 

地  点：东田径场 

主持人：上海海洋大学党委副书记，吴建农 

 

议  程 

1. 运动会开幕式开始 

2. 仪仗队（国旗、校旗、红旗、鲜花队）、运动员入场 

3. 升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4. 介绍出席开幕式的领导 

5. 校领导致开幕词 

6. 运动员代表宣誓 

7. 裁判员代表宣誓 

8. 校领导宣布 2019年上海海洋大学运动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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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赛 队 统 计 

 

  

序号 参赛单位 组别 男子号码 女子号码 男子人数 女子人数 

1 生命学院 学生组 0101--0200 0201--0300 28 31 

2 生命学院 教工组 3101--3200 3201--3300 36 16 

3 海洋学院 学生组 0301--0400 0401--0500 23 12 

4 海洋学院 教工组 3301--3400 3401--3500 34 16 

5 食品学院 学生组 0501--0600 0601--0700 26 28 

6 食品学院 教工组 3501--3600 3601--3700 35 13 

7 生态与环境 学生组 0701--0800 0801--0900 13 18 

8 生态与环境 教工组 3701--3800 3801--3900 19 18 

9 经管学院 学生组 0901--1000 1001--1100 27 25 

10 经管学院 教工组 3901--4000 4001--4100 25 12 

11 工程学院 学生组 1101--1200 1201--1300 30 18 

12 工程学院 教工组 4101--4200 4201--4300 29 22 

13 信息学院 学生组 1301--1400 1401--1500 26 19 

14 信息学院 教工组 4301--4400 4401--4500 31 17 

15 文法学院 学生组 1501--1600 1601--1700 21 23 

16 文法学院 教工组 4501--4600 4601--4700 19 16 

17 外国语学院 学生组 1701--1800 1801--1900 16 10 

18 外国语学院 教工组 4701--4800 4801--4900 12 26 

19 爱恩学院 学生组 1901--2000 2001--2100 16 18 

20 爱恩学院 教工组 4901--5000 5001--5100 12 14 

21 国际交流学

院 

学生组 2101--2200 2201--2300 7 0 

22 国际交流学

院 

教工组 5101--5200 5201--5300 2 2 

23 生乐物业 教工组 6501--6600 6601--6700 16 6 

24 机  关 教工组 5501--5600 5601--5700 41 24 

25 中航物业 教工组 6301--6400 6401--6500 17 7 

26 马  院 教工组 6101--6200 6201--6300 21 15 

27 直属部门 1 教工组 5701--5800 5801--5900 24 12 

28 直属部门 2 教工组 5901--6000 6001--6100 28 17 

29 继教学院 教工组 5301--5400 5401--5500 5 6 

总计 
 男子: 639 人 女子: 461 人  

 学生组 男子: 233 人 女子: 202 人  

 教工组 男子: 406 人 女子: 25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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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队 名 单 

 
学生组  生命学院(59 人) 

 
领队:  

教练:  

 

 

教工组  生命学院(52 人) 

 

领队: 邵露 

 

工作人员: 黄林彬 

男子 0101 卢奎 0102 汪城 0103 何昌昊 0104 赖鸿伟 

 0105 徐思成 0106 徐兢 0107 张磊 0108 杨昆 

 0109 沈雷 0110 万云捷 0111 杜振枭 0112 张彦彦 

 0113 李俊钚 0114 梁尧端 0115 肖乐兮 0116 肖康龙 

 0117 胡云 0118 王嘉鳞 0119 刘成 0120 穆亮亮 

 0121 李海东 0122 武博涵 0123 王武卿 0124 刘林怡 

 0125 蒋昊池 0126 李小华 0127 曹聪 0128 唐隆晨 

         

女子 0201 刘何奕 0202 杨凡 0203 朱怡霖 0204 贾惠莲 

 0205 蔡奕彦 0206 周银锋 0207 赵懿净 0208 单芷仪 

 0209 王路平 0210 陈锦贤 0211 高婧颖 0212 叶静 

 0213 曾文颖 0214 冯路路 0215 王伟 0216 楚馨 

 0217 章乐馨 0218 孟璐 0219 杨颖仪 0220 刘晓瑜 

 0221 王美琪 0222 唐睿哲 0223 韩琨 0224 何佳莲 

 0225 尹丹慧 0226 叶雅萍 0227 牟嘉仪 0228 季然 

 0229 张玉如 0230 宛帅 0231 张艳杰   

男子 3101 王伟隆 3102 李慷 3103 高建忠 3104 徐灿 

 3105 王有基 3106 周平凡 3107 范志峰 3108 李名友 

 3109 范纯新 3110 李慷 3111 杨志刚 3112 张也 

 3113 刘志治 3114 黄旭雄 3115 刘颖 3116 邹华锋 

 3117 陈杰 3118 周涛峰 3119 李云 3120 张亚 

 3121 程千千 3122 潘宏博 3123 王军 3124 谭洪新 

 3125 李晨虹 3126 韩兵社 3127 张金标 3128 董绍建 

 3129 马克异 3130 冯建彬 3131 吴昊 3132 何国强 

 3133 杨金龙 3134 孙诤 3135 丘高峰 3136 孙大川 

         

女子 3201 李文娟 3202 胡梦红 3203 许丹 3204 司玉凤 

 3205 张庆华 3206 杨筱珍 3207 郭婧 3208 郭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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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组  海洋学院(35 人) 

 

领队:  

教练:  

 

 

教工组  海洋学院(50 人) 

 

 

 

学生组  食品学院(54 人) 

 

领队:  

教练:  

 3209 仲颖 3210 柯蓝 3211 宋小尊 3212 姜有声 

 3213 王晓杰 3214 翟斯凡 3215 姚妙兰 3216 华雪铭 

男子 0301 熊瑞泉 0302 赵龙腾 0303 卢宇辉 0304 陈上晖 

 0305 何逸辉 0306 王照宇 0307 冯浩宇 0308 黄勃 

 0309 刘杉 0310 杨洁栋 0311 兰田 0312 雷宇凯 

 0313 叶斯哈提 0314 邢凯 0315 王一博 0316 赵竣翔 

 0317 邓经浩 0318 霍泓文 0319 陆嘉念 0320 付泽阳 

 0321 葛庆 0322 迟延超 0323 张彬   

         

女子 0401 林伊元 0402 刘笑丫 0403 江思程 0404 王彦欣 

 0405 孙萌 0406 周贝 0407 周珊 0408 陈妍 

 0409 陈薇 0410 刘岩 0411 王盼 0412 周若彤 

男子 3301 吴峰 3302 陆化杰 3303 陈新军 3304 朱卫东 

 3305 李阳东 3306 李纲 3307 张忠 3308 李莹春 

 3309 张进 3310 雷林 3311 江卫平 3312 刘丙宝 

 3313 许柳雄 3314 刘必林 3315 戴小杰 3316 杨晓明 

 3317 唐建业 3318 韩震 3319 田思泉 3320 花传祥 

 3321 胡松 3322 魏永亮 3323 栾奎峰 3324 刘洋 

 3325 张健 3326 李增光 3329 王家为 3330 李玉伟 

 3331 曾欣 3332 张俊波 3333 叶旭昌 3334 余为 

 3335 胡贯宇 3336 柳彬     

         

女子 3401 王曜 3402 郭新丽 3403 杨静 3404 于潭 

 3405 邹莉瑾 3406 程灵巧 3407 王丛丛 3409 刘瑜 

 3410 初文华 3411 张春玲 3412 王少琴 3413 曹道梅 

 3414 杜晓雪 3415 徐英华 3416 马玉欣 3417 刘彦娜 

男子 0501 玉素甫艾力 0502 刘国宝 0503 张硕 0504 刘帧涛 

 0505 王斌 0506 戴旭辰 0507 陈文阳 0508 杨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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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工组  食品学院(48 人) 

 

 

 

学生组  生态与环境(31 人) 

 

领队:  

教练:  

 0509 彭彪彪 0510 赵伟 0511 杨兵强 0512 冯豪杰 

 0513 杨铨煜 0514 王梦圆 0515 刘启军 0516 史嘉伟 

 0517 刘焱宁 0518 丁国庆 0519 田敬孜 0520 秦云峰 

 0521 周鹏辉 0522 姜佳佳 0523 邵晨 0524 赵芊临 

 0525 刘顗 0526 徐立     

         

女子 0601 钟静诗 0602 何舒宁 0603 张润虹 0604 高爽爽 

 0605 陈星汝 0606 罗晓韵 0607 翠英敏 0608 邹荔琲 

 0609 张国凤 0610 杨峥 0611 陈天虹 0612 李石先 

 0613 李芸 0614 王梓涵 0615 马因儿 0616 李心圆 

 0617 闵星雨 0618 魏慧慧 0619 张诗琪 0620 王媛媛 

 0621 柴莉 0622 姜纪伟 0623 张溪 0624 夏茜茜 

 0625 孙雨晴 0626 张珂莹 0627 王耀冉 0628 蔡芸 

男子 3501 喻勇新 3502 蓝蔚青 3503 陈必文 3504 邱伟强 

 3505 谢庆超 3506 康永锋 3507 宋益善 3508 苗军舰 

 3509 刘文畅 3510 赖克强 3511 周颖越 3512 陈建康 

 3513 陈力 3514 孙红刚 3515 刘鹏 3516 王晋楸 

 3517 梁建国 3518 刘源 3519 赵勇 3520 许剑锋 

 3521 金银哲 3522 马晨晨 3523 阎俊 3524 张安阔 

 3525 刘克海 3526 谭金龙 3527 李锋 3528 刘海泉 

 3529 张洪才 3530 周喻 3531 杨胜平 3532 樊力源 

 3533 丁勇 3534 樊力源 3535 张昭寰   

         

女子 3601 盛洁 3602 张红敏 3603 陈慧 3604 倪玲 

 3605 岳铭 3606 郝洁 3607 陈星 3608 茜丽尔 

 3609 矫璐蔚 3610 任芳 3611 杨晗 3612 邓高燕 

 3613 刘平平       

男子 0701 张泽 0702 文明 0703 刘杰 0704 雷劭杰 

 0705 余治璁 0706 潘彦霖 0707 韩磊 0708 李安榆 

 0709 彭铖 0710 雷世鸣 0711 赵策 0712 邱继琛 

 0713 钱可陈       

         

女子 0801 李研琦 0802 韩雨欣 0803 陆辰悦 0804 沈慧 

 0805 额乐庆 0806 关懿蕾 0807 周珊珊 0808 孙彦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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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工组  生态与环境(37 人) 

 

 

 

学生组  经管学院(52 人) 

 

领队:  

教练:  

 

 

教工组  经管学院(37 人) 

 

 0809 王婵娟 0810 邵慧婷 0811 陈泓羽 0812 曲颂雅 

 0813 龚以菲 0814 镇江姗 0815 石欣月 0816 盛世红 

 0817 常明玥 0818 潘家瑜     

男子 3701 张伟 3702 汪振华 3703 王凯 3704 张建恒 

 3705 储鸣 3706 王春峰 3707 赵旭 3708 方淑波 

 3709 赵爽 3710 管卫兵 3711 马金 3712 赵虎 

 3713 方晨光 3714 林田 3715 程晓鹏 3716 林军 

 3717 鲁仙 3718 施永忠 3719 肖荣   

         

女子 3801 邵留 3802 吴美琴 3803 尹杰 3804 贾睿 

 3805 高春梅 3806 李娟英 3807 章喆 3808 陈以芹 

 3809 王茜 3810 黄永莲 3811 刘圣慧 3812 王琼 

 3813 谢婧倩 3814 高祯聆 3815 李娜 3816 吴惠仙 

 3817 上官欣欣 3818 徐帆     

男子 0901 褚林龙 0902 车尚龙 0903 马文轩 0904 彭永富 

 0905 巴赫达尔 0906 徐诗皓 0907 常文韬 0908 何鹏廷 

 0909 李杨 0910 刘书禹 0911 张延祯 0912 柏英杰 

 0913 纪雪浩 0914 苏子龙 0915 陈材 0916 李万全 

 0917 刘鹏 0918 田至成 0919 倪天基 0920 唐歆研 

 0921 谢童 0922 刘才 0923 覃益华 0924 章铭浓 

 0925 朱安海 0926 魏轶垚 0927 白运   

         

女子 1001 石徐瑶 1002 吕伊程 1003 志贺弘慧 1004 周淑娴 

 1005 顾逸凯 1006 章佳辰 1007 冯丽圆 1008 冯梓鑫 

 1009 刘韵彤 1010 冯澳淇 1011 宣贝睿 1012 覃连河 

 1013 袁逸婷 1014 郭睿昕 1015 项晓宇 1016 陶镜伊 

 1017 陈颖 1018 杨灿 1019 鞠晓天 1020 翁雨灵 

 1021 陆星宇 1022 骆星儿 1023 钟薏 1024 卢茭 

 1025 钟运娥       

男子 3901 边黎明 3902 车斌 3903 陈延贵 3904 陈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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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组  工程学院(48 人) 

