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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沙头角街道代表团 16 4 20 25 40 25 9 131 45 27 31 71 15 25 484 1

2 区教育系统代表团 20 20 28 25 25 25 15 191 24 15 7 12 25 25 457 2

3 盐田街道代表团 16 20 9 15 40 25 15 140 42 12 13 22 15 25 409 3

4 海山街道代表团 16 12 31 25 50 5 15 104 38 17 7 7 15 25 367 4

5 梅沙街道代表团 6 4 15 40 9 43 11 14 5 50 5 25 227 5

6 沙商贸代表团 16 4 15 15 5 78 4 2 25 164 6

7 区直机关代表团 12 24 1 16 16 9 15 25 118 7

8 两新组织工委代表团 12 19 15 15 9 5 6 9 1 25 116 8

9 盐田港代表团 15 14 13 17 5 25 89 9

10 沙头角电大代表团 4 15 15 27 4 3 0 68 10

11 区城建代表团 37 25 62 11

12 深沙保集团代表团 4 1 10 3 15 25 58 12

13 区公安分局代表团 8 5 5 25 43 13

14 东部华侨城代表团 4 15 10 9 3 0 41 14

15 区卫健系统代表团 12 25 37 15

16 华大基因代表团 4 5 25 34 16

90 116 132 135 225 145 72 740 227 153 80 194 115 350 2774合计：

排名羽毛球 中国象棋 游泳 足球
国民体
质测定

总分广播体操 健身健美操 绿道健身 气排球 田径 乒乓球序号
                项目
代表团

健身路径 篮球 网球

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代表团总分统计 
（成年组） 

 

 

 

 

 

 

 

 

 

 

 

 



2 

 

1 盐田区田心小学 137 51 115 32 65 24 11 94 50 88 667 1

2 深圳市田东中学 18 15 40 25 15 43 50 135 192 533 2

3 盐田区乐群小学 54 69 20 32 95 18 2 48 91 98 527 3

4 盐田区田东小学 22 38 24 125 6 48 8 108 93 472 4

5 盐田区海涛小学 125 30 27 20 30 18 6 11 96 104 467 5

6 盐田区实验学校 20 60 18 40 25 30 3 10 16 204 426 6

7 盐田区外国语中学 64 47 40 25 24 11 37 173 421 7

8 盐田区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30  24 75 6  174 17 86 412 8

9 盐田区外国语小学 172 13 16 85 18 22 23 8 50 407 9

10 盐田区林园小学 70 18 61 16 85 24 7 5 62 58 406 10

11 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72 14 40 0 24 11 58 21 123 363 11

12 盐田区云海学校 48 28 12 15 30  10 8 178 329 12

13 深圳市盐港中学 20     278 298 13

14 盐田区梅沙小学 10 18 10 24 50 24 10 29 49 32 256 14

15 盐田区盐港小学  24 40 30 54 54 202 15

16 深圳市盐田高级中学     78 78 16

784 324 406 384 740 291 174 520 752 1889 6264合计：

序号
                    项目

 代表团
总分 排名游泳 棒垒球 羽毛球 篮球 足球 排球 网球 武术 跆拳道 田径

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代表团总分统计 
（青少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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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团体总分奖 
（成年组） 

 

一等奖：沙头角街道党工委代表团 

区教育局党委代表团  

        盐田街道党工委代表团 

二等奖：海山街道党工委代表团 

梅沙街道党工委代表团 

沙商贸党委代表团 

区直机关工委代表团 

两新组织党工委代表团 

三等奖：盐田港集团代表团 

区城建集团党委代表团 

区公安分局党委代表团 

深沙保集团党委代表团 

沙头角电大代表团 

区卫健局党委代表团 

东部华侨城代表团 

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党委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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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团体总分奖 

（青少年组） 

 

一等奖：盐田区田心小学 

        深圳市田东中学 

        盐田区乐群小学       

二等奖：盐田区田东小学 

        盐田区海涛小学 

        盐田区实验学校 

        盐田区外国语中学 

        盐田区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三等奖：盐田区外国语小学 

        盐田区林园小学 

        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盐田区云海学校 

        深圳市盐港中学 

        盐田区梅沙小学 

 盐田区盐港小学 

        深圳市盐田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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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健身健美操比赛成绩 

（成年组） 

 

广场舞 

一等奖：盐田街道党工委、海山街道党工委、沙头角街

道党工委。 

二等奖：田心社区老协舞蹈队、梅沙街道党工委、沙头

角凤凰老协炫舞队、海月社区老年人协会、盐田街道党工委

梦想舞蹈队。 

健美操 

一等奖：海山街道党工委、区教育局党委、梅沙街道党

工委。 

二等奖：沙头角街道党工委、沙商贸党委、盐田街道党

工委、沙头角电大。 

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区教育局党委、盐田街道党工委、 

沙头角电大、沙商贸党委。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张绍桉（海山街道党工委）； 

教 练 员：景  晨（区教育局党委）； 

运 动 员：黄秋玲（沙头角街道党工委）； 

工作人员：丁华锋； 

裁 判 员：杜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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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健身路径比赛成绩 

（成年组） 

 

一等奖（混合组 18-45 岁）：区教育局党委、沙头角街

道党工委、沙商贸党委。 

二等奖（混合组 18-45 岁）：盐田街道党工委美好家园

队、海山街道党工委、梅沙街道党工委。 

一等奖（混合组 45 岁以上）：区教育局党委、盐田街

道党工委美好家园队、海山街道党工委。 

二等奖（混合组 45 岁以上）：沙商贸党委、沙头角街

道党工委。 

 

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沙头角街道党工委、沙商贸党委。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邹志坚（区教育局党委）； 

教 练 员：万月云（梅沙街道党工委）； 

运 动 员：张绍桉（海山街道党工委）； 

工作人员：丁华锋； 

裁 判 员：易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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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国民体质测定成绩 

