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拳击项目
队名 运动员姓名 民族 出生年月 项目 年级

版纳

岩温罕 傣族 2005.06.29 49kg 高一

鲁顺昌 彝族 2004.10.17 49kg 高二

肖平洋 汉族 2005.02.11 60kg 高二

谢涛 拉祜族 2004.08.25 60kg 高三

杞文博 彝族 2004.03.30 69kg 高三

江大 哈尼族 2005.08.18 75kg 高一

楚雄

王  荣 彝 2004.10. 52kg 中二

周发强 彝 2005.8 57kg 中一

杨玉林 汉 2004.11 57kg 中二

闫建雄 汉 2005.2 60kg 中二

陈  鑫 彝 2004.9 63kg 中二

刘永挺 汉 2005.3 63kg 中二

李  勇 汉 2004.12 69kg 中二

王  鑫 汉 2004.9 75kg 中二

迪庆 杨鹏辉 苗族 2004年7月 49kg 专二

丽江

王晓冉 彝族 2004年6月 57kg 中三

胡继伟 汉族 2004年1月 60kg 中三

袁笛文 汉族 2004年9月 69kg 中二

张云龙 白族 2005年5月 52kg 中二

文山

赵启安 汉族 2005.09.23 49kg 大一

陈真飞 汉族 2004.03.15 49kg 大二

唐庭峰 布依族 2004.11.19 60kg 大二

青律伟 汉族 2004.06.11 57kg 大三

钟明柯 壮族 2004.06.05 60kg 大三

陆道彪 壮族 2005.02.27 63kg 大二

龙配喜 壮族 2004.02.11 63kg 大二

普曾坤 彝族 2004.10.08 75kg 大二

杨宇鸿 白族 2004.12.20 69kg 高三

玉溪

白恩溥 彝 2004.6.27 49kg 中二

沈法汝 汉 2004.2.3 49kg 中二

周何兵臣 汉 2004.6.19 52kg 中三

龚烨民 汉 2005.11.22 57kg 中一

普籽菠 彝 2005.4.13 57kg 中二

杨福生 哈尼 2004.1.18 60kg 中二

张航铭 汉 2004.6.21 63kg 中二

丁勇涛 汉 2004.5.15 75kg 中二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拳击项目
队名 运动员姓名 民族 出生年月 项目 年级

保山

桂碧玮 汉 2004.05.21 75 kg 中专

任昇杭 汉 2004.08.17 +81 kg 中专

何正龙 汉 2004.03.09 +81 kg 中专

车洪行 汉 2005.07.03 60 kg 中专

董书仲 汉 2004.08.01 57 kg 中专

张毕存 汉 2005.07.01 63 kg 中专

余亨祺 汉 2005.12.17 69 kg 高一

蒋杰 汉 2005.11.28 75 kg 初三

大理

李锦涛 白 2004.4.23 49kg 大二

李建伟 彝 2004.10.19 57kg 中一

杨浩 汉 2004.8.31 63kg 大二

赵阳舟 白 2005.6.2 75kg 高一

段灿鹏 白 2005.7.9 75kg 初三

何智贤 汉 2004.9.20 49kg 高一

范叡鑫 汉 2005.10.24  57kg 中一

德宏 张成干 景颇族 2004.03 60kg 中专毕业

红河

卢小弟 彝族 2005年 57kg 高三

杨文艺 苗族 2004年 49kg 高一

杨铠源 汉族 2005年 57kg 高一

蔡骐璘 汉族 2005年 69kg 高一

普俊瑜 汉族 2005年 60kg 高一

朱得臣 汉族 2005年 63kg 高一

刘筱翔 汉族 2004年 69kg 高二

陶玉策 汉族 2004年 81kg 以上 高二

武炫宇 汉族 2004年 81kg 以上 高一

昆明

黄鑫 汉族 2004年6月 49kg 中二

罗振豪 汉族 2005年5月 52kg 中二

李冉 汉族 2004年11月 52kg 中二

李静坤 汉族 2001年12月 57kg 中三

肖俊聪 汉族 2004年9月 57kg 中二

熊永智 汉族 2004年5月 60kg 中二

武文 汉族 2004年8月 60kg 中三

李浩楠 白族 2005年7月 63kg 中二

赵鸿博 汉族 2004年1月 69kg 中三

陈锐 汉族 2004年4月 75kg 中三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拳击项目
队名 运动员姓名 民族 出生年月 项目 年级