 

领队:  

教练:  

 

 

教工组  工程学院(51 人) 

 

 3905 崔茂中 3906 董韩博 3907 韩照坤 3908 何清 

 3909 姜启军 3910 焦凤 3911 晋洪涛 3912 刘海为 

 3913 刘坤 3914 商利新 3915 沈欣 3916 沈雪达 

 3917 王春晓 3918 王翔 3919 王严 3920 熊崇俊 

 3921 徐开新 3922 阎云峰 3923 张晓亮 3924 赵星宇 

 3925 周超       

         

女子 4001 蔡晓芬 4002 崔明 4003 冯雨晴 4004 柳萍 

 4005 王倩 4006 王婷 4007 王为杰 4008 王雅丽 

 4009 杨晨星 4010 张海清 4011 张振宇 4012 赵玲蓉 

男子 1101 赖梓琪 1102 潘文涛 1103 南超才 1104 金德普 

 1105 顾鑫晖 1106 周奕龙 1107 沈旭栋 1108 吴帅 

 1109 王欣杰 1110 亚库普 1111 李家兴 1112 肖海洋 

 1113 杨文昊 1114 陈昊杰 1115 秦佳龙 1116 王鑫涛 

 1117 胡鑫宝 1118 钱昊 1119 伏州 1120 王康健 

 1121 颜学凯 1122 王体强 1123 方天烽 1124 袁毅涛 

 1125 王贺 1126 袁东迎 1127 石鹏勇 1128 李游 

 1129 曹进 1130 向希尧     

         

女子 1223 倪伊婷 1224 杜冰钰 1225 穆雅琴 1226 吴怡颖 

 1227 张琪梵 1228 宋悦嘉 1229 黎换 1230 梁明香 

 1231 崔琬婧 1232 常远 1233 刘晟辰 1234 王芊芊 

 1235 李铭扬 1236 孙雯 1237 付春兰 1238 莫棫涵 

 1239 赵静萱 1240 俞秋妃     

男子 4101 匡兴红 4102 曹守启 4103 杜战其 4104 杨建根 

 4105 沈伟 4106 王世明 4107 赵波 4108 李庆军 

 4109 闫大伟 4110 李永国 4111 吕春峰 4112 陈成明 

 4113 沈洁 4114 田中旭 4115 苗同升 4116 吴清云 

 4117 郑宇钧 4118 张俊 4119 郑兴伟 4120 叶海雄 

 4121 吴子岳 4122 曹宇 4123 许竞翔 4124 王晓栋 

 4125 毕杨意 4126 张雅林 4127 王永鼎 4128 周凯 

 4129 陈忠       

         

女子 4201 叶梅 4202 潘喜喜 4203 张增敏 4204 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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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组  信息学院(45 人) 

 

领队:  

教练:  

 

 

教工组  信息学院(48 人) 

 

 4205 李陆嫔 4206 兰雅梅 4207 高丽 4208 姜少杰 

 4209 李红梅 4210 霍海波 4211 田卡 4212 唐婉 

 4213 杨琛 4214 李光霞 4215 雷正玲 4216 王洁 

 4217 马骋娜 4218 韩华翔 4219 姚佳 4220 褚振华 

 4221 姜媛 4222 王明华     

男子 1321 丁家宝 1322 龚家兴 1323 黄立坤 1324 徐辰杰 

 1325 杨迪 1326 甘锦明 1327 王若宇 1328 陈小飞 

 1329 李正阳 1330 方兴炜 1331 庞启泉 1332 黄臣安 

 1333 石宸硕 1334 杨文举 1335 罗冲 1336 陈颉 

 1337 张文星 1338 米勒班·夏

德 

1339 潘炜 1340 汤磊 

 1341 张志勇 1342 王泓懿 1343 叶合提巴

尔· 

1344 李京原 

 1345 何宇晨 1346 黄世源     

         

女子 1401 王思语 1402 何敏 1403 郭栩菲 1404 杨诗佳 

 1405 徐雨凡 1406 蒋佳敏 1407 吕雪尔 1408 陈君容 

 1409 张学苇 1410 陆舒慧 1411 黄英慧 1412 田京京 

 1413 王敏娜 1414 汪伊源 1415 黄亚男 1416 黄依雯 

 1417 李梦婕 1418 赵敏佳 1419 郭栩萌   

男子 4301 赵旭之 4302 赵旭之 4303 郑小罗 4304 张衍栋 

 4305 刘明华 4306 杨渭 4307 杨树瑚 4308 张程冬 

 4309 喻全红 4310 魏云超 4311 魏立斐 4312 刘海峰 

 4313 王慰 4314 王德兴 4315 洪中华 4316 罗金火 

 4317 张书台 4318 刘太岗 4319 徐利军 4320 宋自根 

 4321 郑宗生 4322 赛买提江 4323 徐淑坦 4324 冯国富 

 4325 洪鹏程 4326 包晓光 4327 陈庆海 4328 徐锋 

 4329 卢鹏 4330 吴兴识 4331 孟华军   

         

女子 4401 戚婧 4402 王姗姗 4403 关欣 4404 尹朝晖 

 4405 常英立 4406 袁小华 4407 宋巍 4408 朱红鲜 

 4409 赵丹枫 4410 李丛 4411 李雪莹 4412 易丛琴 

 4413 李莹 4414 刘刚剑 4415 马振玲 4416 黄幸幸 

 4417 王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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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组  文法学院(44 人) 

 

领队:  

教练:  

 

 

教工组  文法学院(35 人) 

 

 

 

学生组  外国语学院(26 人) 

 

领队:  

教练:  

男子 1501 甘润发 1502 叶正阳 1503 罗时樟 1504 冯锦博 

 1505 汤润 1506 陈泽森 1507 邓志康 1508 邓鑫 

 1509 胡健哲 1510 胡潇 1511 余亮 1512 杨育林 

 1513 鲁玉渭 1514 李福臻 1515 孜亚布丁 1516 张凡 

 1517 邓国升 1518 王明明 1519 武慧彬 1520 韩培龙 

 1521 杨浩然       

         

女子 1601 魏漪蓉 1602 周雅琦 1603 许春凤 1604 王建汕 

 1605 顾孙依 1606 朱国桢 1607 汪月 1608 张丽 

 1609 乐心怡 1610 李函泽 1611 李洋洋 1612 张双语 

 1613 杞萍 1614 侯万汐 1615 李新 1616 符泽羚 

 1617 胡诗涵 1618 王雪纯 1619 王晴宜 1620 华悦 

 1621 钱辰 1622 张尹 1623 米热依娜   

男子 4501 方明星 4502 杨芮 4503 崔凤 4504 姜地忠 

 4505 俞渊 4506 李华 4507 孔凡宏 4508 魏永峰 

 4509 李志强 4510 王卫华 4511 徐纬光 4512 韦道明 

 4513 李腾 4514 郑建明 4515 蒋宇 4516 陈松 

 4517 李强华 4518 夏亮 4519 林志锋   

         

女子 4601 齐海丽 4602 张雯 4603 邱忠霞 4604 文雅 

 4605 杨杨 4606 滕新贤 4607 李凤月 4608 王晓青 

 4609 褚晓琳 4610 李红艳 4611 叶淑静 4612 曹原 

 4614 卫明凤 4615 马莹 4616 吴永红 4617 郑久华 

男子 1701 郭陈嘉志 1702 张亮 1703 张舜垚 1704 田众和 

 1705 黄文浩 1706 彭诗煜 1707 曾筠贵 1708 叶宇琦 

 1709 杨艺玮 1710 马程忠 1711 徐靖洲 1712 何畅 

 1713 王佳宁 1714 马岚天 1715 叶品宏 1716 赵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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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工组  外国语学院(38 人) 

 

 

 

学生组  爱恩学院(34 人) 

 

领队:  

教练:  

 

 

教工组  爱恩学院(26 人) 

 

女子 1801 徐依彤 1802 梁心怡 1803 傅雨娆 1804 张雪 

 1805 裴心悦 1806 王媛媛 1807 叶宇卿 1808 覃旭 

 1809 张一丹 1810 舒煜雯     

男子 4701 杨德民 4702 程志生 4703 郑双涛 4704 冯延群 

 4705 刘现合 4706 韩庆果 4707 梁暹 4708 盛国强 

 4709 杨勇 4710 阮澎 4711 黄佳栋 4712 徐基衡 

         

女子 4801 余丹阳 4802 韩振芳 4803 黄斐 4804 金桂花 

 4805 刘春芳 4806 张丽梅 4807 韩兆元 4808 霍玉秀 

 4809 赵宏杰 4810 何妤如 4811 梅进丽 4812 张宁宁 

 4813 徐迎春 4814 张杰 4815 孙勤 4816 李春硕 

 4817 徐艺菊 4818 周艳红 4819 生楠 4820 张平 

 4821 卢洁 4822 李海英 4823 赵凌梅 4824 邹磊磊 

 4825 王新香 4826 李承子     

男子 1953 罗来强 1954 石丁冬 1955 戴宗瑞 1956 余垄泽 

 1957 吴闻萧 1958 任学前 1959 张震宇 1960 王浩宇 

 1961 郭宇彬 1962 陶波呈 1963 顾予良 1964 李林斯曼 

 1965 沈鋆劼 1966 徐子烨 1967 甘海涛 1968 陈卓持 

         

女子 2001 顾张前程 2002 王思茗 2003 董思维 2004 刘亚柯 

 2005 张慕洁 2006 郗雨辰 2007 杨唤唤 2008 李珂 

 2009 申雪莹 2010 阎劲怡 2011 章睿婷 2012 管雪莹 

 2013 朱凤媚 2014 赵佳媛 2015 张雨点 2016 黄译萱 

 2017 孙傲雪 2018 张媛     

男子 4901 彭高翔 4902 施国强 4903 魏以立 4904 陈艺 

 4905 陈文渊 4906 周辉 4907 王基组 4908 郝玉明 

 4909 沈中文 4910 丁少岩 4911 马春广 4912 朱利群 

         

女子 5001 魏蔚 5002 康银花 5003 王巍娜 5004 崔晓慧 

 5005 杨妍艳 5006 吴凤艳 5007 史珏 5008 秦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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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组  国际交流学院(7 人) 

 

领队:  

教练:  

 

 

教工组  国际交流学院(4 人) 

 

 

 

教工组  生乐物业(22 人) 

 

领队:  

教练:  

 

 

教工组  机关(65 人) 

 

领队:  

教练:  

 5009 席朝茜 5010 李春 5011 倪瑾 5012 兰璐 

 5013 类维霞 5014 祖先玲     

男子 2101 刘伟祥 2102 乔安 2103 杨铭 2104 吴俊仁 

 2105 蔡建忠 2106 周康 2107 郭志   

         

男子 5101 蒋叶庭 5102 张中帅     

         

女子 5201 孙宇琼 5202 刘耘     

男子 6501 庄引军 6502 孙海冲 6503 庄玉平 6504 金秀军 

 6505 严永舟 6506 宋军 6507 唐卫忠 6508 张建华 

 6509 苏友忠 6510 於明华 6511 朱耀明 6512 陈国明 

 6513 张国弟 6514 孙宝弟 6515 孙伟 6516 周天德 

         

女子 6601 高玉英 6602 万莉 6603 宋金花 6604 王建英 

 6605 刘忠琴 6606 闫佳     

男子 5501 李毅超 5502 齐自元 5503 郭鹏 5504 任磊 

 5505 徐跃峰 5555 赵志远 5556 张宜振 5557 苏巴提·赛

迪 

 5558 董青杰 5559 王乐冰 5560 许巍 5561 刘星安 

 5562 王宪怡 5563 李柏林 5564 戴辉明 5565 王锡昌 

 5566 杨德利 5567 杨永强 5568 周京 5569 轩兴荣 

 5570 陆卫东 5571 李兆军 5572 沙锋 5573 陈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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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工组  中航物业(24 人) 

 

领队: 李坚 

教练: 李飞 

工作人员: 闫富强 

 

 

教工组  马克思主义学院(36 人) 

 

领队: 秦元海 

教练: 迟焕琪 

 5574 依力亚

斯·牙 

5575 蒋朝鹏 5576 宗海青 5577 王伟利 

 5578 陆育东 5579 刁基功 5580 于光磊 5581 于林 

 5582 娄燕伟 5583 王逸辰 5584 叶圣杰 5585 张连官 

 5586 李勇军 5587 陆文宣 5588 陈瑜 5589 于盼 

 5590 宋志方       

         