（成年组） 

 

一等奖： 

区直机关工委 

区公安分局党委 

区教育局党委 

区卫健局党委 

两新组织党工委 

沙头角街道党工委 

海山街道党工委 

盐田街道党工委 

梅沙街道党工委 

区城建集团党工委 

深沙保集团党委 

沙商贸党委 

盐田港集团 

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党委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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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中国象棋比赛成绩 

（成年组） 

 
一等奖（混合组 45 岁以上） 

王友元（盐田街道）、杨华茂（梅沙街道）、门平波（沙

头角街道）。   

二等奖（混合组 45 岁以上） 

邵  钦（盐田安监）、吴  杰（盐田街道）、葛宇田（区

教育局）、钟修宇（区教育局）、刘林军（沙头角街道）。 

三等奖（混合组 45 岁以上） 

杨武跃（盐田街道）、肖家山（盐田街道）、王中山（区

公安分局）、黎  锋（区公安分局）、许  超（区公安分局）、

胡妙才（区教育局）、花如平（区公安分局）、何亚洪（两

新组织）、王勇超（区公安分局）、何承高（盐田街道）、

丁  秋（两新组织）、梁嗣伟（两新组织）、黄锦灵（盐田

安监）、黄建洪（沙头角街道）。 

一等奖（混合组 18-45 岁） 

雷  斌（沙头角街道）、翁铭杰（沙头角街道）、蔡金

原（沙头角街道）。 

二等奖（混合组 18-45 岁） 

骆荣锋（海山街道）、余  肖（区两新组织）、肖  卓

（沙头角街道）、梁文贤（沙头角街道）；张立恒（海山街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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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混合组 18-45 岁）  

李秋来（海山街道）、刘培青（沙头角街道）、钟兴业

（沙头角电大）、熊  林（盐田街道）、王  新（两新组织）、

黄桥云（两新组织）、王瑞华（沙头角电大）、 蔡青松（两

新组织）、陈毅勇（盐田街道）、季冰磊（沙头角电大）。 

 

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盐田街道 、两新组织、沙头角电大。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黎  峰（区公安分局党委）； 

教 练 员：杨华茂（梅沙街道党工委）； 

工作人员：周海辉； 

运 动 员：何亚洪（两新组织）； 

裁 判 员：沈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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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足球比赛成绩 

（成年组） 

 

一等奖：东海岸队、区教育局党委、港龙队。 

二等奖：沙头角街道党工委、区直机关工委、昭德科技

海山街道党工委青年队、深沙保集团党委、盐田街道党工委

二队。 

三等奖：梅沙街道党工委、沙超队、盐田街道党工委一

队、区公安局党委、嚣雄队、盐田港集团、盐田集盟队、海

山街道党工委、鑫铭隆珠宝队。 

 

体育道德风尚队团体 

区直机关工委、区教育局党委、海山街道党工委、 

盐田集盟队、盐田街道党工委二队。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符振中； 

教    练：张  皇； 

运 动 员：黄国雄； 

裁 判 员：李嘉彬； 

工作人员：刘淦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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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羽毛球比赛成绩 

（成年组）     
 

男女混合团体赛 

一等奖：深圳市保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盐田街道党工

委一队、沙头角街道党工委。 

二等奖：梅沙街道党工委二队、区教育局党委一队、区

直机关工委、区公安局分局党委、海山街道党工委。 

三等奖：区人大机关、盐田港集团一队、盐田港集团二

队、区教育局党委二队、盐田街道党工委二队、梅沙街道党

工委一队、东部华侨城一队、东部华侨城二队、华大生命科

学研究院党委一队、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党委二队、沙商贸

党委、海事局代表队、两新组织党工委鹏能代表队、沙头角

电大、两新组织党工委中兴发展队、金利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男子单打 

一等奖：郑才荣（沙头角街道）、李武（保众物业）、

康熙雄（保众物业）。 

二等奖：李阮飞（海山街道）、潘玉密（东部华侨城）、

范哲源（深沙保集团）、钟辉（东部华侨城）、陈汉宏（海

山街道）。 

三等奖：杨志兵（盐田港集团）、候安道（盐田港集团）、

李璐瑶（区直机关）、黎笔成（沙头角街道）、吴碧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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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代表队）、梁嘉龙（沙头角电大）、邹学文（区公安分局）、

陈伟荣（区公安分局）、文立威（个人参赛）。 

女子单打 

一等奖：依俊彤（区直机关）、李珊（沙头角街道)、

李佳（沙头角街道）。 

二等奖：肖华（保众物业）、张婷（盐田港集团）、吕

志娇（区教育局）、杨爱英（海山街道）陈琳（盐田港集团）。 

三等奖：范轩瑞（区教育局）、李艳（海山街道）、陈

新频（东部华侨城）、冼晓敏（鹏能代表队）、郑春霞（沙

头角电大）、唐薇（两新组织中兴发展）、肖怡（两新组织

中兴发展）。 

45 岁以上男子双打 

一等奖：丘伟春/赖伟峰（个人参赛)、丘钢军/陈为忠(梅

沙街道)、蔡灿喜/李小明(区教育局)。 

二等奖：林建安/周志健（盐田港集团）、杨国兵/陈裔

四（梅沙街道）、路军/傅玮（华大）、柯建华/刘飞（区直

机关）、谢俊伟/钟靖（个人参赛）。 

三等奖：顾湛/姚煜昊（海山街道）、梁世雄/赖汉强（盐

田街道）、张国辉/周靖（盐田街道）、沈琦/谢伟光（区直

机关）、李军/刘瑞清（沙商贸）、曾康灵/肖一明（沙商贸）、

何普兵/张庆海（两新组织鹏能）、何恩开/高小群（两新组

织中兴发展）、谢清风/宋建文（两新组织中兴发展）、梅

松/林壁佳（沙头角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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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区直机关工委、区教育局党委、盐田街道党工委、 