临沧

依双 傣族 2004 49kg 高三

张改发 拉祜族 2004 52kg 高三

孟习松 彝族 2005 60kg 高一

毛福 傣族 2004 63kg 高二

何嘉赓 汉族 2004 69kg 高二

普洱

龙正豪 哈尼 2004年2月 60kg 高三

岩其 佤族 2004年3月 75kg 高三

严文达 拉祜 2004年11月 63kg 高二

段学红 拉祜 2004年10月 60kg 高二

曲靖

徐翱 汉 2005.12.26 49kg 大专

董杨涛 彝 2005.2.19 49kg 大专

周子恒 汉 2005.12.4 57kg 大专

何彪 汉 2004.8.22 57kg 大专

李文杰 汉 2004.2.17 60kg 大专

周星 汉 2004.3.2 63kg 大专

赵锐 汉 2004.2.2 63kg 大专

李志恒 汉 2004.1.10 81kg以上 大专

孙玉辉 汉 2004.2.10 81kg以上 大专

昭通

吴杰 汉族 2004年7月6日  49kg 大专

周国星 汉族 2004年6月24日  52kg 大专

赵超 汉族 2005年7月19日  57kg 大专

郑德盛 彝族 2004年7月1 日  57kg 中专

卯申波 汉族 2005年4月26日  60kg 大专

何鸿杰 汉族 2005年12月10  60kg 大专

李太宇 汉族 2004年6月7日  63kg 大专

文杰 汉族 2004年8月7日  63kg 高三

赵香健 汉族 2005年2月5日  69kg 大专

甘庆龙 汉族 2004年10月10  75kg 大专

王定杰 汉族 2004年2月10日  81kg以上 高二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拳击项目男子乙组
      队名 运动员姓名 民族 出生年月 项目 年级

版纳

任仲谦 汉族 2009.06.20 乙组46公斤 初一

赵兴基 汉族 2008.03.06 乙组48公斤 初二

李安翔 哈尼族 2006.02.21 乙组57公斤 高一

楚雄

侯 忆 汉 2009.7 52KG 初一

何永超 汉 2007.3 57kg 初三

吴建军 彝 2006.4 60Kg 初三

王天雄 汉 2006.11 60Kg 初三

陈俊霖 汉 2007.1 63kg 初三

徐浩杰 汉 2007.2 63kg 初三

施跃斌 汉 2007.3 70Kg 初三

陈鑫胜 汉 2008.8 75KG 初二

迪庆 格茸旺扎 藏 2006年6月 男乙46kg 初二

文山

王力浩 壮族 2007.05.12 46KG乙组 初三

吴启金 苗族 2008.01.26 60KG乙组 初二

王加富 仡佬族 2007.06.28 52KG乙组 初二

李选德 壮族 2008.03.18 46KG乙组 初二

黄  超 壮族 2008.05.22 48KG乙组 初一

梁正峰 壮族 2008.03.12 63KG乙组 初一

陆正帮 壮族 2006.08.28 48KG乙组 初二

黄朝元 壮族 2009.03.12 70KG乙组 初一

侬兴鹏 彝族 2006.05.02 57KG乙组 初三

戚永胜 汉族 2007.05.08 52KG乙组 初二

玉溪

丁家能 彝 2006.11.23 46kg 初三

邓国飞 汉 2006.8.18 48kg 中一

余昊洋 汉 2006.5.6 52kg  初三

赵浸丞 汉 2008.4.8 52kg 初二

王思涵 汉 2006.5.6 57kg 初三

罗愉 汉 2006.8.14 75kg 初三

杨越涵 彝 2006.1.7 75kg  中一

保山
杨庆宇 汉 2007.07.15 46 公斤 初二

王维栋 汉 2006.03.20 57 公斤 初三

大理

李振涛 彝 2006.5.16 男乙48KG 大一

李正宝 汉 2006.12.22 男乙75KG 初二

杨战 白 2007.6.8 男乙52KG 初三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拳击项目男子乙组
      队名 运动员姓名 民族 出生年月 项目 年级