女子 5601 吕晓婷 5602 王娟 5603 晏萍 5653 徐璐 

 5654 张水晶 5655 宋旗 5656 任光超 5657 叶斐菲 

 5658 黄金玲 5659 马红丽 5660 高玉珍 5661 徐嘉伟 

 5662 苏蕊 5663 闫咏 5664 林海悦 5665 屈琳琳 

 5666 蔡霞 5667 于盼 5668 李琼 5669 郝玉凤 

 5670 王宁 5671 张亚琼 5672 金晔 5673 王伟利 

男子 6301 闫富强 6302 李飞 6303 潘军 6304 唐井根 

 6305 何中华 6306 李尚 6307 顾勇军 6308 周晴宇 

 6309 姬广明 6310 郑召春 6311 潘爱国 6312 张梦龙 

 6313 马军 6314 张新 6315 严军军 6316 林志华 

 6317 郭根军       

         

女子 6401 尚苏梅 6402 刘新梅 6403 陈桂英 6404 顾春娟 

 6405 朱玉萍 6406 施华英 6407 周本华   

男子 6101 董玉来 6102 仇永民 6103 孔维刚 6104 李玉铭 

 6105 陈光 6106 秦元海 6107 邹晓昇 6108 孟庆梓 

 6109 江崇文 6110 罗永涛 6111 金德根 6112 赖恩明 

 6113 王春浩 6114 祝启忠 6115 赵立凡 6116 董玉来 1 

 6117 仇永民 1 6118 李玉铭 1 6119 陈光 1 6120 江崇文 1 

 6121 罗永涛 1       

         

女子 6201 陈艳红 6202 王琳 6203 龙红飞 6204 黎霞 

 6205 王茜 6206 赵小丹 6207 邢亚珍 6208 伍洋 

 6209 孙倩 6210 陈艳红 1 6211 王琳 1 6212 龙红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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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工组  直属部门 1(36 人) 

 

领队:  

教练:  

 

 

教工组  直属部门 2(45 人) 

 

领队:  

教练:  

 

 

教工组  继续教育学院(11 人) 

 

 6213 赵小丹 1 6214 伍洋 1 6215 邢亚珍 1   

男子 5701 单俊俊 5750 金刚 5751 胡怡明 5752 邓定坤 

 5753 朱峰 5754 乔文增 5755 陆成松 5756 徐友武 

 5757 李青 5758 林成 5759 陈鹏 5760 张宗恩 

 5761 钱鸣锋 5762 张海宁 5763 梁凯 5764 黄历 

 5765 陈伟芳 5766 张勇华 5767 刘鹏飞 5768 董民强 

 5769 刘金立 5770 蔡闯 5771 王伟江 5772 臧义清 

         

女子 5846 王琳 5847 郭丰红 5848 马月姣 5849 邵征翌 

 5850 郭辰菲 5851 王蕾 5852 杨婷 5853 俞平 

 5854 华玲玲 5855 汪洁 5856 郭丰红 5857 叶宏玉 

男子 5942 陆智斐 5943 张华 5944 高一鸣 5945 王笑一 

 5946 袁训宏 5947 陈春雷 5948 张永江 5949 王彦伟 

 5950 陈伟 5951 石张东 5952 陈祺 5953 封磊 

 5954 董林 5955 沙明明 5956 妥进云 5957 王有毅 

 5958 张网锁 5959 季中江 5960 谷德安 5961 陈海洋 

 5962 程春来 5963 孔德星 5964 成甫阳 5965 董友明 

 5966 刘海洋 5967 田武岳 5968 张毅峰 5969 施瑾 

         

女子 6038 杨晓梅 6039 蒋莉萍 6040 马文婕 6041 刘树芳 

 6042 韩萍 6043 储亚娟 6044 刘天莹 6045 古扎努尔.

阿? 

 6046 张琼 6047 黄海燕 6048 严二香 6049 杨文桃 

 6050 董伶 6051 陈四梅 6052 李正芳 6053 刘丹 

 6054 苏春燕       

男子 5310 殷曦敏 5311 马孟磊 5312 朱新生 5313 石华中 

 5314 管勤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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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 5408 徐谦 5409 郭亚贞 5410 施静叶 5411 程红 

 5412 陶小艳 5413 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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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赛 日 程 

 

 

2019.10.24 上午径赛 

 

 

 

2019.10.24 上午田赛 

 

 

 

2019.10.24 下午径赛 

 

序号 组别 性别 比赛项目 赛次 人数 组数 时间 

1、 教工组 男女 400 米健

身走 

决赛 13 队 共 2 组 9:00 

2、 学生组 男子 100 米 预赛 39 人 共 5 组 9:20 

3、 学生组 女子 100 米 预赛 34 人 共 5 组 9:35 

4、 教工组 男子 100 米 预赛 21 人 共 3 组 9:50 

5、 教工组 女子 100 米 预赛 10 人 共 2 组 9:59 

6、 学生组 男子 400 米 预赛 32 人 共 4 组 10:10 

7、 学生组 女子 400 米 预赛 26 人 共 4 组 10:40 

序号 组别 性别 比赛项目 赛次 人数 组数 时间 

1、 学生组 男子 铅球 决赛 33 人 共 1 组 9:00 

2、 学生组 男子 跳高 决赛 29 人 共 1 组 9:00 

3、 教工组 女子 跳远 决赛 8 人 共 1 组 10:00 

4、 教工组 男子 自行车慢

骑 

决赛 28 人 共 1 组 9:00 

5、 教工组 女子 自行车慢

骑 

决赛 28 人 共 1 组 10:00 

序号 组别 性别 比赛项目 赛次 人数 组数 时间 

1、 学生组 男子 200 米 预赛 32 人 共 4 组 13:00 

2、 学生组 女子 200 米 预赛 28 人 共 4 组 13:20 

3、 教工组 男子 200 米 预赛 16 人 共 2 组 13:40 

4、 教工组 女子 200 米 决赛 9 人 共 2 组 13:50 

5、 教工组 男子 1500 米 决赛 16 人 共 1 组 14:00 

6、 学生组 男子 3000 米 决赛 32 人 共 2 组 14:10 

7、 学生组 男子 400 米 决赛 8 人 共 1 组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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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4 下午田赛 

 

 

 

2019.10.25 上午径赛 

 

 

 

2019.10.25 上午田赛 

 

 

 

2019.10.25 下午径赛 

 

8、 学生组 女子 400 米 决赛 8 人 共 1 组 14:40 

9、 学生组 男子 4X100 米 决赛 10 队 共 2 组 14:55 

10、 学生组 女子 4X100 米 决赛 9 队 共 2 组 15:15 

序号 组别 性别 比赛项目 赛次 人数 组数 时间 

1、 学生组 男子 跳远 决赛 33 人 共 1 组 13:00 

2、 学生组 女子 跳高 决赛 20 人 共 1 组 13:00 

3、 教工组 男子 铅球 决赛 28 人 共 1 组 13:30 

4、 教工组 男女 拔河比赛 决赛 16 队 共 2 组 13:00 

5、 教工组 男女 五人六腿 决赛 15 队 共 2 组 14:00 

序号 组别 性别 比赛项目 赛次 人数 组数 时间 

1、 学生组 男子 100 米 决赛 8 人 共 1 组 9:00 

2、 学生组 女子 100 米 决赛 8 人 共 1 组 9:03 

3、 教工组 男子 100 米 决赛 8 人 共 1 组 9:06 

4、 教工组 女子 100 米 决赛 8 人 共 1 组 9:09 

5、 学生组 女子 800 米 决赛 29 人 共 2 组 9:20 

6、 教工组 女子 800 米 决赛 10 人 共 1 组 9:30 

序号 组别 性别 比赛项目 赛次 人数 组数 时间 

1、 学生组 女子 铅球 决赛 33 人 共 1 组 9:00 

2、 教工组 男子 跳远 决赛 20 人 共 1 组 9:00 

3、 教工组 男女 托乒乓球

接力赛 

决赛 17 队 共 3 组 9:00 

4、 教工组 男女 心心相印 决赛 14 队 共 2 组 10:00 

序号 组别 性别 比赛项目 赛次 人数 组数 时间 

1、 学生组 男子 200 米 决赛 8 人 共 1 组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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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5 下午田赛 

 

 

  

2、 学生组 女子 200 米 决赛 8 人 共 1 组 13:05 

3、 教工组 男子 200 米 决赛 8 人 共 1 组 13:10 

4、 学生组 男子 1500 米 决赛 28 人 共 2 组 13:20 

5、 学生组 女子 1500 米 决赛 24 人 共 2 组 13:35 

6、 教工组 男女 男女混合

4×100 米

接力 

决赛 7 队 共 1 组 13:50 

7、 学生组 男女 男女混合

4×400 米

接力 

决赛 9 队 共 2 组 14:00 

序号 组别 性别 比赛项目 赛次 人数 组数 时间 

1、 教工组 女子 铅球 决赛 21 人 共 1 组 13:00 

2、 学生组 女子 跳远 决赛 29 人 共 1 组 13:00 

3、 教工组 男女 投篮比赛 决赛 15 队 共 2 组 13:00 



29 

 

项 目 分 组 表 

 

         

2019.10.24 上午径赛 

         

1、教工组  男女 400 米健身走  决赛  13 队/2 组/取 8 名  9:0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文法学院 爱恩学院 马 院 直属部门

1 

海洋学院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第 2 组  生命学院 外国语学

院 

机关 工程学院 生态与环

境 

信息学院  

         

3111 杨志刚 生命学院 3112 张也 生命学院 3113 刘志治 生命学院 

3114 黄旭雄 生命学院 3205 张庆华 生命学院 3303 陈新军 海洋学院 

3311 江卫平 海洋学院 3315 戴小杰 海洋学院 3319 田思泉 海洋学院 

3506 康永锋 食品学院 3507 宋益善 食品学院 3509 刘文畅 食品学院 

3514 孙红刚 食品学院 3717 鲁仙 生态与环

境 

3718 施永忠 生态与环

境 

3903 陈延贵 经管学院 3905 崔茂中 经管学院 3909 姜启军 经管学院 

3920 熊崇俊 经管学院 4011 张振宇 经管学院 4106 王世明 工程学院 

4121 吴子岳 工程学院 4127 王永鼎 工程学院 4208 姜少杰 工程学院 

4222 王明华 工程学院 4305 刘明华 信息学院 4306 杨渭 信息学院 

4307 杨树瑚 信息学院 4405 常英立 信息学院 4406 袁小华 信息学院 

4503 崔凤 文法学院 4505 俞渊 文法学院 4506 李华 文法学院 

4507 孔凡宏 文法学院 4508 魏永峰 文法学院 4509 李志强 文法学院 

4701 杨德民 外国语学

院 

4702 程志生 外国语学

院 

4802 韩振芳 外国语学

院 

4803 黄斐 外国语学

院 

4804 金桂花 外国语学

院 

4805 刘春芳 外国语学

院 

4901 彭高翔 爱恩学院 4903 魏以立 爱恩学院 4905 陈文渊 爱恩学院 

4906 周辉 爱恩学院 4907 王基组 爱恩学院 5562 王宪怡 机关 

5563 李柏林 机关 5564 戴辉明 机关 5565 王锡昌 机关 

5566 杨德利 机关 5759 陈鹏 直属部门

1 

5760 张宗恩 直属部门

1 

5849 邵征翌 直属部门

1 

5852 杨婷 直属部门

1 

5853 俞平 直属部门

1 

5854 华玲玲 直属部门

1 

6105 陈光 马 院 6109 江崇文 马 院 

6110 罗永涛 马 院 6111 金德根 马 院 6201 陈艳红 马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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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组  男子 100 米  预赛  39 人/5 组/取 8 名  9:2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1109 1501 1715 0504 0311 0109 2106 1965 

 王欣杰 甘润发 叶品宏 刘帧涛 兰田 沈雷 周康 沈鋆劼 

 工程学院 文法学院 外国语学院 食品学院 海洋学院 生命学院 国际交流学

院 

爱恩学院 

         

第 2 组 0107 0304 0501 0703 0901 1110 1338 1704 

 张磊 陈上晖 玉素甫艾

力 

刘杰 褚林龙 亚库普 米勒

班·夏德 

田众和 

 生命学院 海洋学院 食品学院 生态与环境 经管学院 工程学院 信息学院 外国语学院 

         

第 3 组 0903 0705 0309 0108 0503 1959 1503 1341 

 马文轩 余治璁 刘杉 杨昆 张硕 张震宇 罗时樟 张志勇 

 经管学院 生态与环境 海洋学院 生命学院 食品学院 爱恩学院 文法学院 信息学院 

         

第 4 组 0502 1111 0902 1339 0704 1712 0103 0306 

 刘国宝 李家兴 车尚龙 潘炜 雷劭杰 何畅 何昌昊 王照宇 

 食品学院 工程学院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生态与环境 外国语学院 生命学院 海洋学院 

         

第 5 组  1954 1502 1705 1340 0904 1112 0706 

  石丁冬 叶正阳 黄文浩 汤磊 彭永富 肖海洋 潘彦霖 

  爱恩学院 文法学院 外国语学院 信息学院 经管学院 工程学院 生态与环境 

         