沙头角街道党工委、海山街道党工委、区公安分局党委。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陈汉宏（海山街道党工委）； 

教 练 员：李晓辉（区直机关工委）； 

运 动 员：蔡灿喜（区教育局党委）； 

工作人员：姚  坤； 

裁 判 员：凌  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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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田径比赛成绩 

（成年组） 

 

18-45岁男子 100 米 

一等奖：何讯波（区教育局）、李国安（沙商贸）、古

伟杰（海山街道）。 

二等奖：欧智杰（梅沙街道）、黄宇鹏（海山街道）、

张宇峰（保安公司）、郭广磊（盐田街道）、张  怡（区教

育局）。 

三等奖：龙申敏（梅沙街道）、卢海良（沙头角街道）、

罗伟龙（区城建集团）、英安然（区直机关）、翟  佳（保

安公司）、洪志彬（沙头角街道）、陈华山（两新组织）、

陈钟钦（沙商贸）、谢  裕（区城建集团）、曾友强（盐田

街道）。 

18-45岁男子 200 米 

一等奖：陈颖杰（海山街道）、何讯波（区教育局）、

李国安（沙商贸）。 

二等奖：郑国然（保安公司）、龙申敏（梅沙街道）、

张  怡（区教育局）、张宇峰（海山街道）、郭广磊（盐田

街道）。 

三等奖：邹文晴（沙商贸）、苏雄洲（两新组织）、李  

秋（沙头角街道）、洪志彬（沙头角街道）、李宇恩（区城

建集团）、曲邦俊（区城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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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岁男子 800 米 

一等奖：陈俊光（海山街道）、黄金兴（保安公司）、

安云飞（沙头角街道）。 

二等奖：彭  凯（盐田街道）、孙俊沛（梅沙街道）、

乔  梁（区教育局）、邹治国（沙头角街道）、易  培（沙

商贸）。 

三等奖：张元锷（海山街道）、马静华（保安公司）、

韩国庆（区教育局）、蔡  辉（盐田街道）、赖增伦（区城

建集团）、陈梓堃（区城建集团）。 

18-45岁男子 3000 米 

一等奖：高  坤（保安公司）、赖启秀（盐田街道）、

彭  凯（盐田街道）。 

二等奖：彭仁宇（保安公司）、乔  梁（区教育局）、

陈志彬（沙头角街道）、孙俊沛（梅沙街道）、尚林辉（海

山街道）。 

三等奖：邹文晴（沙商贸）、江  鑫（沙商贸）。 

45 岁以上男子 60 米 

一等奖：余广兴（区教育局）、孙同刚（沙商贸）、王

小东（海山街道）。 

二等奖：陆宏志（盐田街道）、伍万松（沙头角街道）、

夏宏亮（沙头角街道）、何荣威（区教育局）、朱群辉（盐

田街道）。 

45 岁以上男子 1500 米 

一等奖：廖洪涛（沙商贸）、何拥军（盐田街道）、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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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锋（区教育局）。 

二等奖：夏宏亮（沙头角街道）、张志昌（沙头角街道）、

吴  杰（盐田街道）、黄大波（区教育局）。 

18-45岁女子 100 米 

一等奖：李  芳（区教育局）、周  晓（海山街道）、

吴晓莉（区教育局）。 

二等奖：张翼翔（沙商贸）、骆晓锋（盐田街道）、苏

淑芳（盐田街道）、莫彩丽（沙头角街道）、张梦纯（区城

建集团）。 

三等奖：张  媚（沙商贸）、徐惠敏（区城建集团）、

冯北娣（沙头角街道）。 

18-45岁女子 200 米 

一等奖：杨  林（区教育局）、韩婉玲（区教育局）、

张秀芬（盐田街道）。 

二等奖：黄文霞（沙头角街道）、贾  嘉（区城建集团）、

张翼翔（沙商贸）、李志燕（沙头角街道）、骆晓锋（盐田

街道）。 

三等奖：张  媚（沙商贸）、徐惠敏（区城建集团）、

冯北娣（沙头角街道）。 

18-45岁女子 800 米 

一等奖：李军锐（区教育局）、潘美玲（区城建集团）、

韩婉玲（区教育局）。 

二等奖：张燕赟（沙头角街道）、张秀芬（盐田街道）、

贺  燕（沙头角街道）、陈晓丽（沙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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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岁女子 1500 米 

一等奖：李军锐（区教育局）、景  晨（区教育局）、

李  婧（沙头角街道）。 

二等奖：吴  滢（沙商贸）、张燕赟（沙头角街道）、

陈森娟（盐田街道）、曾嘉怡（盐田街道）。 

45 岁以上女子 60 米 

一等奖：张绍桉（海山街道）、曾彩华（沙头角街道）、

王  玲（区教育局）。 

二等奖：杜晓红（区教育局）、罗德霞（海山街道）、

徐利芳（盐田街道）、田莉琼（盐田街道）、黄水媚（沙头

角街道）。 

45 岁以上女子 1500 米 

一等奖：田莉琼（盐田街道）、伍少全（盐田街道）、

陈志玲（沙头角街道）。 

二等奖：王  玲（区教育局）、杨金红（区教育局）、

黄文娟（沙头角街道）。 

18-45岁男子跳高 

一等奖：褚成雨（区教育局）、廖松满（梅沙街道）、

陈颖杰（海山街道）。 

二等奖：杜  鹏（区教育局）、陈志彬（沙头角街道）、

王  洋（盐田街道）、卢海良（沙头角街道）、陈猛烈（盐

田街道）。 

18-45岁男子跳远 

一等奖：褚成雨（区教育局）、郑道亮（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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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佳伟（沙头角街道）。 