红河

尚义宗 壮族 2006年 男乙48KG 初三

雷汉亭 汉族 2006年 男乙48KG 高一

李轶轩 壮族 2007年 男乙46KG 高一

赵章俊 汉族 2007年 男乙46KG 高一

何迎春 汉族 2006年 男乙57KG 高一

秦康 汉族 2006年 男乙57KG 高一

杨富伟 壮族 2006年 男乙60KG 高一

范亚轩 汉族 2008年 男乙60KG 初二

李浩 汉族 2007年 男乙63KG 高一

封海涛 彝族 2007年 男乙52KG 高一

杨斌 汉族 2008年 男乙70KG 初二

高哲然 彝族 2007年 男乙75KG 初二

昆明

徐俊凯 汉族 2007年8月 男乙46KG 初三

黄金权 汉族 2006年1月 男乙48KG 中一

王杰 彝族 2006年5月 男乙57KG 中一

戈涵 彝族 2006年5月 男乙57KG 中一

张红伟 2008年1月 男乙60KG 中一

李明松 2006年3月 男乙63KG 中一

殷达昕 2006年3月 男乙70kg 中一

邝世杰 2006年2月 男乙75kg 中一

临沧

李家涛 汉族 2006 乙组46kg 初三

李志远 傣族 2008 乙组48kg 初二

杨廷智 汉族 2007 乙组48kg 初二

田华 佤族 2006 乙组52kg 高一

王新云 汉族 2008 乙组60kg 初二

王永康 汉族 2007 乙组63kg 初三

杨小建 汉族 2006 乙组75kg 初三

李梦云 汉族 2006 乙组75kg 初三

普洱
罗金华 彝族 2007年9月 63kg 高三

伍家阅 傣族 2008年3月 48kg 初二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拳击项目男子乙组
      队名 运动员姓名 民族 出生年月 项目 年级

曲靖

段勋程 汉 2007.4.17 46 初三

张涛 汉 2008.4.24 48 初二

张树鹏 汉 2006.12.21 52 初三

李昆龙 汉 2006.2.15 52 大专

王源 汉 2006.6.1 57 大专

代龙超 汉 2006.2.3 57 大专

张鑫 汉 2006.4.14 60 大专

伏律承 汉 2006.11.11 60 大专

王飞 汉 2006.6.6 63 大专

保文龙 汉 2006.8.2 63 大专

刘佳磊 汉 2007.4.25 70 初三

罗福玉 汉 2006.2.19 75 大专

昭通

范厚烽 汉族 2006年1月1 日 男子乙组 46kg 高二

李友元 汉汉族 2006年1月16日 男子乙组 48kg 初三

徐  军 汉族 2007年6月2日 男子乙组 52kg 初二

赵璟琪 汉族 2007年2月2日 男子乙组 52kg 高二

臧庆驰 彝族 2008年9月20号 男子乙组 57kg 初三

李创 回族 2006年7月12日 男子乙组 60kg 初三

廖光宇 汉族 2006年1月20日 男子乙组 70kg 大专

赵典 汉族 2006年3月13日 男子乙组 75kg 大专

怒江 龙胤 普米 2009年10月 男子乙组48kg 六年级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拳击项目女子甲组
队名 运动员姓名 民族 出生年月 项目 年级