         

         

3、学生组  女子 100 米  预赛  34 人/5 组/取 8 名  9:35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1225 1003 0210 1807 2009 1603 0804 

  穆雅琴 志贺弘慧 陈锦贤 叶宇卿 申雪莹 许春凤 沈慧 

  工程学院 经管学院 生命学院 外国语学院 爱恩学院 文法学院 生态与环境 

         

第 2 组  0207 0601 0401 1001 1223 1401 1601 

  赵懿净 钟静诗 林伊元 石徐瑶 倪伊婷 王思语 魏漪蓉 

  生命学院 食品学院 海洋学院 经管学院 工程学院 信息学院 文法学院 

         

第 3 组  0403 0209 0602 2004 1602 0803 1404 

  江思程 王路平 何舒宁 刘亚柯 周雅琦 陆辰悦 杨诗佳 

  海洋学院 生命学院 食品学院 爱恩学院 文法学院 生态与环境 信息学院 

         

第 4 组  1002 1224 1402 0208 0402 0604 2002 

  吕伊程 杜冰钰 何敏 单芷仪 刘笑丫 高爽爽 王思茗 

  经管学院 工程学院 信息学院 生命学院 海洋学院 食品学院 爱恩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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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组  0802 1403 1226 0603 1004 0411  

  韩雨欣 郭栩菲 吴怡颖 张润虹 周淑娴 王盼  

  生态与环境 信息学院 工程学院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海洋学院  

         

         

         

4、教工组  男子 100 米  预赛  21 人/3 组/取 8 名  9:5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3905 4501 3301 4129 3331 3910 4128 

  崔茂中 方明星 吴峰 陈忠 曾欣 焦凤 周凯 

  经管学院 文法学院 海洋学院 工程学院 海洋学院 经管学院 工程学院 

         

第 2 组  3101 3924 4125 3304 5502 6104 6312 

  王伟隆 赵星宇 毕杨意 朱卫东 齐自元 李玉铭 张梦龙 

  生命学院 经管学院 工程学院 海洋学院 机关 马 院 中航物业 

         

第 3 组  5503 4301 3906 4702 3501 3334 4502 

  郭鹏 赵旭之 董韩博 程志生 喻勇新 余为 杨芮 

  机关 信息学院 经管学院 外国语学院 食品学院 海洋学院 文法学院 

         

         

         

5、教工组  女子 100 米  预赛  10 人/2 组/取 8 名  9:59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4001 3409 6202 6054 5601   

  蔡晓芬 刘瑜 王琳 苏春燕 吕晓婷   

  经管学院 海洋学院 马 院 直属部门 2 机关   

         

第 2 组  4202 4006 4403 4821 4012   

  潘喜喜 王婷 关欣 卢洁 赵玲蓉   

  工程学院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外国语学院 经管学院   

         

         

         

6、学生组  男子 400 米  预赛  32 人/4 组/取 8 名  10:1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1509 1346 1127 0911 0511 0105 0707 1962 

 胡健哲 黄世源 石鹏勇 张延祯 杨兵强 徐思成 韩磊 陶波呈 

 文法学院 信息学院 工程学院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生态与环境 爱恩学院 

         

第 2 组 0102 0508 0908 1114 1345 1507 0317 1707 

 汪城 杨长久 何鹏廷 陈昊杰 何宇晨 邓志康 邓经浩 曾筠贵 

 生命学院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工程学院 信息学院 文法学院 海洋学院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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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组 1126 0910 0510 0104 0310 1968 1344 1506 

 袁东迎 刘书禹 赵伟 赖鸿伟 杨洁栋 陈卓持 李京原 陈泽森 

 工程学院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海洋学院 爱恩学院 信息学院 文法学院 

         

第 4 组 0509 0103 1508 1330 0909 1125 1710 0311 

 彭彪彪 何昌昊 邓鑫 方兴炜 李杨 王贺 马程忠 兰田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文法学院 信息学院 经管学院 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海洋学院 

         

         

         

7、学生组  女子 400 米  预赛  26 人/4 组/取 8 名  10:4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1013 0610 0204 0401 2017 1407 1230 

  袁逸婷 杨峥 贾惠莲 林伊元 孙傲雪 吕雪尔 梁明香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海洋学院 爱恩学院 信息学院 工程学院 

         

第 2 组  0201 1010 0609 0809 1606 2007 1802 

  刘何奕 冯澳淇 张国凤 王婵娟 朱国桢 杨唤唤 梁心怡 

  生命学院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生态与环境 文法学院 爱恩学院 外国语学院 

         

第 3 组  1229 0203 1011 2002 0811 1608  

  黎换 朱怡霖 宣贝睿 王思茗 陈泓羽 张丽  

  工程学院 生命学院 经管学院 爱恩学院 生态与环境 文法学院  

         

第 4 组  0606 0810 1607 0202 1008 0607  

  罗晓韵 邵慧婷 汪月 杨凡 冯梓鑫 翠英敏  

  食品学院 生态与环境 文法学院 生命学院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2019.10.24 上午田赛 

         

1、学生组  男子铅球  决赛  33 人/1 组/取 8 名  9:00 

 0711 1521 0925 0524 0128 2107 1956 0126 

 赵策 杨浩然 朱安海 赵芊临 唐隆晨 郭志 余垄泽 李小华 

 生态与环境 文法学院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国际交流学

院 

爱恩学院 生命学院 

         

 0521 1116 0922 1321 0701 1520 1118 1336 

 周鹏辉 王鑫涛 刘才 丁家宝 张泽 韩培龙 钱昊 陈颉 

 食品学院 工程学院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生态与环境 文法学院 工程学院 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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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3 0127 0924 1711 0318 0522 0923 1335 

 邵晨 曹聪 章铭浓 徐靖洲 霍泓文 姜佳佳 覃益华 罗冲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经管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海洋学院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1117 0710 0123 1966 1709 0303 1510 1119 

 胡鑫宝 雷世鸣 王武卿 徐子烨 杨艺玮 卢宇辉 胡潇 伏州 

 工程学院 生态与环境 生命学院 爱恩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海洋学院 文法学院 工程学院 

         

 1337        

 张文星        

 信息学院        

         

         

2、学生组  男子跳高  决赛  29 人/1 组/取 8 名  9:00 

 1105 0906 1325 0525 2102 0713 1957 0101 

 顾鑫晖 徐诗皓 杨迪 刘顗 乔安 钱可陈 吴闻萧 卢奎 

 工程学院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食品学院 国际交流学

院 

生态与环境 爱恩学院 生命学院 

         

 0516 1124 0919 1322 0122 0307 1516 1324 

 史嘉伟 袁毅涛 倪天基 龚家兴 武博涵 冯浩宇 张凡 徐辰杰 

 食品学院 工程学院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生命学院 海洋学院 文法学院 信息学院 

         

 0517 1953 0921 1515 1109 0313 0920 1323 

 刘焱宁 罗来强 谢童 孜亚布丁 王欣杰 叶斯哈提 唐歆研 黄立坤 

 食品学院 爱恩学院 经管学院 文法学院 工程学院 海洋学院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1116 0312 0510 1517 0123    

 王鑫涛 雷宇凯 赵伟 邓国升 王武卿    

 工程学院 海洋学院 食品学院 文法学院 生命学院    

         

         

3、教工组  女子跳远  决赛  8 人/1 组/取 8 名  10:00 

 4204 3201 3612 3812 3404 6042 5847 3611 

 姜波 李文娟 邓高燕 王琼 于潭 韩萍 郭丰红 杨晗 

 工程学院 生命学院 食品学院 生态与环境 海洋学院 直属部门 2 直属部门 1 食品学院 

         

         

4、教工组  男子自行车慢骑  决赛  28 人/1 组/取 8 名  9:00 

 3107 3709 3917 5758 4113 5557 3335 3702 

 范志峰 赵爽 王春晓 林成 沈洁 苏巴

提·赛迪 

胡贯宇 汪振华 

 生命学院 生态与环境 经管学院 直属部门 1 工程学院 机关 海洋学院 生态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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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7 5751 3108 6102 4110 5587 3915 5753 

 韩照坤 胡怡明 李名友 仇永民 李永国 陆文宣 沈欣 朱峰 

 经管学院 直属部门 1 生命学院 马 院 工程学院 机关 经管学院 直属部门 1 

         

 3714 5967 3326 6108 4123 5752 3109 6103 

 林田 田武岳 李增光 孟庆梓 许竞翔 邓定坤 范纯新 孔维刚 

 生态与环境 直属部门 2 海洋学院 马 院 工程学院 直属部门 1 生命学院 马 院 

         

 3713 3911 5947 3504     

 方晨光 晋洪涛 陈春雷 邱伟强     

 生态与环境 经管学院 直属部门 2 食品学院     

         

         

5、教工组  女子自行车慢骑  决赛  28 人/1 组/取 8 名  10:00 

 6401 6044 3816 5847 5659 4405 6606 3401 

 尚苏梅 刘天莹 吴惠仙 郭丰红 马红丽 常英立 闫佳 王曜 

 中航物业 直属部门 2 生态与环境 直属部门 1 机关 信息学院 生乐物业 海洋学院 

         

 3803 4002 4616 5008 3601 4414 6601 5850 

 尹杰 崔明 吴永红 秦梅 盛洁 刘刚剑 高玉英 郭辰菲 

 生态与环境 经管学院 文法学院 爱恩学院 食品学院 信息学院 生乐物业 直属部门 1 

         

 5671 5002 3404 4605 4004 3809 4003 4617 

 张亚琼 康银花 于潭 杨杨 柳萍 王茜 冯雨晴 郑久华 

 机关 爱恩学院 海洋学院 文法学院 经管学院 生态与环境 经管学院 文法学院 

         

 3405 4203 5001 3611     

 邹莉瑾 张增敏 魏蔚 杨晗     

 海洋学院 工程学院 爱恩学院 食品学院     

         

         

         

         

2019.10.24 下午径赛 

         

1、学生组  男子 200 米  预赛  32 人/4 组/取 8 名  13:0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0703 0503 0109 1344 0926 0315 2104 1963 

 刘杰 张硕 沈雷 李京原 魏轶垚 王一博 吴俊仁 顾予良 

 生态与环境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信息学院 经管学院 海洋学院 国际交流学

院 

爱恩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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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组 0113 0302 0505 0906 1343 1128 0707 1504 

 李俊钚 赵龙腾 王斌 徐诗皓 叶合提巴

尔· 

李游 韩磊 冯锦博 

 生命学院 海洋学院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工程学院 生态与环境 文法学院 

         

第 3 组 0907 0108 0310 0507 1962 1338 1130 0705 

 常文韬 杨昆 杨洁栋 陈文阳 陶波呈 米勒

班·夏德 

向希尧 余治璁 

 经管学院 生命学院 海洋学院 食品学院 爱恩学院 信息学院 工程学院 生态与环境 

         

第 4 组 0306 1335 0704 0101 0506 0902 1505 1129 

 王照宇 罗冲 雷劭杰 卢奎 戴旭辰 车尚龙 汤润 曹进 

 海洋学院 信息学院 生态与环境 生命学院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文法学院 工程学院 

         

         

         

2、学生组  女子 200 米  预赛  28 人/4 组/取 8 名  13:2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0605 0231 1401 1009 1228 1601 2016 

  陈星汝 张艳杰 王思语 刘韵彤 宋悦嘉 魏漪蓉 黄译萱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信息学院 经管学院 工程学院 文法学院 爱恩学院 

         

第 2 组  0228 0606 1007 1405 2001 0813 1604 

  季然 罗晓韵 冯丽圆 徐雨凡 顾张前程 龚以菲 王建汕 

  生命学院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爱恩学院 生态与环境 文法学院 

         

第 3 组  1227 1605 0230 2009 1402 1006 0608 

  张琪梵 顾孙依 宛帅 申雪莹 何敏 章佳辰 邹荔琲 

  工程学院 文法学院 生命学院 爱恩学院 信息学院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第 4 组  1008 1406 0607 0229 0810 2010 0402 

  冯梓鑫 蒋佳敏 翠英敏 张玉如 邵慧婷 阎劲怡 刘笑丫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生态与环境 爱恩学院 海洋学院 

         

         

         

3、教工组  男子 200 米  预赛  16 人/2 组/取 8 名  13:4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3516 3301 3513 3920 3518 5701 5504 3715 

 王晋楸 吴峰 陈力 熊崇俊 刘源 单俊俊 任磊 程晓鹏 

 食品学院 海洋学院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直属部门 1 机关 生态与环境 

         

第 2 组 3101 3314 3910 3710 6312 4502 3510 4301 

 王伟隆 刘必林 焦凤 管卫兵 张梦龙 杨芮 赖克强 赵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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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学院 海洋学院 经管学院 生态与环境 中航物业 文法学院 食品学院 信息学院 

