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柔道项目男子甲组

队名 运动员姓名 民族 出生年月 项目

昆明

付小强 汉 2003.03 -60kg

张红 汉 2004.02 -60kg

王艳飞 汉 2004.11 -66kg

徐熙熙 彝 2004.02 -73kg

李乙奎 彝 2003.03 -73kg

刘俊彪 汉 2003.02 -81kg

王本和 汉 2003.1 -81kg

吴瑞锋 汉 2004.12 +81kg

曲靖

卢世达 汉 2004.02 -55kg

丁玉辉 汉 2004.06 -55kg

周文俊 汉 2004.11 -81kg

雍志欣 汉 2004.01 -81kg

段卓辰 汉 2003.12 +81kg

楚雄

鲁顺波 彝 2004.10 -55kg

李吉波 汉 2004.05 -55kg

白爱斌 汉 2003.04 -60kg

钟朝亮 彝 2003.11 -60kg

唐德伟 汉 2004.12 -66kg

起海靖 彝 2004.10 -66kg

赵紫进 汉 2004.05 -81kg

杨光斌 拉祜 2004.08 -81kg

李  康 苗 2003.08 +81kg

龚子豪 汉 2004.12 +81kg

玉溪

谢博文 汉 2004.01 -55kg

郑煜燃 汉 2004.04 -55kg

王振文 汉 2003.02 -60kg

高明帆 彝 2004.11 -60kg

王元祥 哈尼 2003.08 -66kg

范超 汉 2004.11 -66kg

李庆芳 汉 2003.01 -73kg

张世洁 汉 2004.05 -81kg

郭俊岑 彝 2004.12 -81kg

张霄 汉 2004.02 +81kg



红河

杨丹丹 彝 2003.12 -55kg

盘伟 瑶 2004.1 -55kg

张文杰 哈尼 2004.1 -60kg

马昆 汉 2004.2 -60kg

黄育斌 汉 2003.3 -66kg

普俊涵 彝 2004.7 -66kg

杨武俊 汉 2003.1 -73kg

郭建福 哈尼 2004.7 -73kg

施光保 彝 2004.7 -81kg

闵映月 布依 2004.8 -81kg

莫少黎 汉 2004.8 +81kg

文山

梁安敏 壮 2004.9 -60kg

颜嘉辉 壮 2004.6 -66kg

王兴勒 壮 2003.5 -73kg

李金贵 壮 2003.3 -73kg

黄新博 汉 2004.7 -81kg

王世奇 彝 2004.6 -81kg

大理

段泉龙 汉 2003.12 -55kg

高四红 彝 2003.1 -73kg

白云峰 白 2003.2 -81kg

昭通

张明国 汉 2004.4 -55kg

李继银 汉 2003 6 -55kg

孟江南 汉 2004.7 -60kg

肖乐 汉 2004.11 -60kg

田朝原 汉 2004 3 -66kg

谢犇 汉 2003.5 -66kg

马一骄 回 2004.11 -73kg

吕泰 汉 2003.12 -73kg

程建楠 汉 2003.7 -81kg

江之阳 汉 2004.8 -81kg

王国发 汉 2003.5 +81kg

临沧

金本贤 傣 2004.9 +81kg

李起华 汉 2003.9 +81kg

李天意 汉 2003.09 -66kg

李文耀 汉 2004.02 -60kg

王坤 汉 2004.06 -55kg

俸楠 傣 2003.12 -55kg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柔道项目项目男子乙组
      队名 运动员姓名 民族 出生年月 项目