二等奖：欧智杰（梅沙街道）、刘杰森（海山街道）、

唐志杰（保安公司）、罗伟龙（区城建集团）、张景庭（盐

田街道）。 

18-45岁男子铅球 

一等奖：贺功武（海山街道）、郑道亮（区教育局）、

邓旭华（海山街道）。 

二等奖：陈云凯（区教育局）、易  培（沙商贸）、吴

福怡（盐田街道）、张冠华（盐田街道）、张冠华（沙头角

街道）、曾友强（盐田街道）。 

45 岁以上男子铅球 

一等奖：何荣威（区教育局）、于晓峰（区教育局）、

孙同刚（沙商贸）。 

二等奖：陈  新（沙商贸）、陈润强（盐田街道）、张

亮军（沙头角街道）、王小东（海山街道）、吴  杰（盐田

街道）。 

三等奖：伍万松（沙头角街道）。 

18-45岁女子跳高 

一等奖：李  芳（区教育局）、陈  翎（海山街道）、

景  晨（区教育局）。 

二等奖：袁  娜（盐田街道）、蔡雪琳（海山街道）、

黄银欢（沙头角街道）。 

18-45岁女子跳远 

一等奖：杨  林（区教育局）、蔡雪琳（海山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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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娜（盐田街道）。 

二等奖：吴晓莉（区教育局）、贾  嘉（区城建集团）、

陈森娟（盐田街道）、李志燕（沙头角街道）、黄丽珍（沙

头角街道）。 

18-45岁女子铅球 

一等奖：张  丽（区教育局）、刘嘉琳（盐田街道）、

邓素妍（海山街道）。 

二等奖：林  琳（区教育局）、李玉婷（盐田街道）、

李心颖（两新组织）、陈江丽（区城建集团）、陈海玲（区

城建集团）。 

45 岁以上女子铅球 

一等奖：范立新（区教育局）、张贞仪（盐田街道）、

李炽梅（区教育局）。 

二等奖：黄水媚（沙头角街道）、张凤娟（盐田街道）、

李敏贤（沙头角街道）。 

4×100 米接力 

一等奖：海山街道、区教育局、沙商贸。 

二等奖：梅沙街道、沙头角街道、区城建集团、保安公

司、盐田街道。 

趣味体育项目 

一等奖：沙头角街道、沙商贸、梅沙街道。 

二等奖：海山街道、盐田街道、区教育局。 

拔河比赛 

一等奖：区教育局、深沙保集团、沙头角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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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海山街道、盐田街道、梅沙街道、沙商贸。 

 

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区城建集团党委、深沙保集团党委、 

深圳市盐田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王景艺（区教育局党委）； 

教 练 员：袁  娜（盐田街道党工委）； 

运 动 员：杜晓红（区教育局党委）； 

    工作人员：吉笑笑； 

裁 判 员：唐  潇。 

优秀合作单位奖 

深圳市盐田港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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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网球比赛成绩 

（成年组） 

     

男女混合团体 

    一等奖：海山街道党工委、区教育局党委、区直机关工

委。 

二等奖：沙头角街道党工委、广东省沙头角林场队、盐

田街道党工委、两新组织党工委、区机关联队代表队。 

    男子单打 

    一等奖：王  磊（海山街道）、高山峰（区直机关）、

杨益远（区教育局）。 

二等奖：钟南生（海山街道）、叶  超（区直机关）、

谢锡棠（区机关联队）、程洋洋（区教育局）、张宜辉（沙

头角街道）。 

三等奖：卢建成（两新组织）、郑作晟（两新组织）、

王晓霖（两新组织）、李接贤（两新组织）。 

女子单打 

一等奖：游咏仪（海山街道）、朱梦雅（区教育局）、

方晓红（两新组织） 

二等奖：胡峥嵘（区直机关）、林思贝（盐田街道）、

张丽辉（沙头角街道）、王燕（林场）。 

    男子双打 

一等奖：梁景海/王  磊（海山街道）、梅  强/方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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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头角街道）、杨益远/程洋洋（区教育局）。 

二等奖：叶  超/高山峰（区直机关）、肖  凯/周志毅

（海山街道）、郑  强/黄胜国（两新组织）、谢锡棠/黄程

辉（区机关联队）、李福林/庄长华（沙头角街道）。 

三等奖：卢建成/郑作晟（区总商会）、马晓帆/曾旻（深

沙保）、马揭立/陈红洲（林场）、周智/董峰（林场）。 

 

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两新组织党工委、区机关联队代表队。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李接贤； 

教 练 员：张  丹； 

运 动 员：张丽辉； 

    工作人员：王趁敏； 

裁 判 员：夏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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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绿道健身比赛成绩 

（成年组） 

 

一等奖：盐田街道党工委、沙头角街道党工委一队、区

教育局党委。 

二等奖：盐田港集团、东部华侨城、沙头角街道党工委

二队、两新组织党工委新能电力队、沙头角电大三队。 

三等奖：盐田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沙商贸党委、沙头

角电大一队、沙头角电大二队、海山街道党工委。 

 

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区教育局党委、区海山街道党工委、 

区两新组织党工委、东部华侨城。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运 动 员：任裕元（盐田区保安公司）； 

教 练 员：谢祖万（盐田区保安公司）； 

领    队：龚  静（沙头角电大）； 

裁 判 员：张攀立新； 

工作人员：袁子龙。 

优秀合作单位奖 

深圳东部华侨城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深圳市盐田港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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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篮球比赛成绩 

（成年组） 

  