         

         

         

4、教工组  女子 200 米  决赛  9 人/2 组/取 8 名  13:5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5001 4217 3608 4012 4403   

  魏蔚 马骋娜 茜丽尔 赵玲蓉 关欣   

  爱恩学院 工程学院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第 2 组   4009 5602 3409 4001   

   杨晨星 王娟 刘瑜 蔡晓芬   

   经管学院 机关 海洋学院 经管学院   

         

         

         

5、教工组  男子 1500 米  决赛  16 人/1 组/取 8 名  14:00 

 3715 3104 3920 3527 5942 5750 5505 4901 

 程晓鹏 徐灿 熊崇俊 李锋 陆智斐 金刚 徐跃峰 彭高翔 

 生态与环境 生命学院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直属部门 2 直属部门 1 机关 爱恩学院 

         

 3502 3922 3103 3709 3516 3508 3510 3925 

 蓝蔚青 阎云峰 高建忠 赵爽 王晋楸 苗军舰 赖克强 周超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生命学院 生态与环境 食品学院 食品学院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6、学生组  男子 3000 米  决赛  32 人/2 组/取 8 名  14:10 

第 1 组 2101 0712 0120 0508 0317 1334 1123 0918 

 刘伟祥 邱继琛 穆亮亮 杨长久 邓经浩 杨文举 方天烽 田至成 

 国际交流学

院 

生态与环境 生命学院 食品学院 海洋学院 信息学院 工程学院 经管学院 

         

 0118 0301 0512 0915 1120 1955 1331 2105 

 王嘉鳞 熊瑞泉 冯豪杰 陈材 王康健 戴宗瑞 庞启泉 蔡建忠 

 生命学院 海洋学院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工程学院 爱恩学院 信息学院 国际交流学

院 

         

第 2 组 1958 0502 1333 1122 0917 0323 0121 1514 

 任学前 刘国宝 石宸硕 王体强 刘鹏 张彬 李海东 李福臻 

 爱恩学院 食品学院 信息学院 工程学院 经管学院 海洋学院 生命学院 文法学院 

         

 0308 0119 0916 1332 0515 1121 0708 1961 

 黄勃 刘成 李万全 黄臣安 刘启军 颜学凯 李安榆 郭宇彬 

 海洋学院 生命学院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食品学院 工程学院 生态与环境 爱恩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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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学生组  男子 400 米  决赛  8 人/1 组/取 8 名  14:30 

         

8、学生组  女子 400 米  决赛  8 人/1 组/取 8 名  14:40 

         

9、学生组  男子 4X100 米  决赛  10 队/2 组/取 8 名  14:55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信息学院 生态与环

境 

海洋学院 外国语学

院 

生命学院   

第 2 组  文法学院 食品学院 爱恩学院 工程学院 经管学院   

         

0101 卢奎 生命学院 0110 万云捷 生命学院 0111 杜振枭 生命学院 

0112 张彦彦 生命学院 0305 何逸辉 海洋学院 0310 杨洁栋 海洋学院 

0311 兰田 海洋学院 0312 雷宇凯 海洋学院 0316 赵竣翔 海洋学院 

0318 霍泓文 海洋学院 0320 付泽阳 海洋学院 0321 葛庆 海洋学院 

0322 迟延超 海洋学院 0501 玉素甫艾

力 

食品学院 0502 刘国宝 食品学院 

0503 张硕 食品学院 0504 刘帧涛 食品学院 0703 刘杰 生态与环

境 

0704 雷劭杰 生态与环

境 

0707 韩磊 生态与环

境 

0708 李安榆 生态与环

境 

0901 褚林龙 经管学院 0902 车尚龙 经管学院 0904 彭永富 经管学院 

0905 巴赫达尔 经管学院 1109 王欣杰 工程学院 1111 李家兴 工程学院 

1113 杨文昊 工程学院 1115 秦佳龙 工程学院 1323 黄立坤 信息学院 

1326 甘锦明 信息学院 1338 米勒

班·夏德 

信息学院 1342 王泓懿 信息学院 

1502 叶正阳 文法学院 1503 罗时樟 文法学院 1507 邓志康 文法学院 

1515 孜亚布丁 文法学院 1705 黄文浩 外国语学

院 

1706 彭诗煜 外国语学

院 

1707 曾筠贵 外国语学

院 

1708 叶宇琦 外国语学

院 

1710 马程忠 外国语学

院 

1716 赵毅 外国语学

院 

1954 石丁冬 爱恩学院 1956 余垄泽 爱恩学院 

1959 张震宇 爱恩学院 1960 王浩宇 爱恩学院    

         

10、学生组  女子 4X100 米  决赛  9 队/2 组/取 8 名  15:15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海洋学院 外国语学

院 

生命学院 信息学院 文法学院   

第 2 组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生态与环

境 

爱恩学院   

         

0205 蔡奕彦 生命学院 0208 单芷仪 生命学院 0211 高婧颖 生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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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 叶静 生命学院 0403 江思程 海洋学院 0404 王彦欣 海洋学院 

0405 孙萌 海洋学院 0408 陈妍 海洋学院 0601 钟静诗 食品学院 

0602 何舒宁 食品学院 0603 张润虹 食品学院 0604 高爽爽 食品学院 

0801 李研琦 生态与环

境 

0806 关懿蕾 生态与环

境 

0809 王婵娟 生态与环

境 

0812 曲颂雅 生态与环

境 

1001 石徐瑶 经管学院 1002 吕伊程 经管学院 

1005 顾逸凯 经管学院 1006 章佳辰 经管学院 1402 何敏 信息学院 

1403 郭栩菲 信息学院 1404 杨诗佳 信息学院 1419 郭栩萌 信息学院 

1604 王建汕 文法学院 1607 汪月 文法学院 1617 胡诗涵 文法学院 

1618 王雪纯 文法学院 1802 梁心怡 外国语学

院 

1803 傅雨娆 外国语学

院 

1804 张雪 外国语学

院 

1805 裴心悦 外国语学

院 

2001 顾张前程 爱恩学院 

2002 王思茗 爱恩学院 2004 刘亚柯 爱恩学院 2016 黄译萱 爱恩学院 

         

         

         

2019.10.24 下午田赛 

         

1、学生组  男子跳远  决赛  33 人/1 组/取 8 名  13:00 

 0901 1339 1519 1108 0520 1957 2103 0124 

 褚林龙 潘炜 武慧彬 吴帅 秦云峰 吴闻萧 杨铭 刘林怡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文法学院 工程学院 食品学院 爱恩学院 国际交流学

院 

生命学院 

         

 0518 1105 1518 0302 0909 1323 1107 0314 

 丁国庆 顾鑫晖 王明明 赵龙腾 李杨 黄立坤 沈旭栋 邢凯 

 食品学院 工程学院 文法学院 海洋学院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工程学院 海洋学院 

         

 0110 0519 0709 1713 0905 0506 1106 0309 

 万云捷 田敬孜 彭铖 王佳宁 巴赫达尔 戴旭辰 周奕龙 刘杉 

 生命学院 食品学院 生态与环境 外国语学院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工程学院 海洋学院 

         

 0125 1327 1501 1711 0904 1340 0316 1517 

 蒋昊池 王若宇 甘润发 徐靖洲 彭永富 汤磊 赵竣翔 邓国升 

 生命学院 信息学院 文法学院 外国语学院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海洋学院 文法学院 

         

 0112        

 张彦彦        

 生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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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组  女子跳高  决赛  20 人/1 组/取 8 名  13:00 

 0623 0620 2016 1020 1021 0622 0818 0621 

 张溪 王媛媛 黄译萱 翁雨灵 陆星宇 姜纪伟 潘家瑜 柴莉 

 食品学院 食品学院 爱恩学院 经管学院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生态与环境 食品学院 

         

 1806 1019 2003 0410 1235 1619 2012 0404 

 王媛媛 鞠晓天 董思维 刘岩 李铭扬 王晴宜 管雪莹 王彦欣 

 外国语学院 经管学院 爱恩学院 海洋学院 工程学院 文法学院 爱恩学院 海洋学院 

         

 0220 1614 1231 0221     

 刘晓瑜 侯万汐 崔琬婧 王美琪     

 生命学院 文法学院 工程学院 生命学院     

         

         

3、教工组  男子铅球  决赛  28 人/1 组/取 8 名  13:30 

 3903 3535 5503 6114 3333 5966 4304 5558 

 陈延贵 张昭寰 郭鹏 祝启忠 叶旭昌 刘海洋 张衍栋 董青杰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机关 马 院 海洋学院 直属部门 2 信息学院 机关 

         

 3919 3511 3710 5754 3105 4503 3502 5590 

 王严 周颖越 管卫兵 乔文增 王有基 崔凤 蓝蔚青 宋志方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生态与环境 直属部门 1 生命学院 文法学院 食品学院 机关 

         

 4122 3924 3106 3701 5757 3717 5755 3912 

 曹宇 赵星宇 周平凡 张伟 李青 鲁仙 陆成松 刘海为 

 工程学院 经管学院 生命学院 生态与环境 直属部门 1 生态与环境 直属部门 1 经管学院 

         

 5559 3522 4504 5560     

 王乐冰 马晨晨 姜地忠 许巍     

 机关 食品学院 文法学院 机关     

         

         

4、教工组  男女拔河比赛  决赛  16 队/2 组/取 8 名  13:0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外国语学

院 

国际交流

学院 

工程学院 马 院 中航物业 生命学院 经管学院 机关 

第 2 组 生乐物业 海洋学院 直属部门

2 

文法学院 信息学院 生态与环

境 

爱恩学院 食品学院 

         

3105 王有基 生命学院 3110 李慷 生命学院 3113 刘志治 生命学院 

3119 李云 生命学院 3120 张亚 生命学院 3121 程千千 生命学院 

3122 潘宏博 生命学院 3123 王军 生命学院 3124 谭洪新 生命学院 

3125 李晨虹 生命学院 3126 韩兵社 生命学院 3127 张金标 生命学院 

3128 董绍建 生命学院 3129 马克异 生命学院 3130 冯建彬 生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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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 吴昊 生命学院 3210 柯蓝 生命学院 3211 宋小尊 生命学院 

3212 姜有声 生命学院 3213 王晓杰 生命学院 3301 吴峰 海洋学院 

3302 陆化杰 海洋学院 3307 张忠 海洋学院 3308 李莹春 海洋学院 

3309 张进 海洋学院 3310 雷林 海洋学院 3312 刘丙宝 海洋学院 

3314 刘必林 海洋学院 3316 杨晓明 海洋学院 3317 唐建业 海洋学院 

3318 韩震 海洋学院 3319 田思泉 海洋学院 3320 花传祥 海洋学院 

3322 魏永亮 海洋学院 3323 栾奎峰 海洋学院 3324 刘洋 海洋学院 

3325 张健 海洋学院 3329 王家为 海洋学院 3330 李玉伟 海洋学院 

3331 曾欣 海洋学院 3332 张俊波 海洋学院 3333 叶旭昌 海洋学院 

3336 柳彬 海洋学院 3404 于潭 海洋学院 3405 邹莉瑾 海洋学院 

3406 程灵巧 海洋学院 3409 刘瑜 海洋学院 3410 初文华 海洋学院 

3413 曹道梅 海洋学院 3415 徐英华 海洋学院 3502 蓝蔚青 食品学院 

3503 陈必文 食品学院 3507 宋益善 食品学院 3508 苗军舰 食品学院 

3511 周颖越 食品学院 3512 陈建康 食品学院 3513 陈力 食品学院 

3515 刘鹏 食品学院 3516 王晋楸 食品学院 3517 梁建国 食品学院 

3520 许剑锋 食品学院 3521 金银哲 食品学院 3522 马晨晨 食品学院 

3524 张安阔 食品学院 3525 刘克海 食品学院 3526 谭金龙 食品学院 

3527 李锋 食品学院 3528 刘海泉 食品学院 3529 张洪才 食品学院 

3532 樊力源 食品学院 3533 丁勇 食品学院 3534 樊力源 食品学院 

3535 张昭寰 食品学院 3604 倪玲 食品学院 3605 岳铭 食品学院 

3611 杨晗 食品学院 3613 刘平平 食品学院 3702 汪振华 生态与环

境 

3704 张建恒 生态与环

境 

3706 王春峰 生态与环

境 

3708 方淑波 生态与环

境 

3712 赵虎 生态与环

境 

3714 林田 生态与环

境 

3717 鲁仙 生态与环

境 

3719 肖荣 生态与环

境 

3803 尹杰 生态与环

境 

3806 李娟英 生态与环

境 

3807 章喆 生态与环

境 

3811 刘圣慧 生态与环

境 

3812 王琼 生态与环

境 

3817 上官欣欣 生态与环

境 

3901 边黎明 经管学院 3902 车斌 经管学院 

3904 陈岳 经管学院 3905 崔茂中 经管学院 3907 韩照坤 经管学院 

3910 焦凤 经管学院 3912 刘海为 经管学院 3913 刘坤 经管学院 

3916 沈雪达 经管学院 3917 王春晓 经管学院 3919 王严 经管学院 

3920 熊崇俊 经管学院 3921 徐开新 经管学院 3922 阎云峰 经管学院 

3923 张晓亮 经管学院 3924 赵星宇 经管学院 4005 王倩 经管学院 

4007 王为杰 经管学院 4010 张海清 经管学院 4011 张振宇 经管学院 

4101 匡兴红 工程学院 4102 曹守启 工程学院 4103 杜战其 工程学院 

4104 杨建根 工程学院 4105 沈伟 工程学院 4106 王世明 工程学院 

4107 赵波 工程学院 4108 李庆军 工程学院 4109 闫大伟 工程学院 

4111 吕春峰 工程学院 4112 陈成明 工程学院 4113 沈洁 工程学院 

4119 郑兴伟 工程学院 4120 叶海雄 工程学院 4124 王晓栋 工程学院 

4209 李红梅 工程学院 4210 霍海波 工程学院 4213 杨琛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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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6 王洁 工程学院 4219 姚佳 工程学院 4221 姜媛 工程学院 

