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文山州代表队

领 队：彭 仿

教练：孙廷虎

运动员（17 人）：

男子甲组：王祥龙 王清顺 吕广涛 张宇星臣

女子甲组：马梦换 杨云丽 何文丹 邵芳

男子乙组：郭岩松 黄淼元 王辅博

女子乙组：李厚蕊

男子丙组：罗永瑞 陆道运 张伟程 张建国

女子丙组：肖盛雨

二、曲靖市代表队

领队：徐 慜

教练：丁 凡

运动员（7 人）：

男子甲组：尚文浩 赵久周 谭涛

女子甲组：蔡玉丹

男子乙组：孔维艺

女子乙组：蔡玉婷

女子丙组：冯诗诗

三、昆明市代表队



领 队：苏玉华

副领队：杨 澜

教 练：张 涛 陈 涛 赵元禾 黄 谦

运动员（31 人）：

女子甲组：赵永

男子甲组：陈翰 李鹏玚 何聪凯 杨南宇 梁王子恒

婷

李卓阳 郑晓

杨郑琳响 李若宇

洪 陈翰

女子乙组：李净

男子乙组：吕俊奎 刘一苇 戚文德

黄枫浩楠

旖 缪佳晶 刘剑莉 胡星星 马俪嘉

男子丙组：李彦甫 侯奕臣 黄子轩 曾圣杰 陈康桐

女子丙组：赵涵薇 巴政婷 施政君 王春媛 刘柯妤 刘思雨

四、迪庆州代表队

领队：冯玉华

教练：阿 茸 李国中 孙建春

运动员（6 人）：

男子甲组：拉茸定主 和涛 罗向东

女子甲组：得吉拉姆

男子乙组：谭和嘉豪 七林邓主

五、保山市代表队

领 队：段明聪



教练：施保俊 李跃阳

运动员（21 人）：

男子甲组：蒋 豪

女子甲组：王银飞

男子乙组：赵栩 张屹 乔永茂 郝龙阳 李朔

女子乙组：张汝利 杨小梅 杨安妹 段维蓉

男子丙组：赵瑞锐 赵泽辉 杨定烁 张世凯 张建国 陈钦

女子丙组：白雨轩 杨晓轩 顾张婉然 杨馨雨

六、临沧市代表队

领 队：陈建荣

教练：文明亮 张万年 蔡绍锦

运动员（35 人）：

男子甲组：李庭鑫 董泽超 李国云 梅俊杰 唐德韬 杨明顺

郭正申 陈梦超

女子甲组：李国香 张云云 董有凤 辉红艳

男子乙组：康家豪 谭政 董明宇 李亚东 魏文豪

女子乙组：杨庭佳 李芸 曹莹新 腾家莲

男子丙组：熊军 方羽帆 李国伟 李喆 李恩季 罗继辉

女子丙组：田熙媛 张礼娅 魁舒若 李梦 潘培妤 文星雨

赵凌瑶 张宁



七、昭通市代表队

张涛 胡倬浩 杜

领 队：赵 兵

教练：彭晓明 邱文彬（女）

运动员（33 人）：

男子甲组：熊江国 刘镇洋 烨 尹博

女子甲组：陈金春 浦仕巧 令秋钰 刘娟

男子乙组：董智智 赵文渤 袁希臣 马江 李奥 马志国

夏骏有 臧庆宽 赵泽云

女子乙组：吴义 马思婷 马丝妮 赵文婷 王婷 范配蝶

男子丙组：肖张涵 马宇航 许可 李雨航 罗世渝

女子丙组：饶兴润 李馨缘 刘啦婵

八、普洱市代表队

领队：杨德琼

主教练：邱静波 祝秋季 罗成书

运动员（25 人）：

男子甲组：白万红 涂子航 曲俊杨 杨亚权 钱鹏宇

女子甲组：叶伟 皮孟冉 娜儿 陶艳

男子乙组：混相 岩温叫 李康福 余帆 程官尧

女子乙组：玉窝边 玉马囡 徐湘 肖开娅

男子丙组：李扎袜 雷俊宇 黄代云 周思同

女子丙组：沙 娜 饶琴 靳小芳



九、楚雄州代表队

领 队：李学德

教练：李 大 施文杰 吴 坚

运动员（28 人）：

男子甲组：李涛 杨杰 赵云 杨有德 罗光康 陶万龙

女子甲组：黄毅 李雪梅 许庆玲

男子乙组：张世阳 汪亮 付家海

女子乙组：王凤 宋炆锜 孙婷 张丽梅 王寅虹 周杨润琦

男子丙组：胡涛 许舒楠 崔宝军 李瑞生 殷梦商 张家源

女子丙组：张明丽 李庭甜 李欣怡 徐李苑君

十、德宏州代表队

领 队：李会宽

主教练：李会宽（兼）、项志坚

运动员（3 人）：

男子甲组：藤进吞

男子乙组：丁升朋

女子乙组：番永蕊

十一、玉溪市代表队

领 队：雷国东

主教练：初 山 罗泽坤



运动员（37 人）：

男子甲组：王海帆 沈选力 赵树华 普振财 李云辉 张小可

陶锦超 曾宪辉

女子甲组：坝雪影 蒋欢庆 陈思思

男子乙组：庄浩诚 马祥瑞 吴航宇 刘金煜 邓子怡 缪翔达

女子乙组：徐梦怡 徐梦茹 李依洋 施姍姗 张美霞

男子丙组：赵云天 张文瀚 叶然 赵文凯 周熊至杰 王依伦

李龙熙

女子丙组：刘欣茹 张瑞萍 王秋玉 陈 柔 张瑾雯 蒋沅秀

余乙梅 刘玢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