    一等奖：盐田街道党工委鸿泰队、区教育局党委、盐田

街道党工委裕泰队。 

二等奖：海山街道党工委二队、区直机关工委二队、区

卫健局党委、盐田街道党工委永安队、两新组织党工委鹏广

达队。 

三等奖：区直机关工委一队、沙头角街道党工委、海山

街道党工委一队、梅沙街道党工委、两新组织党工委非公党

委队、两新组织党工委金利珠宝队、两新组织党工委海格物

流队、两新组织党工委新能电力队、两新组织党工委安多福

队、深沙保集团党委、沙商贸党委、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党

委、东部华侨城、沙头角电大、建设银行盐田支行 、盐田

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区直机关工委一队、区教育局党委、区卫健局党委、 

沙头角街道党工委、海山街道党工委二队、 

梅沙街道党工委、两新组织党工委非公党委队。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魏剑松（区直机关工委一队）； 

教 练 员：邓旭华（海山街道党工委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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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动 员：易  宇（区直机关工委二队）； 

裁 判 员：黄宝玲； 

工作人员：唐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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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乒乓球比赛成绩 

（成年组） 

 

男女混合团体（混合团体 18 岁以上组） 

一等奖：梧桐凤凰乒乓球队、沙头角街道党工委、区教

育局党委。 

二等奖：盐田街道党工委二队、中国银行东部支行、沙

头角电大二队 、师公会快乐平民队、沙头角电大一队。 

三等奖：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盐田港集团乒乓球一队、

盐田港集团乒乓球二队、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东部华侨城

有限公司、中兴和泰海景酒店。 

男女混合团体（混合团体 45 岁以上组） 

一等奖：海山街道党工委海景二队、盐田街道党工委永

安老协队、沙头角街道党工委。 

二等奖：区直机关工委、区教育局党委、梅沙街道党工

委、沙头角街道党工委桥东队、海山街道党工委海景一队。 

男子单打 

一等奖：李 健（盐田街道二队）、张 宁（海山街道海

景二队）、区永生（盐田街道永安老协队） 

二等奖：杨进西（沙头角街道）、吴泽波（区教育局）

王东（沙头角街道）、周卫平（海山街道）、李明成（中国

银行东部支行） 

三等奖：张淼（保安公司）、门平波（保安公司）、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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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升（保安公司）、叶桃民（梧桐凤凰队）、张耀钊（梧桐

凤凰队）、黄辉球（梧桐凤凰队）、华喆（盐田港集团一队）、

唐兆健（盐田港集团一队）、王林苍（盐田港集团一队）、

段靖（盐田港集团一队）、冯强（盐田港集团二队）、吴晓

平（盐田港集团二队）、王镇声（盐田港集团二队）、黄腾

（沙头角街道）、魏应文（沙头角街道）、卢永成（沙头角

街道）、赵建军（中国银行东部支行）、王永信（中国银行

东部支行）、向宗华（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钱劲（人民

医院工会委员会）、付小义（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贾雷

（电大一队）、袁飘雄（电大一队）、葛伟（电大一队）、

杨一忠（电大一队）、韩科学（电大二队）、王东革（电大

二队）、郭建峰（电大二队）、龚贤义（电大二队）、张炎

明（电大二队）、梁志东（东部华侨城）、催瑞培（东部华

侨城）、李景林（东部华侨城）、赵坤（东部华侨城）、倪

伟鸿（东部华侨城）、肖和尊（师公会）、唐云波（师公会）、

吕勤（区教育局）、容宪荣（盐田街道二队）、曾灶伦（沙

头角街道桥东队）、白云峰（沙头角街道桥东队）、王井富

（沙头角街道桥东队）、项建华（沙头角街道桥东队）、张

若鸣（沙头角街道）、刘崇伟（沙头角街道）、王勇（海山

街道海景一队）、孙湧涛（海山街道海景一队）、袁小青（海

山街道海景一队）、孙敬南（海山街道海景二队）、何建明

（海山街道海景二队）、王建新（区直机关）、李永青（区

直机关）、周胜军（区直机关）、段刘平（区直机关）、蔡

丹华（区直机关）、武坚（盐田街道永安老协队）、邱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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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街道永安老协队）、郑伟华（盐田街道永安老协队）、

陈新民（梅沙街道）、刘博祥（梅沙街道）、杨光新（梅沙

街道）、王刚（梅沙街道）、吴平（梅沙街道）、刘文斌（个

人报名）、王旦生（个人报名）、卢刚（个人报名）、李军

（个人报名）、张德金（个人报名）、梁宝龙（个人报名）、

钟伟粦（个人报名）、谭桂才（个人报名）、吴洁平（个人

报名）、柳华洲（个人报名）、林新逢（个人报名）、崔学

意（个人报名）、蔡照华（个人报名）、李志彪（个人报名）、

印小明（个人报名）。 

女子单打 

一等奖：李娟娟（盐田街道二队）、罗  倩（梧桐凤凰

队）、李志君（海山街道海景二队） 

二等奖：付丽红（盐田街道永安老协队）、陈宝红（区

直机关）、武卫丽（盐田街道永安老协队）、李欢（区教育

局）、梁小虹（电大一队） 

三等奖：张银杏（保安公司）、肖小拉（保安公司）、

刘惠华（保安公司）、吕琼英（梧桐凤凰队）、杨娟（盐田

港集团一队）、李雨田（盐田港集团一队）、许资资（盐田

港集团二队）、谢颖欣（沙头角街道）、王志芳（人民医院

工会委员会）、陈跃琳（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贾祝亮（电

大一队）、黄静（电大二队）、刘巧清（电大二队）、向娟

（东部华侨城）、何宇红（东部华侨城）、李铮铮（东部华

侨城）、张海英（中兴和泰海景酒店）、陈丽琼（中兴和泰

海景酒店）、廖学勤（盐田街道二队）、张萍（沙头角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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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东队）、李恭美（沙头角街道桥东队）、张耀萍（沙头角