4222 王明华 工程学院 4304 张衍栋 信息学院 4307 杨树瑚 信息学院 

4310 魏云超 信息学院 4311 魏立斐 信息学院 4313 王慰 信息学院 

4314 王德兴 信息学院 4315 洪中华 信息学院 4316 罗金火 信息学院 

4317 张书台 信息学院 4318 刘太岗 信息学院 4319 徐利军 信息学院 

4320 宋自根 信息学院 4321 郑宗生 信息学院 4322 赛买提江 信息学院 

4323 徐淑坦 信息学院 4409 赵丹枫 信息学院 4410 李丛 信息学院 

4411 李雪莹 信息学院 4412 易丛琴 信息学院 4501 方明星 文法学院 

4502 杨芮 文法学院 4504 姜地忠 文法学院 4508 魏永峰 文法学院 

4509 李志强 文法学院 4511 徐纬光 文法学院 4512 韦道明 文法学院 

4513 李腾 文法学院 4514 郑建明 文法学院 4515 蒋宇 文法学院 

4516 陈松 文法学院 4517 李强华 文法学院 4518 夏亮 文法学院 

4519 林志锋 文法学院 4607 李凤月 文法学院 4608 王晓青 文法学院 

4609 褚晓琳 文法学院 4610 李红艳 文法学院 4611 叶淑静 文法学院 

4612 曹原 文法学院 4702 程志生 外国语学

院 

4703 郑双涛 外国语学

院 

4704 冯延群 外国语学

院 

4705 刘现合 外国语学

院 

4706 韩庆果 外国语学

院 

4707 梁暹 外国语学

院 

4708 盛国强 外国语学

院 

4709 杨勇 外国语学

院 

4710 阮澎 外国语学

院 

4801 余丹阳 外国语学

院 

4806 张丽梅 外国语学

院 

4808 霍玉秀 外国语学

院 

4811 梅进丽 外国语学

院 

4815 孙勤 外国语学

院 

4816 李春硕 外国语学

院 

4819 生楠 外国语学

院 

4820 张平 外国语学

院 

4821 卢洁 外国语学

院 

4824 邹磊磊 外国语学

院 

4825 王新香 外国语学

院 

4826 李承子 外国语学

院 

4901 彭高翔 爱恩学院 4904 陈艺 爱恩学院 

4908 郝玉明 爱恩学院 4910 丁少岩 爱恩学院 4911 马春广 爱恩学院 

5003 王巍娜 爱恩学院 5004 崔晓慧 爱恩学院 5005 杨妍艳 爱恩学院 

5006 吴凤艳 爱恩学院 5007 史珏 爱恩学院 5009 席朝茜 爱恩学院 

5010 李春 爱恩学院 5011 倪瑾 爱恩学院 5014 祖先玲 爱恩学院 

5101 蒋叶庭 国际交流

学院 

5102 张中帅 国际交流

学院 

5556 张宜振 机关 

5557 苏巴

提·赛迪 

机关 5558 董青杰 机关 5561 刘星安 机关 

5567 杨永强 机关 5568 周京 机关 5571 李兆军 机关 

5574 依力亚

斯·牙 

机关 5578 陆育东 机关 5579 刁基功 机关 

5580 于光磊 机关 5581 于林 机关 5582 娄燕伟 机关 

5583 王逸辰 机关 5584 叶圣杰 机关 5589 于盼 机关 

5664 林海悦 机关 5665 屈琳琳 机关 5666 蔡霞 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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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7 于盼 机关 5668 李琼 机关 5669 郝玉凤 机关 

5670 王宁 机关 5943 张华 直属部门

2 

5944 高一鸣 直属部门

2 

5945 王笑一 直属部门

2 

5946 袁训宏 直属部门

2 

5947 陈春雷 直属部门

2 

5949 王彦伟 直属部门

2 

5951 石张东 直属部门

2 

5952 陈祺 直属部门

2 

5953 封磊 直属部门

2 

5958 张网锁 直属部门

2 

5959 季中江 直属部门

2 

5960 谷德安 直属部门

2 

5961 陈海洋 直属部门

2 

5963 孔德星 直属部门

2 

5964 成甫阳 直属部门

2 

5965 董友明 直属部门

2 

6041 刘树芳 直属部门

2 

6043 储亚娟 直属部门

2 

6052 李正芳 直属部门

2 

6053 刘丹 直属部门

2 

6103 孔维刚 马 院 6111 金德根 马 院 6112 赖恩明 马 院 

6113 王春浩 马 院 6114 祝启忠 马 院 6115 赵立凡 马 院 

6116 董玉来 1 马 院 6117 仇永民 1 马 院 6118 李玉铭 1 马 院 

6119 陈光 1 马 院 6120 江崇文 1 马 院 6121 罗永涛 1 马 院 

6204 黎霞 马 院 6205 王茜 马 院 6209 孙倩 马 院 

6210 陈艳红 1 马 院 6211 王琳 1 马 院 6212 龙红飞 1 马 院 

6213 赵小丹 1 马 院 6214 伍洋 1 马 院 6215 邢亚珍 1 马 院 

6302 李飞 中航物业 6303 潘军 中航物业 6304 唐井根 中航物业 

6305 何中华 中航物业 6306 李尚 中航物业 6307 顾勇军 中航物业 

6308 周晴宇 中航物业 6309 姬广明 中航物业 6310 郑召春 中航物业 

6311 潘爱国 中航物业 6312 张梦龙 中航物业 6313 马军 中航物业 

6314 张新 中航物业 6315 严军军 中航物业 6316 林志华 中航物业 

6317 郭根军 中航物业 6404 顾春娟 中航物业 6405 朱玉萍 中航物业 

6406 施华英 中航物业 6407 周本华 中航物业 6501 庄引军 生乐物业 

6502 孙海冲 生乐物业 6503 庄玉平 生乐物业 6504 金秀军 生乐物业 

6505 严永舟 生乐物业 6506 宋军 生乐物业 6507 唐卫忠 生乐物业 

6508 张建华 生乐物业 6509 苏友忠 生乐物业 6510 於明华 生乐物业 

6511 朱耀明 生乐物业 6512 陈国明 生乐物业 6513 张国弟 生乐物业 

6514 孙宝弟 生乐物业 6515 孙伟 生乐物业 6516 周天德 生乐物业 

6602 万莉 生乐物业 6603 宋金花 生乐物业 6604 王建英 生乐物业 

6605 刘忠琴 生乐物业       

         

5、教工组  男女五人六腿  决赛  15 队/2 组/取 8 名  14:0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信息学院 生态与环

境 

直属部门

2 

外国语学

院 

食品学院 工程学院 经管学院 马 院 

第 2 组  海洋学院 直属部门

1 

生命学院 爱恩学院 文法学院 机关 国际交流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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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6 邹华锋 生命学院 3118 周涛峰 生命学院 3136 孙大川 生命学院 

3210 柯蓝 生命学院 3215 姚妙兰 生命学院 3322 魏永亮 海洋学院 

3326 李增光 海洋学院 3405 邹莉瑾 海洋学院 3407 王丛丛 海洋学院 

3410 初文华 海洋学院 3501 喻勇新 食品学院 3513 陈力 食品学院 

3531 杨胜平 食品学院 3604 倪玲 食品学院 3703 王凯 生态与环

境 

3704 张建恒 生态与环

境 

3705 储鸣 生态与环

境 

3709 赵爽 生态与环

境 

3801 邵留 生态与环

境 

3802 吴美琴 生态与环

境 

3805 高春梅 生态与环

境 

3807 章喆 生态与环

境 

3814 高祯聆 生态与环

境 

3815 李娜 生态与环

境 

3818 徐帆 生态与环

境 

3906 董韩博 经管学院 3907 韩照坤 经管学院 

4002 崔明 经管学院 4008 王雅丽 经管学院 4012 赵玲蓉 经管学院 

4104 杨建根 工程学院 4112 陈成明 工程学院 4117 郑宇钧 工程学院 

4211 田卡 工程学院 4213 杨琛 工程学院 4218 韩华翔 工程学院 

4220 褚振华 工程学院 4302 赵旭之 信息学院 4330 吴兴识 信息学院 

4402 王姗姗 信息学院 4404 尹朝晖 信息学院 4415 马振玲 信息学院 

4501 方明星 文法学院 4603 邱忠霞 文法学院 4605 杨杨 文法学院 

4607 李凤月 文法学院 4610 李红艳 文法学院 4804 金桂花 外国语学

院 

4809 赵宏杰 外国语学

院 

4812 张宁宁 外国语学

院 

4813 徐迎春 外国语学

院 

4816 李春硕 外国语学

院 

4818 周艳红 外国语学

院 

4822 李海英 外国语学

院 

4824 邹磊磊 外国语学

院 

4902 施国强 爱恩学院 4906 周辉 爱恩学院 

4909 沈中文 爱恩学院 5002 康银花 爱恩学院 5013 类维霞 爱恩学院 

5101 蒋叶庭 国际交流

学院 

5201 孙宇琼 国际交流

学院 

5501 李毅超 机关 

5556 张宜振 机关 5557 苏巴

提·赛迪 

机关 5575 蒋朝鹏 机关 

5580 于光磊 机关 5581 于林 机关 5603 晏萍 机关 

5654 张水晶 机关 5655 宋旗 机关 5660 高玉珍 机关 

5665 屈琳琳 机关 5671 张亚琼 机关 5672 金晔 机关 

5673 王伟利 机关 5767 刘鹏飞 直属部门

1 

5771 王伟江 直属部门

1 

5772 臧义清 直属部门

1 

5848 马月姣 直属部门

1 

5857 叶宏玉 直属部门

1 

6039 蒋莉萍 直属部门

2 

6043 储亚娟 直属部门

2 

6044 刘天莹 直属部门

2 

6046 张琼 直属部门

2 

6047 黄海燕 直属部门

2 

6109 江崇文 马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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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 赵立凡 马 院 6201 陈艳红 马 院 6203 龙红飞 马 院 

6208 伍洋 马 院       

         

         

         

2019.10.25 上午径赛 

         

1、学生组  男子 100 米  决赛  8 人/1 组/取 8 名  9:00 

         

2、学生组  女子 100 米  决赛  8 人/1 组/取 8 名  9:03 

         

3、教工组  男子 100 米  决赛  8 人/1 组/取 8 名  9:06 

         

4、教工组  女子 100 米  决赛  8 人/1 组/取 8 名  9:09 

         

5、学生组  女子 800 米  决赛  29 人/2 组/取 8 名  9:20 

第 1 组 0612 0215 1615 1014 1409 1232 0804 2018 

 李石先 王伟 李新 郭睿昕 张学苇 常远 沈慧 张媛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文法学院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工程学院 生态与环境 爱恩学院 

         

 0213 0611 1024 1613 0806 2013 1231  

 曾文颖 陈天虹 卢茭 杞萍 关懿蕾 朱凤媚 崔琬婧  

 生命学院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文法学院 生态与环境 爱恩学院 工程学院  

         

第 2 组 1801 1408 0214 0614 1012 0807 1616 1025 

 徐依彤 陈君容 冯路路 王梓涵 覃连河 周珊珊 符泽羚 钟运娥 

 外国语学院 信息学院 生命学院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生态与环境 文法学院 经管学院 

         

 1614 0613 0209 2014 0407 1802   

 侯万汐 李芸 王路平 赵佳媛 周珊 梁心怡   

 文法学院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爱恩学院 海洋学院 外国语学院   

         

         