昆明

段红彬 彝 2007.08 -50kg

熊奥翔 普米 2008.05 -50kg

肖建琪 汉 2005.01 -55kg

周靖茜 汉 2006.03 -60kg

李鹏 汉 2005.01 -66kg

毕俊松 彝 2005.03 -73kg

曲靖

刘志臣 汉 2006.11 -50kg

王炳浩 汉 2008.08 -50kg

赏陈亮 汉 2005.08 -55kg

唐天文 汉 2005.04 -55kg

卢跃东 汉 2005.09 -60kg

焦科喜 汉 2005.11 -60kg

王钒洋 汉 2006.06 -66kg

王明帆 汉 2007.06 -66kg

吕鹏 汉 2006.11 -73kg

金舒林 汉 2006.01 -73kg

桂祺盛 回 2006.08 +73kg

梁星灿 汉 2006.05 +73kg

楚雄

李国凡 彝族 2005.12 -50kg

李兴超 汉族 2006.03 -50kg

林  涛 汉族 2006.07 -55kg

李映钦 汉族 2006.06 -55kg

李浩源 汉族 2006.07 -60kg

张志雄 汉族 2005.04 -66kg

李亚南 汉族 2006.09 -73kg

种淏晨 傈僳族 2007.09 +73kg

李建松 白族 2008.01 -73kg

沈一鸣 彝族 2007.06 +73kg

王  峰 汉族 2008.10 -66kg



玉溪

张译元 汉族 2005.2 -50kg

尚子文 彝族 2007.7 -50kg

杨帆 彝族 2006.1 -55kg

杨方 彝族 2006.6 -55kg

全建春 汉族 2005.11 -60kg

王浩 汉族 2005.11 -60kg

邓子豪 汉族 2007.1 -66kg

谢星球 汉族 2005.1 -66kg

李浩嘉 哈尼 2006.7 -73kg

胡大超 彝族 2006.9 -73kg

李沅航 回族 2006.1 +73kg

王好 汉族 2005.7 +73kg

红河

秦国涛 苗族 2005.6 -50kg

李典泽 彝族 2007.2 -50kg

李扬 彝族 2005.3 -55kg

李波 傣族 2006.10 -55kg

李涛 哈尼族 2005.9 -60kg

黄鼎 苗族 2006.3 -60kg

吴浩狄 汉族 2006.1 -66kg

高元龙 哈尼族 2006.2 -66kg

杨自斌 苗族 2005.6 -73kg

方靖淞 壮族 2005.6 +73kg

文山

陈光茶 彝 2008.1 -50kg

张国一 汉 2008.5 -50kg

王光亮 彝 2005.1 -55kg

杨铭宇 汉 2008.1 -55kg

杨 硕 汉 2005.1 -60kg

沐王顺 回 2005.8 -60kg

沐王通 回 2005.8 -66kg

梁候泽 壮 2005.6 -66kg

李青岳 彝 2010.8 -73kg

大理

芶成波 汉 2007.2 -66kg

李瀚宇 汉 2005.5 -73kg

张兆锋 白 2005.7 -73kg

杨洪元 汉 2005.1 -73kg

施迎秋 白 2005.10 +73kg



昭通

祖万亚 汉 2006.2 -50kg

陈明剑 汉 2006 9 -50kg

方霍刚 汉 2008.2 -55kg

李祝 汉 2005.7 -55kg

张铖 汉 2007 7 -60kg

周勇全 汉 2005.12 -60kg

王国豪 汉 2007.11 -66kg

黄云 汉 2005 5 -66kg

魏鑫 汉 2007.2 -73kg

房国志 汉 2006.8 -73kg

赵正壕 汉 2005.6 +73kg

李杨 彝 2005.5 +73kg

德宏

钱学应 傣 2005.2 -60kg

周华陇 景颇 2005.8 +73kg

陈礼权 傣 2005.9 -50kg

临沧

李杨瑞 汉族 2007. 11 +73kg

何朝然 汉族 2005. 11 +73kg

奚建昌 白族 2005. 11 -73kg

杨宏晨 傣族 2005. 02 -66kg

彭坤 佤族 2005. 06 -60kg

唐新山 汉族 2005. 11 -60kg

程德鑫 汉族 2005. 05 -55kg

谢开财 汉族 2007.08 -66kg

肖国涛 汉族 2007. 06 -55kg

李廷宇 汉族 2007, 10 -50kg

迪庆 嘎太都吉 藏族 2007.12 +73kg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柔道项目女子甲组
队名 运动员姓名 民族 出生年月 项目