街道）、张丽颖（海山街道海景一队）、苗秋梅（海山街道

海景一队）、李志君（海山街道海景二队）、谢颖（海山街

道海景二队）、刘嫣（区直机关）、谢彬（区直机关）、陈

倩（区教育局）、杨逸芳（个人报名）、黎健芳（个人报名）、

陈新频（个人报名）、赖裕辉（个人报名）、莫爱麟（个人

报名）。 

 

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东部华侨城有限公司、 

沙头角街道党工委桥东队、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郑伟华 ； 

教 练 员：黄子龙 ； 

运 动 员：廖学勤； 

裁 判 员：牛喜凤 ； 

工作人员：胡进辉 。 

优秀合作单位奖 

中兴和泰海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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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广播体操比赛成绩 

（成年组） 

     

一等奖：沙头角街道党工委、海山街道党工委、区教育

局党委。 

二等奖：沙商贸党委、盐田街道党工委、梅沙街道党工

委、两新组织党工委联合联盟物流队。 

 

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海山街道党工委、 两新组织党工委联合联盟物流队。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陈晓妍（沙头角街道党工委）； 

教 练 员：蒋  卫（区教育局党委）； 

运 动 员：万月云（梅沙街道党工委）； 

工作人员：刘合江； 

裁 判 员：关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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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游泳比赛成绩 

（成年组） 

 

男子 18-45岁组 100 米自由泳  

一等奖：李照琪（沙头角街道）、吴体敏（梅沙街道）、

黄立权（深圳海关）。 

二等奖：邓启松（梅沙街道）、张伟轩（盐田街道）、

张盛进（区教育局）、盖武平（盐田港）、叶小军（沙头角

街道）。 

三等奖：李靖（沙头角街道）、曹述峰（盐田街道）、

高坚（沙商贸）、叶羽滴（沙头角街道）。 

男子 18-45岁组 200 米自由泳 

一等奖：李照琪（沙头角街道）、黄立权（深圳海关）、

张伟轩（盐田街道）。 

二等奖：文华明（梅沙街道）、雷霆（深圳海关）、滕

伟（深圳海关）、赖广明（区教育局）、王新桂（盐田街道）。 

男子 18-45岁组 100 米蛙泳 

一等奖：滕飞（深圳海关）、邓启松（梅沙街道）、丁

华锋（沙头角街道）。 

二等奖：文华明（梅沙街道）、谢广云（盐田泳协）、

郭毅飞（海山街道）、吴亚敏（盐田港）、齐林（深圳海关）。 

三等奖：况春根（两新组织）、王召龙（直属机关）、

李东辉（盐田泳协）、何嘉奇（盐田街道）、李存铀（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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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协）、曹述峰（盐田街道)、彭骏(区直机关)、郑家洛(盐

田泳协)。 

男子 18-45岁组 200 米蛙泳  

一等奖：滕飞（深圳海关）、王嘉成（梅沙街道）、张

盛进（区教育局）。 

二等奖：盖武平（盐田港)、齐林(深圳海关）、吴亚敏

（盐田港）、郭毅飞（海山街道）、王召龙（区直机关）。 

三等奖：李东辉（盐田泳协）、宋佳东（盐田街道）、

王新桂（盐田街道）。 

男子 45 岁以上 100 米蛙泳 

一等奖：张军（深圳海关）、陈郁伟（深圳海关）、秦

裕平（沙头角街道）。 

二等奖：陈立洲（深圳海关）、蒋小洪（盐田泳协）、

周少明（盐田港）、陈运金（盐田泳协）、周越宇（盐田泳

协）。 

三等奖：彭卫华（盐田泳协）、苏健华（盐田港）、褚

杰（盐田港）、李顺军（区直机关）、王洪年（区教育局）、

孙海冰（深圳海关）、罗剑雄（盐田街道）、江志明（盐田

街道）、王瑞（沙头角商贸）、王爱国(海山街道)。 

女子 18-45 岁组 100 米自由泳  

一等奖：黄晓露(深圳海关)、吴晓易(深圳海关）、陈

嘉姝（沙头角街道）。 

二等奖：李爱莲（盐田泳协）、尹静（华侨城）、李琳

（沙头角街道）、黄银欢（沙头角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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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 18-45 岁组 200 米自由泳  

一等奖：黄晓露（深圳海关)、郭诗雨（盐田泳协）、

吴晓易（深圳海关）。 

女子 18-45 岁组 100 米蛙泳 

一等奖：黄聂杭（深圳海关）、朱婷婷（梅沙街道）、

李爱莲（盐田泳协）。 

二等奖：蔡立峰（盐田泳协）、李琳（沙头角街道）、

陈晓妍（沙头角街道）、黄银欢（沙头角街道）。  

女子 18-45 岁组 200 米蛙泳  

一等奖：黄聂杭（深圳海关）、陈嘉姝（沙头角街道）、

陈晓妍（沙头角街道）。 

女子 45 岁以上 100 米蛙泳 

一等奖：吴兰（深圳海关）、陶荔（深圳海关）、邓玲

（深圳海关）。 

二等奖：潘秋燕（区直机关）、陈明（盐田街道）、杜

泽荣（盐田街道）、潘瑞祯（盐田泳协）、庄永秀（盐田泳

协）。 

三等奖：唐芳（梅沙街道）、王艾（盐田泳协）。 

18-45岁组 4×100 米男女自由泳接力 

一等奖：深圳海关、盐田泳协、梅沙街道。 

二等奖：沙头角街道、盐田街道。 

45 岁以上 4×100 米男女自由泳接力 

一等奖：深圳海关、盐田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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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水上运动 

一等奖：沙头角街道、梅沙街道、深圳海关。 

二等奖：盐田泳协、盐田街道。 

 