6、教工组  女子 800 米  决赛  10 人/1 组/取 8 名  9:30 

 4007 3811 3606 6203 5851 3810 4009 3414 

 王为杰 刘圣慧 郝洁 龙红飞 王蕾 黄永莲 杨晨星 杜晓雪 

 经管学院 生态与环境 食品学院 马 院 直属部门 1 生态与环境 经管学院 海洋学院 

         

 4215 5002       

 雷正玲 康银花       

 工程学院 爱恩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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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5 上午田赛 

         

1、学生组  女子铅球  决赛  33 人/1 组/取 8 名  9:00 

 1023 1239 0628 0224 2011 1414 0406 0222 

 钟薏 赵静萱 蔡芸 何佳莲 章睿婷 汪伊源 周贝 唐睿哲 

 经管学院 工程学院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爱恩学院 信息学院 海洋学院 生命学院 

         

 0626 0814 1237 1412 1621 1005 0816 0223 

 张珂莹 镇江姗 付春兰 田京京 钱辰 顾逸凯 盛世红 韩琨 

 食品学院 生态与环境 工程学院 信息学院 文法学院 经管学院 生态与环境 生命学院 

         

 1809 0627 0405 1012 1602 1238 1413 1622 

 张一丹 王耀冉 孙萌 覃连河 周雅琦 莫棫涵 王敏娜 张尹 

 外国语学院 食品学院 海洋学院 经管学院 文法学院 工程学院 信息学院 文法学院 

         

 0815 0206 0602 1623 1010 1415 1810 1240 

 石欣月 周银锋 何舒宁 米热依娜 冯澳淇 黄亚男 舒煜雯 俞秋妃 

 生态与环境 生命学院 食品学院 文法学院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外国语学院 工程学院 

         

 0817        

 常明玥        

 生态与环境        

         

         

2、教工组  男子跳远  决赛  20 人/1 组/取 8 名  9:00 

 3925 3518 6301 5756 4302 4119 5502 3504 

 周超 刘源 闫富强 徐友武 赵旭之 郑兴伟 齐自元 邱伟强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中航物业 直属部门 1 信息学院 工程学院 机关 食品学院 

         

 3903 5555 4114 3507 3912 3908 4118 5561 

 陈延贵 赵志远 田中旭 宋益善 刘海为 何清 张俊 刘星安 

 经管学院 机关 工程学院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经管学院 工程学院 机关 

         

 3501 3918 5556 3505     

 喻勇新 王翔 张宜振 谢庆超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机关 食品学院     

         

         

3、教工组  男女托乒乓球接力赛  决赛  17 队/3 组/取 8 名  9:0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继教学院 爱恩学院 马 院 中航物业 生命学院 海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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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组  信息学院 机关 外国语学

院 

文法学院 生态与环

境 

国际交流

学院 

 

第 3 组  直属部门

1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直属部门

2 

工程学院   

         

3104 徐灿 生命学院 3115 刘颖 生命学院 3206 杨筱珍 生命学院 

3207 郭婧 生命学院 3302 陆化杰 海洋学院 3305 李阳东 海洋学院 

3306 李纲 海洋学院 3313 许柳雄 海洋学院 3321 胡松 海洋学院 

3401 王曜 海洋学院 3412 王少琴 海洋学院 3502 蓝蔚青 食品学院 

3503 陈必文 食品学院 3506 康永锋 食品学院 3509 刘文畅 食品学院 

3603 陈慧 食品学院 3607 陈星 食品学院 3609 矫璐蔚 食品学院 

3610 任芳 食品学院 3705 储鸣 生态与环

境 

3706 王春峰 生态与环

境 

3707 赵旭 生态与环

境 

3711 马金 生态与环

境 

3801 邵留 生态与环

境 

3802 吴美琴 生态与环

境 

3804 贾睿 生态与环

境 

3805 高春梅 生态与环

境 

3808 陈以芹 生态与环

境 

3809 王茜 生态与环

境 

3816 吴惠仙 生态与环

境 

3904 陈岳 经管学院 3916 沈雪达 经管学院 4004 柳萍 经管学院 

4008 王雅丽 经管学院 4103 杜战其 工程学院 4116 吴清云 工程学院 

4117 郑宇钧 工程学院 4123 许竞翔 工程学院 4126 张雅林 工程学院 

4203 张增敏 工程学院 4205 李陆嫔 工程学院 4206 兰雅梅 工程学院 

4308 张程冬 信息学院 4309 喻全红 信息学院 4407 宋巍 信息学院 

4408 朱红鲜 信息学院 4506 李华 文法学院 4510 王卫华 文法学院 

4603 邱忠霞 文法学院 4604 文雅 文法学院 4701 杨德民 外国语学

院 

4712 徐基衡 外国语学

院 

4805 刘春芳 外国语学

院 

4806 张丽梅 外国语学

院 

4807 韩兆元 外国语学

院 

4908 郝玉明 爱恩学院 4912 朱利群 爱恩学院 

5011 倪瑾 爱恩学院 5012 兰璐 爱恩学院 5102 张中帅 国际交流

学院 

5201 孙宇琼 国际交流

学院 

5202 刘耘 国际交流

学院 

5311 马孟磊 继教学院 

5314 管勤壮 继教学院 5412 陶小艳 继教学院 5413 郑飞 继教学院 

5503 郭鹏 机关 5505 徐跃峰 机关 5567 杨永强 机关 

5568 周京 机关 5569 轩兴荣 机关 5570 陆卫东 机关 

5571 李兆军 机关 5572 沙锋 机关 5573 陈少华 机关 

5654 张水晶 机关 5655 宋旗 机关 5656 任光超 机关 

5657 叶斐菲 机关 5658 黄金玲 机关 5701 单俊俊 直属部门

1 

5761 钱鸣锋 直属部门

1 

5762 张海宁 直属部门

1 

5851 王蕾 直属部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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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5 汪洁 直属部门

1 

5954 董林 直属部门

2 

5955 沙明明 直属部门

2 

6038 杨晓梅 直属部门

2 

6049 杨文桃 直属部门

2 

6101 董玉来 马 院 

6112 赖恩明 马 院 6204 黎霞 马 院 6207 邢亚珍 马 院 

6301 闫富强 中航物业 6303 潘军 中航物业 6402 刘新梅 中航物业 

6403 陈桂英 中航物业       

         

4、教工组  男女心心相印  决赛  14 队/2 组/取 8 名  10:0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直属部门

2 

食品学院 文法学院 继教学院 生命学院 爱恩学院 外国语学

院 

第 2 组  海洋学院 经管学院 马 院 信息学院 直属部门

1 

工程学院 机关 

         

3108 李名友 生命学院 3116 邹华锋 生命学院 3117 陈杰 生命学院 

3118 周涛峰 生命学院 3204 司玉凤 生命学院 3207 郭婧 生命学院 

3208 郭勍 生命学院 3209 仲颖 生命学院 3309 张进 海洋学院 

3407 王丛丛 海洋学院 3411 张春玲 海洋学院 3413 曹道梅 海洋学院 

3505 谢庆超 食品学院 3528 刘海泉 食品学院 3530 周喻 食品学院 

3531 杨胜平 食品学院 3601 盛洁 食品学院 3602 张红敏 食品学院 

3605 岳铭 食品学院 3609 矫璐蔚 食品学院 3610 任芳 食品学院 

3908 何清 经管学院 3913 刘坤 经管学院 3915 沈欣 经管学院 

3921 徐开新 经管学院 3925 周超 经管学院 4002 崔明 经管学院 

4003 冯雨晴 经管学院 4009 杨晨星 经管学院 4108 李庆军 工程学院 

4110 李永国 工程学院 4111 吕春峰 工程学院 4118 张俊 工程学院 

4124 王晓栋 工程学院 4201 叶梅 工程学院 4207 高丽 工程学院 

4212 唐婉 工程学院 4218 韩华翔 工程学院 4302 赵旭之 信息学院 

4312 刘海峰 信息学院 4330 吴兴识 信息学院 4331 孟华军 信息学院 

4404 尹朝晖 信息学院 4415 马振玲 信息学院 4416 黄幸幸 信息学院 

4417 王令群 信息学院 4511 徐纬光 文法学院 4512 韦道明 文法学院 

4513 李腾 文法学院 4515 蒋宇 文法学院 4601 齐海丽 文法学院 

4604 文雅 文法学院 4605 杨杨 文法学院 4606 滕新贤 文法学院 

4711 黄佳栋 外国语学

院 

4826 李承子 外国语学

院 

4909 沈中文 爱恩学院 

4910 丁少岩 爱恩学院 4911 马春广 爱恩学院 4912 朱利群 爱恩学院 

5001 魏蔚 爱恩学院 5012 兰璐 爱恩学院 5013 类维霞 爱恩学院 

5014 祖先玲 爱恩学院 5310 殷曦敏 继教学院 5311 马孟磊 继教学院 

5312 朱新生 继教学院 5313 石华中 继教学院 5408 徐谦 继教学院 

5409 郭亚贞 继教学院 5410 施静叶 继教学院 5411 程红 继教学院 

5501 李毅超 机关 5575 蒋朝鹏 机关 5576 宗海青 机关 

5577 王伟利 机关 5602 王娟 机关 5603 晏萍 机关 

5659 马红丽 机关 5660 高玉珍 机关 5661 徐嘉伟 机关 

5662 苏蕊 机关 5663 闫咏 机关 5763 梁凯 直属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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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764 黄历 直属部门

1 

5765 陈伟芳 直属部门

1 

5766 张勇华 直属部门

1 

5848 马月姣 直属部门

1 

5850 郭辰菲 直属部门

1 

5856 郭丰红 直属部门

1 

5857 叶宏玉 直属部门

1 

5943 张华 直属部门

2 

5944 高一鸣 直属部门

2 

5957 王有毅 直属部门

2 

5962 程春来 直属部门

2 

6047 黄海燕 直属部门

2 

6048 严二香 直属部门

2 

6050 董伶 直属部门

2 

6051 陈四梅 直属部门

2 

6104 李玉铭 马 院 6106 秦元海 马 院 6107 邹晓昇 马 院 

6113 王春浩 马 院 6202 王琳 马 院 6205 王茜 马 院 

6206 赵小丹 马 院 6207 邢亚珍 马 院 6208 伍洋 马 院 

         

         

         

2019.10.25 下午径赛 

         

1、学生组  男子 200 米  决赛  8 人/1 组/取 8 名  13:00 

         

2、学生组  女子 200 米  决赛  8 人/1 组/取 8 名  13:05 

         

3、教工组  男子 200 米  决赛  8 人/1 组/取 8 名  13:10 

         

4、学生组  男子 1500 米  决赛  28 人/2 组/取 8 名  13:20 

第 1 组 0526 0117 1103 0914 0702 1329 1513 0114 

 徐立 胡云 南超才 苏子龙 文明 李正阳 鲁玉渭 梁尧端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工程学院 经管学院 生态与环境 信息学院 文法学院 生命学院 

         

 0513 0912 1101 1327 1510 1714   

 杨铨煜 柏英杰 赖梓琪 王若宇 胡潇 马岚天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工程学院 信息学院 文法学院 外国语学院   

         

第 2 组 1512 1330 0514 0116 1104 0927 1960 0913 

 杨育林 方兴炜 王梦圆 肖康龙 金德普 白运 王浩宇 纪雪浩 

 文法学院 信息学院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工程学院 经管学院 爱恩学院 经管学院 

         

 1102 0115 1328 1511 0509 0319   

 潘文涛 肖乐兮 陈小飞 余亮 彭彪彪 陆嘉念   

 工程学院 生命学院 信息学院 文法学院 食品学院 海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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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生组  女子 1500 米  决赛  24 人/2 组/取 8 名  13:35 

第 1 组 1611 1411 1018 0618 0219 0811 2015 1234 

 李洋洋 黄英慧 杨灿 魏慧慧 杨颖仪 陈泓羽 张雨点 王芊芊 

 文法学院 信息学院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生态与环境 爱恩学院 工程学院 

         

 0216 0615 1410 1015     

 楚馨 马因儿 陆舒慧 项晓宇     

 生命学院 食品学院 信息学院 经管学院     

         

第 2 组 1609 1233 1406 0217 1017 1610 0617 0218 

 乐心怡 刘晟辰 蒋佳敏 章乐馨 陈颖 李函泽 闵星雨 孟璐 

 文法学院 工程学院 信息学院 生命学院 经管学院 文法学院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1408 1016 0616 1612     

 陈君容 陶镜伊 李心圆 张双语     

 信息学院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文法学院     

         

         

6、教工组  男女混合 4×100 米接力  决赛  7 队/1 组/取 7 名  13:5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直属部门

2 

生态与环

境 

工程学院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马 院 经管学院 

         