楚雄 白晓丽 哈尼 2004.2 54kg

迪庆
七主拉姆 藏 2005年9月 女甲51kg 初三

七林旺木 藏 2004年5月 女甲64kg 高二

保山
杨艳英 汉 2004.03.27 51 公斤 中专

聂晓雪 汉 2005.11.07 48 公斤 初三

红河

徐荣 汉族 2005年 女甲51KG 高一

孙雨琪 汉族 2004年 女甲57KG 高一

张宇棋 汉族 2004年 女甲60KG 高一

陈娟 汉族 2004年 女甲60KG 高二

王皓恒 汉族 2005年 女甲57KG 高一

李子君 彝族 2005年 女甲+69KG 高一

昆明

王思敏 汉族 2004年1月 女甲48KG 中二

胡诗睿 汉族 2005年3月 女甲51KG 中一

刘亚淼 汉族 2005年1月 女甲51KG 中一

罗楠清 傣族 2001年1月 女甲69KG 中三

陈丽娟 汉族 2001年2月 女甲57KG 中三

毕连芳 汉族 2005年8月 女甲54KG 中二

李成杰 彝族 2004年7月 女甲54KG 中三

郭蕾 布依族 2004年3月 女甲60KG 中二

李玉珍 汉族 2005年1月 女甲+69KG 中二

临沧
李雯 傣族 2004 甲组48kg 高三

李娟 佤族 2004 甲组51kg 高三

普洱

艾漂 佤族 2004年3月 51kg 高三

宋春联 汉族 2005年3月 48kg 高二

鲍艳琼 哈尼 2004年9月 60kg 高二

魏叶茜 佤族 2004年10月 54kg 高二

曲靖

何金沙 汉 2005.12.13 48 大专

李文丽 汉 2005.5.26 60 大专

严雅琳 汉 2005.9.3 57 高中

蒋雨杉 汉 2005.6.28 57 大专

何润星宇 彝 2005.12.21 64 大专

昭通
黄训练 汉族 2005年12月16日 女子甲组 60kg 初二

秦诗瑶 汉族 2004年6月15日 女子甲组 64kg 大专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拳击项目女子乙组
      队名 运动员姓名 民族 出生年月 项目 年级

楚雄 徐 瑶 汉 2007.11 66Kg 初二

文山

王敬春 壮族 2008.05.12 46KG乙组 初二

罗洪梦 汉族 2008.04.06 46KG乙组 初二

吴玉娜 汉族 2008.07.08 48KG乙组 初二

王沙沙 壮族 2008.04.20 57KG乙组 初二

邢翠丹 汉族 2008.04.24 57KG乙组 初二

马成娇 苗族 2008.05.04 48KG乙组 初一

保山
余佳艳 汉 2006.07.06 52 公斤 高一

杨勇新 白族 2007.03.09 46 公斤 初三

德宏

李春艳 阿昌族 2007.12 乙组46KG 初二

杨玉丹 汉族 2007.1 乙组46KG 初二

熊丽美 阿昌族 2006.11 乙组48KG 初二

蔡如玉 傈僳族 2007.09 乙组66KG 初二

红河

李贺娴 壮族 2007年 女乙48KG 高一

王鹤锦 汉族 2006年 女乙46KG 高一

李平 哈尼族 2006年 女乙60KG 高一

张艳红 苗族 2006年 女乙57KG 高一

陈品娜 汉族 2006年 女乙52KG 高一

张月 汉族 2007年 女乙66KG 高一

崔文倩 汉族 2007年 女乙63KG 高一

李玥佳 壮族 2006年 女乙66KG 高一

普恋 彝族 2008年 女乙63KG 初一

白云蝶 彝族 2007年 女乙60KG 高一

孟铃娜 汉族 2008年 女乙57KG 初二

冯韵羲 彝族 2009年 女乙46KG 初一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拳击项目女子乙组
      队名 运动员姓名 民族 出生年月 项目 年级

昆明

王思涵 沒族 2006年1月 女乙48KG 初二

杨彭娴 壮族 2007年7月 女乙52KG 初三

罗从欣 汉族 2006年9月 女乙57KG 中一

杨淑媚 汉族 2006年1月 女乙60KG 初三

段柯帆 汉族 2006年1月 女乙66KG 大一

临沧
李鑫江 拉祜族 2007 乙组46kg 初二

杨雨孟 汉族 2006 乙组60kg 高一

普洱

严希宇 汉族 2006年2月 63kg 高一

陈艳芬 拉祜 2006年5月 57kg 高一

李娜信 拉祜 2008年10月 63kg 初二

姜婷云 汉族 2006年12月 46kg 初三

董尚萍 彝族 2008年6月 48kg 初二

鲍玉美 偶族 2008年10月 52kg 初一

金瑞 汉族 2009年2月 66kg 初一

曲靖

李梦婷 汉 2006.8.3 52 大专

卢思雅 彝 2007.7.25 52 初三

包从进 汉 2006.6.18 57 初三

宋雨梦 汉 2007.2.4 57 初三

昭通

李明娜 汉族 2007年4月8日 女子乙组 48kg 初三

王菁 汉族 2006年5月26日 女子乙组 46kg 高一

宋能慢 汉族 2006年11月16 女子乙组46kg 初三

伍陈陈 布依族 2006年1月22日 女子乙组 48kg 高一

肖越萌 汉族 2007年2月6日 女子乙组 57kg 初三

赵敏 汉族 2006年3月13日 女子乙组 60kg 大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