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沙头角街道党工委、盐田街道党工委、 

盐田泳协、梅沙街道党工委。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万月云； 

教 练 员：胡继中； 

裁 判 员：何亚团； 

运 动 员：黄晓露； 

工作人员：廖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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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气排球比赛成绩 

（成年组） 

 

一等奖：区教育局党委、盐田街道党工委、海山街道党

工委。 

二等奖：梅沙街道党工委、沙头角街道党工委、盐田街

道党工委中铁大桥队、两新组织党工委新能电力队。 

 

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沙头角街道党工委、两新组织党工委新能电力队。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袁  娜（盐田街道党工委）； 

教 练 员：邱学军（区教育局党委）； 

运 动 员：李文贵（区教育局党委）； 

工作人员：邱  虹； 

裁 判 员：陈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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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篮球比赛成绩 

（青少年组） 

 

男子甲组： 

一等奖：深圳市田东中学、盐田区实验学校、盐田区外国语

中学。 

二等奖：盐田区云海学校。 

女子甲组： 

一等奖：深圳市田东中学、盐田区外国语中学、盐田区实验

学校。 

男子乙组： 

一等奖：盐田区海涛小学、盐田区乐群小学、盐田区外国语

小学东和分校。 

二等奖：盐田区梅沙小学、盐田区田心小学、盐田区田东小

学、盐田区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盐田区林园小学。 

三等奖：盐田区盐港小学、盐田区外国语小学。 

女子乙组： 

一等奖：盐田区田心小学、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盐

田区盐港小学。 

二等奖：盐田区梅沙小学、盐田区乐群小学、盐田区庚子首

义中山纪念学校、盐田区田东小学、盐田区外国语小学。 

三等奖：盐田区林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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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盐田区田心小学、盐田区盐港小学、 

盐田区梅沙小学、盐田区云海学校。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易群兰（盐田区林园小学）；       

教练员：范轩瑞（盐田区实验学校）；  

运动员：郑昊民（盐田区乐群小学）；  

裁判员：秦裕平； 

工作人员：黄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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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排球比赛成绩 

（青少年组） 

 

男子初中组： 

一等奖：盐田区实验学校、盐田区云海学校、盐田区外国语

中学。 

女子初中组： 

一等奖：盐田区实验学校、盐田区云海学校、深圳市田东中

学。 

二等奖：盐田区外国语中学。 

男子小学组： 

一等奖：盐田区盐港小学、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盐

田区林园小学。  

二等奖：盐田区田心小学、盐田区外国语小学、盐田区梅沙

小学、盐田区乐群小学、盐田区海涛小学。 

三等奖：盐田区田东小学、盐田区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女子小学组： 

一等奖：盐田区盐港小学、盐田区梅沙小学、盐田区田心小

学。 

二等奖：盐田区林园小学、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盐

田区乐群小学、盐田区海涛小学、盐田区外国语小学。 

三等奖：盐田区田东小学、盐田区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39 

 

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中学男子组：盐田区云海学校       

中学女子组：盐田区外国语中学 

小学男子组: 盐田区盐港小学       

小学女子组：盐田区梅沙小学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聂  泓（盐田区梅沙小学）；       

教练员：曾世宏（盐田区盐港小学）；  

运动员：刘凯悦（盐田区实验学校）；  

裁判员：沙文铁（盐田区乐群小学）；  

工作人员：刘胜华（深圳市盐港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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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足球比赛成绩 

（青少年组） 

 

男子甲组： 

一等奖：盐田区田东小学、盐田区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盐田区盐港小学。 

二等奖：盐田区外国语小学、盐田区乐群小学、盐田区林园

小学、盐田区田心小学。  

女子甲组： 

一等奖：盐田区田东小学、盐田区林园小学、盐田区乐群小

学。 

二等奖：盐田区外国语小学、盐田区田心小学。 

男子乙组： 

一等奖：盐田区梅沙小学、盐田区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盐田区田东小学。 

二等奖：盐田区外国语小学、盐田区盐港小学、盐田区乐群

小学、盐田区林园小学、盐田区海涛小学。  

三等奖：盐田区田心小学。 

女子乙组： 

一等奖：盐田区乐群小学、盐田区田东小学、盐田区外国语

小学。 

二等奖：盐田区田心小学、盐田区林园小学、盐田区海涛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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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丙组： 

一等奖：盐田区田东小学、盐田区梅沙小学、盐田区庚子首

义中山纪念学校。 

二等奖：盐田区云海学校、盐田区外国语小学、盐田区乐群

小学、盐田区林园小学、盐田区田心小学。 

男子丁组： 

一等奖：深圳市田东中学、盐田区外国语中学、盐田区实验

学校。 

 

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盐田区田东小学、盐田区林园小学、 

盐田区外国语小学、盐田区实验学校。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刘泽斌（盐田区田东小学）；       

教练员：林一郎（盐田区梅沙小学）；  

运动员：胡加承（盐田区田东小学）；  

裁判员：刘淦仙； 

工作人员：刘宏坤。 

 
 

 

 

 

 

 

 

 



42 

 

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棒垒球比赛成绩 

（青少年组） 

 

男子甲组： 

一等奖：盐田区实验学校 1队、盐田区实验学校 2 队、盐田

区云海学校。  

女子甲组： 

一等奖：盐田区实验学校 1队、盐田区实验学校 2 队、盐田

区云海学校。 

乙  组： 

一等奖：盐田区田心小学 1队、盐田区乐群小学、盐田区海

涛小学。 

二等奖：盐田区田心小学 2队、盐田区林园小学。 

丙  组： 

一等奖：盐田区乐群小学 1队、盐田区乐群小学 2 队、盐田

区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二等奖：盐田区田心小学、盐田区林园小学、盐田区梅沙小

学、盐田区云海学校。 

丁  组： 

一等奖：盐田区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盐田区海涛小学、  

盐田区乐群小学 2 队。 

二等奖：盐田区云海学校、盐田区田心小学 1队、盐田区乐

群小学 1 队、盐田区梅沙小学、盐田区田心小学 2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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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盐田区云海学校、盐田区乐群小学、盐田区林园小学。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刘向东（盐田区梅沙小学）；    