3101 王伟隆 生命学院 3102 李慷 生命学院 3204 司玉凤 生命学院 

3216 华雪铭 生命学院 3501 喻勇新 食品学院 3504 邱伟强 食品学院 

3505 谢庆超 食品学院 3606 郝洁 食品学院 3612 邓高燕 食品学院 

3709 赵爽 生态与环

境 

3716 林军 生态与环

境 

3803 尹杰 生态与环

境 

3813 谢婧倩 生态与环

境 

3910 焦凤 经管学院 3924 赵星宇 经管学院 

4001 蔡晓芬 经管学院 4006 王婷 经管学院 4102 曹守启 工程学院 

5942 陆智斐 直属部门

2 

5966 刘海洋 直属部门

2 

6038 杨晓梅 直属部门

2 

6042 韩萍 直属部门

2 

6102 仇永民 马 院 6104 李玉铭 马 院 

6202 王琳 马 院 6203 龙红飞 马 院    

         

7、学生组  男女混合 4×400 米接力  决赛  9 队/2 组/取 8 名  14:0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海洋学院 食品学院 外国语学

院 

文法学院 爱恩学院   

第 2 组   经管学院 生态与环

境 

信息学院 生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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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卢奎 生命学院 0106 徐兢 生命学院 0205 蔡奕彦 生命学院 

0206 周银锋 生命学院 0307 冯浩宇 海洋学院 0308 黄勃 海洋学院 

0314 邢凯 海洋学院 0317 邓经浩 海洋学院 0402 刘笑丫 海洋学院 

0409 陈薇 海洋学院 0411 王盼 海洋学院 0412 周若彤 海洋学院 

0507 陈文阳 食品学院 0510 赵伟 食品学院 0609 张国凤 食品学院 

0619 张诗琪 食品学院 0706 潘彦霖 生态与环

境 

0707 韩磊 生态与环

境 

0802 韩雨欣 生态与环

境 

0808 孙彦楠 生态与环

境 

0907 常文韬 经管学院 

0910 刘书禹 经管学院 1012 覃连河 经管学院 1013 袁逸婷 经管学院 

1331 庞启泉 信息学院 1344 李京原 信息学院 1407 吕雪尔 信息学院 

1408 陈君容 信息学院 1503 罗时樟 文法学院 1507 邓志康 文法学院 

1608 张丽 文法学院 1620 华悦 文法学院 1701 郭陈嘉志 外国语学

院 

1702 张亮 外国语学

院 

1703 张舜垚 外国语学

院 

1802 梁心怡 外国语学

院 

1805 裴心悦 外国语学

院 

1964 李林斯曼 爱恩学院 1967 甘海涛 爱恩学院 

2005 张慕洁 爱恩学院 2006 郗雨辰 爱恩学院    

         

         

         

2019.10.25 下午田赛 

         

1、教工组  女子铅球  决赛  21 人/1 组/取 8 名  13:00 

 6604 5849 3812 6202 3413 4404 4007 5846 

 王建英 邵征翌 王琼 王琳 曹道梅 尹朝晖 王为杰 王琳 

 生乐物业 直属部门 1 生态与环境 马 院 海洋学院 信息学院 经管学院 直属部门 1 

         

 3202 3613 4005 4214 4601 5603 3606 6605 

 胡梦红 刘平平 王倩 李光霞 齐海丽 晏萍 郝洁 刘忠琴 

 生命学院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工程学院 文法学院 机关 食品学院 生乐物业 

         

 5848 5653 4602 4219 3203    

 马月姣 徐璐 张雯 姚佳 许丹    

 直属部门 1 机关 文法学院 工程学院 生命学院    

         

         

2、学生组  女子跳远  决赛  29 人/1 组/取 8 名  13:00 

 2015 1616 1409 1020 0623 0227 0410 1808 

 张雨点 符泽羚 张学苇 翁雨灵 张溪 牟嘉仪 刘岩 覃旭 

 爱恩学院 文法学院 信息学院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海洋学院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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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5 0624 1005 1416 1620 2008 1236 1612 

 尹丹慧 夏茜茜 顾逸凯 黄依雯 华悦 李珂 孙雯 张双语 

 生命学院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文法学院 爱恩学院 工程学院 文法学院 

         

 2012 0622 0226 1418 1022 0805 0625 1417 

 管雪莹 姜纪伟 叶雅萍 赵敏佳 骆星儿 额乐庆 孙雨晴 李梦婕 

 爱恩学院 食品学院 生命学院 信息学院 经管学院 生态与环境 食品学院 信息学院 

         

 1608 2017 0205 1233 1013    

 张丽 孙傲雪 蔡奕彦 刘晟辰 袁逸婷    

 文法学院 爱恩学院 生命学院 工程学院 经管学院    

         

         

3、教工组  男女投篮比赛  决赛  15 队/2 组/取 8 名  13:0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经管学院 马 院 信息学院 生命学院 海洋学院 食品学院 直属部门

1 

外国语学

院 

第 2 组  直属部门

2 

生态与环

境 

机关 文法学院 工程学院 爱恩学院 国际交流

学院 

         

3104 徐灿 生命学院 3111 杨志刚 生命学院 3115 刘颖 生命学院 

3120 张亚 生命学院 3132 何国强 生命学院 3133 杨金龙 生命学院 

3134 孙诤 生命学院 3135 丘高峰 生命学院 3203 许丹 生命学院 

3214 翟斯凡 生命学院 3305 李阳东 海洋学院 3306 李纲 海洋学院 

3307 张忠 海洋学院 3318 韩震 海洋学院 3329 王家为 海洋学院 

3331 曾欣 海洋学院 3335 胡贯宇 海洋学院 3402 郭新丽 海洋学院 

3403 杨静 海洋学院 3411 张春玲 海洋学院 3412 王少琴 海洋学院 

3510 赖克强 食品学院 3514 孙红刚 食品学院 3515 刘鹏 食品学院 

3517 梁建国 食品学院 3519 赵勇 食品学院 3520 许剑锋 食品学院 

3521 金银哲 食品学院 3523 阎俊 食品学院 3527 李锋 食品学院 

3529 张洪才 食品学院 3530 周喻 食品学院 3603 陈慧 食品学院 

3613 刘平平 食品学院 3701 张伟 生态与环

境 

3703 王凯 生态与环

境 

3708 方淑波 生态与环

境 

3711 马金 生态与环

境 

3715 程晓鹏 生态与环

境 

3718 施永忠 生态与环

境 

3804 贾睿 生态与环

境 

3806 李娟英 生态与环

境 

3808 陈以芹 生态与环

境 

3812 王琼 生态与环

境 

3816 吴惠仙 生态与环

境 

3817 上官欣欣 生态与环

境 

3901 边黎明 经管学院 3902 车斌 经管学院 

3906 董韩博 经管学院 3909 姜启军 经管学院 3912 刘海为 经管学院 

3914 商利新 经管学院 3918 王翔 经管学院 3923 张晓亮 经管学院 

4001 蔡晓芬 经管学院 4010 张海清 经管学院 4107 赵波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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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9 闫大伟 工程学院 4114 田中旭 工程学院 4115 苗同升 工程学院 

4116 吴清云 工程学院 4122 曹宇 工程学院 4125 毕杨意 工程学院 

4127 王永鼎 工程学院 4201 叶梅 工程学院 4211 田卡 工程学院 

4216 王洁 工程学院 4308 张程冬 信息学院 4317 张书台 信息学院 

4318 刘太岗 信息学院 4324 冯国富 信息学院 4325 洪鹏程 信息学院 

4326 包晓光 信息学院 4327 陈庆海 信息学院 4328 徐锋 信息学院 

4329 卢鹏 信息学院 4401 戚婧 信息学院 4413 李莹 信息学院 

4503 崔凤 文法学院 4504 姜地忠 文法学院 4510 王卫华 文法学院 

4514 郑建明 文法学院 4516 陈松 文法学院 4517 李强华 文法学院 

4519 林志锋 文法学院 4611 叶淑静 文法学院 4614 卫明凤 文法学院 

4615 马莹 文法学院 4704 冯延群 外国语学

院 

4705 刘现合 外国语学

院 

4706 韩庆果 外国语学

院 

4709 杨勇 外国语学

院 

4710 阮澎 外国语学

院 

4711 黄佳栋 外国语学

院 

4712 徐基衡 外国语学

院 

4810 何妤如 外国语学

院 

4811 梅进丽 外国语学

院 

4814 张杰 外国语学

院 

4817 徐艺菊 外国语学

院 

4820 张平 外国语学

院 

4821 卢洁 外国语学

院 

4823 赵凌梅 外国语学

院 

4902 施国强 爱恩学院 4903 魏以立 爱恩学院 4904 陈艺 爱恩学院 

4905 陈文渊 爱恩学院 4907 王基组 爱恩学院 5005 杨妍艳 爱恩学院 

5006 吴凤艳 爱恩学院 5007 史珏 爱恩学院 5008 秦梅 爱恩学院 

5009 席朝茜 爱恩学院 5010 李春 爱恩学院 5202 刘耘 国际交流

学院 

5559 王乐冰 机关 5570 陆卫东 机关 5573 陈少华 机关 

5574 依力亚

斯·牙 

机关 5578 陆育东 机关 5579 刁基功 机关 

5583 王逸辰 机关 5584 叶圣杰 机关 5585 张连官 机关 

5586 李勇军 机关 5587 陆文宣 机关 5588 陈瑜 机关 

5589 于盼 机关 5656 任光超 机关 5658 黄金玲 机关 

5661 徐嘉伟 机关 5663 闫咏 机关 5666 蔡霞 机关 

5667 于盼 机关 5751 胡怡明 直属部门

1 

5756 徐友武 直属部门

1 

5759 陈鹏 直属部门

1 

5764 黄历 直属部门

1 

5766 张勇华 直属部门

1 

5767 刘鹏飞 直属部门

1 

5768 董民强 直属部门

1 

5769 刘金立 直属部门

1 

5770 蔡闯 直属部门

1 

5850 郭辰菲 直属部门

1 

5945 王笑一 直属部门

2 

5946 袁训宏 直属部门

2 

5948 张永江 直属部门

2 

5950 陈伟 直属部门

2 

5956 妥进云 直属部门

2 

5968 张毅峰 直属部门

2 

5969 施瑾 直属部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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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9 蒋莉萍 直属部门

2 

6040 马文婕 直属部门

2 

6045 古扎努

尔.阿? 

直属部门

2 

6101 董玉来 马 院 6102 仇永民 马 院 6103 孔维刚 马 院 

6105 陈光 马 院 6106 秦元海 马 院 6107 邹晓昇 马 院 

6108 孟庆梓 马 院 6110 罗永涛 马 院 6206 赵小丹 马 院 

6209 孙倩 马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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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赛 纪 录 

 

 

学生组[1]校记录 

 

 

 

 

序号 项目 比赛成绩 姓名 单位 性别 地点 时间 

1 100 米 11.03 谈龙飞 生命学院 男子 2018 年上海海

洋大学运动会 

2018 

2 200 米 24.1 沈毅  男子 学校田径场  

3 400 米 0:54.37 胡建东  男子 2014 年上海海

洋大学运动会 

2014 

4 800 米 2:14.8 李建良  男子 学校田径场  

5 1500 米 4:39.01 胡建东  男子 2014 年上海海

洋大学运动会 

2014 

6 跳高 1.74 傅昱晟  男子 2015 年上海海

洋大学运动会 

2015 

7 跳远 6.43 洪学龙  男子 学校田径场  

8 铅球 11.55 程雨  男子 学校田径场  

9 100 米 13.94 徐子雯  女子 2012 年上海海

洋大学运动会 

2012 

10 200 米 29.88 何婷  女子 学校田径场  

11 400 米 1:12.18 热依拉  女子 2014 年上海海

洋大学运动会 

2014 

12 800 米 2:42.40 常亚南  女子 学校田径场  

13 1500 米 5:40.60 邹玉荣  女子 学校田径场  

14 3000 米 12:33.00 邹玉荣  女子 学校田径场  

15 跳高 1.39 张伟文  女子 学校田径场  

16 跳远 4.56 张蕾  女子 学校田径场 2011 

17 铅球 10.05 袁靖  女子 学校田径场  

18 4X100 米 48.06 经管学院  男子 2012 年上海海

洋大学运动会 

2012 

19 4X100 米 1:01.95 经管学院  女子 2015 年上海海

洋大学运动会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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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工组趣味项目比赛场地一览表 

竞赛项目 竞赛地点 

400 米健身走（接力项目） 田径场跑道 

托乒乓球接力 体育馆 308（篮球馆） 

心心相印 体育馆 308（篮球馆） 

拔河比赛 体育馆 107（网球馆） 

投篮比赛 体育馆 308（篮球馆） 

自行车慢骑 体育馆 107（网球馆） 

五人六腿 体育馆 308（篮球馆） 

 

领奖处 

检录处 

主席台 

铅球场地 

跳高场地 

1500 米起点 

100 米起点 

200 米、 

3000 米起点 

 

400 米、800 米、4×100

米、4×400 米接力起点 

跳远场地 

东看台 
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