昆明

张元涛 汉 2003.09 -48kg

路紫莲 汉 2004.12 -48kg

杨思媛 彝 2004.09 -52kg

虎苹蓉 彝 2004.07 -57kg

曲靖

焦金燕 汉 2004.07 -48kg

黄瑞芬 彝 2003. 08 -48kg

王晶 汉 2003. 03 -57kg

李千慧 汉 2004. 03 -70kg

杜丽佳 汉 2004. 01 -70kg

楚雄

罗丽英 彝族 2004.03 -48kg

刘永燕 汉族 2003.01 -48kg

杨红羽 汉族 2004.10 -52kg

康云珠 汉族 2003.04 -57kg

杜晓玉 彝族 2003.06 -63kg

玉溪

刀鈺叠 傣族 2004.4 -70kg

龚如意 汉族 2004.4 -48kg

杨晨 汉族 2004.1 -57kg

陈依璐 彝族 2003.7 -70kg

杨明珠 傣族 2004.11 -63kg

王欣 汉族 2003.2 +70kg

张芷青 汉族 2003.12 +70kg

红河 李憬 汉族 2004.2 +70kg

文山

韦堂翠 汉 2004.11 -70kg

陆银萍 壮 2004.3 -57kg

农 梅 壮 2004.11 -57kg

陆仕粉 壮 2004.4 -63kg

张 迪 彝 2004.3 -63kg

大理 罗梅秀 白 2004.11 -63kg

昭通

龙德滢 汉 2004.5 -48kg

赵迪 汉 2004 2 -52kg

牛家迁 汉 2004.7 -52kg

龙晓倩 汉 2003.9 -57kg

夏焕阳 汉 2003 8 -63kg

临沧 康泽娇 汉 2003.1 +70kg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柔道项目女子乙组
      队名 运动员姓名 民族 出生年月 项目

昆明

李柯谊 汉族 2008.01 -45kg

朱晓蕊 汉族 2006.06 -45kg

陈琪珍 彝族 2008.01 -48kg

杜于芹 哈尼 2006.1 -48kg

李欣雯 汉族 2005.09 -52kg

李欣洁 汉族 2005.1 -52kg

李子贤 汉族 2007.05 -57kg

邢忆如 汉族 2008.06 -57kg

陈韵迪 汉族 2005.01 -63kg

李丽 彝族 2008.03 -63kg

毕艳梅 彝族 2006.04 +63kg

杨梦圆 汉族 2006.03 +63kg

曲靖

顾文婵 汉族 2005.06 -45kg

宋思琪 汉族 2006.01 -52kg

史欣怡 汉族 2005.08 -52kg

李雨萌 汉族 2005.04 -63kg

杨利英 汉族 2009.03 -63kg

周凤 汉族 2007.5 +63kg

李敏 汉族 2005.4 +63kg

楚雄
程中俊 汉族 2007.11 -57kg

刘婵姬 汉族 2006.08 -52kg

玉溪

董冉 汉族 2005.1 -45kg

张婷 汉族 2006.7 -45kg

杨茂然 汉族 2005.4 -48kg

董明晶 哈尼 2006.4 -48kg

杨春梅 彝族 2005.2 -52kg

李嫚 汉族 2006.6 -52kg

白雪宁 傣族 2006.11 -57kg

刘星雨 汉族 2006.5 -57kg

李紫怡 汉族 2006.1 -63kg

苏思源 汉族 2005.12 -63kg

滕静佳 汉族 2005.6 +63kg

杨芸 彝族 2007.1 +63kg



红河
楚思颖 彝族 2005.10 -52kg

高万丽 哈尼族 2005.12 -57kg

文山

杨崇芳 汉族 2008.5 -52kg

张 榆 壮族 2007.9 -57kg

龚恩丽 壮 2006.1 -57kg

大理 杨键燕 汉 2005.4 +63kg

昭通

雷顺仙 汉 2005.2 -45kg

王建华 汉 2007 5 -45kg

朱玉梅 汉 2007.5 -48kg

黄磊 汉 2006.9 -48kg

孔维望 彝 2008 11 -52kg

武升春 汉 2006.2 -52kg

蒋亚娟 汉 2007.11 -57kg

刘娜 汉 2006 6 -57kg

陈跃琪 汉 2007.6 -63kg

李洪容 彝 2006.12 -63kg

夏颢文 汉 2005.12 +63kg

张才露 汉 2005.8 +63kg

怒江

吴桐羽 傈僳族 2008.4 -45kg

和春燕 普米族 2008.11 -45kg

王兴微 汉族 2008.1 -48kg

临沧

甲陆 傣族 2005.08 -45kg

章凤 傣族 2005.04 -45kg

艾玉 傣族 2007.07 -48kg

黄绍芳 汉族 2007.08 -57kg

杨婷婷 傣族 2007.09 -63kg

白金羽 汉族 2005.03 -63kg

王艳 汉族 2006.07 +63Kg

迪庆
鲁茸卓玛 藏 2007.3 -57kg

白顶只玛 藏 2009.7 +63k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