教练员：伍颖深（盐田区云海学校）； 

运动员：古文昊（盐田区乐群小学）；    

裁判员：蔡于杰；    

工作人员：刘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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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羽毛球比赛成绩 

（青少年组） 

 

男子甲组： 

一等奖：陈乐谦（外国语学校）、温博剑（外国语学校）、

周科宇（田东中学）。  

二等奖：邱浩林（外国语学校）、赖治江（外国语学校）、

郑煜航（外国语学校）、洪燊昊（外国语学校）、刘  浚（实

验学校）。  

三等奖：余润宇（外国语学校）、徐鸿基（外国语学校）、

肖家睿（云海学校）、施  浩（云海学校）、黄  烨（云海

学校）、桂一凡（云海学校）、刘  翔（云海学校）、叶林

峰（云海学校）、陈秉锟（实验学校）、李傲琪（实验学校）、

刘宇森（实验学校）、郑伟羚（实验学校）、刘学思（实验

学校）、梅钧伟（实验学校）、王善志（实验学校）、黄星

宇（实验学校）。  

女子甲组： 

一等奖：焦博琳（外国语学校）、刘思妤（外国语学校）、

于红林（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简羚嫦（实验学校）、刘艾嘉（云海学校）、黎谭

漫（云海学校）、李少慧（云海学校）、林彩烨（云海学校）。 

三等奖：廖冰云（云海学校）、徐丹妮（实验学校）、何乐

为（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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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乙组： 

一等奖：冯嘉俊（田心小学）、梁嘉豪（田东中学）、陈兴

鹏（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颜子路（田心小学）、林天佑（林园小学）、丁杰

安（海涛小学）、丁杰康（海涛小学）、黄宁俊（外国语学

校）。  

三等奖：曾铭羽（云海学校）、吕霄阳（云海学校）、彭德

科（云海学校）、邱景安（云海学校）、邹  鸿（实验学校）、

吴伟焕（实验学校）、徐豪轩（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张

文轩（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古天昊（外国语小学东和分

校）、肖济同（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刘吉祥（田东小学）、

冯裕霄（田东小学）、邓仲智（田东小学）、欧德彰（田东

小学）、谢承谏（田东小学）、陆建邦（田东小学）、陈逸

楠（梅沙小学）、吴锦翔（梅沙小学）、骆昀卓（梅沙小学）、

陈致鹏（梅沙小学）、陈艺丰（梅沙小学）、李大胜（乐群

小学）、叶根赫（乐群小学）、林裕淞（外国语小学）、黄

子田（外国语小学）、张昀皓（外国语小学）、王子鹏（外

国语小学）、江曙希（外国语小学）。 

女子乙组： 

一等奖：孙晞桐（田心小学）、黄丹艺（田心小学）、潘薏

如（田东中学）。 

二等奖：张  晨（田心小学）、罗嘉玲（田心小学）、何雅

诗（田心小学）、彭丽茹（乐群小学）、彭  铭（乐群小学）。 

三等奖：王梦园（云海学校）、陈谕莹（云海学校）、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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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云海学校）、李嘉怡（云海学校）、郑梓萱（云海学校）、

金恒羽（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何雅馨（田心小学）、杨

雯慧（田心小学）、罗梓心（梅沙小学）、李晓静（乐群小

学）、何思怡（乐群小学）。 

男子丙组： 

一等奖：马赫铭（林园小学）、胡致豪（海涛小学）、吴子

凡（田心小学）。 

二等奖：陈梓曦（田心小学）、谢志轩（田心小学）、武锦

樾（田心小学）、孟子墨（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肖振宇

（林园小学）。  

三等奖：曹竣喆（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林宝维(田东小

学)、傅浩宇(田东小学)、刘  想(田东小学)、李晓林(田东

小学)、熊子鹏(田东小学)、吴才硕(田东小学)、胡文熙(田

东小学)、杨震桐(田东小学)、王乐天(田东小学)、傅世通(梅

沙小学)、王  涵(梅沙小学)、郭槟源(梅沙小学)、陈  羲(林

园小学)、陈熙成(林园小学)、王子昌(林园小学)、孟宇航(林

园小学)、黄科睿(林园小学)、赵亚洲(乐群小学)、高尚彬(乐

群小学)、龚兆鹏(乐群小学)、陈  睿(乐群小学)、王鑫磊(乐

群小学)、宋永靖(乐群小学)、胡锴睿(外国语小学)、冀鹏

瑞(外国语小学)、吴宇轩(外国语小学)、李柏树（海涛小学）、

张浩业（海涛小学）、周浩枫（海涛小学）。  

女子丙组： 

一等奖：卢佳莹（田心小学）、钟  雯（田心小学）、陈奕

帆（林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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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刘艺漩（林园小学）、林烨梵（林园小学）、刘盈

希（田心小学）、梁  微（田心小学）、廖楷妍（田心小学）。 

三等奖：黄月钧（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赵家慧（外国语

小学东和分校）、龚明霞（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莫芮童

（田心小学）、陈  曦（田心小学）、杜张芯睿（田心小学）、

林宥言（田心小学）、罗诗慧（田心小学）、叶子艳（田东

小学）、林楚琪（田东小学）、张丽莹（田东小学）、严  艳

（田东小学）、张怡然（田东小学）、陈心儿（田东小学）、

李海燕（田东小学）、严雅琳（田东小学）、陆嘉怡（田东

小学）、黄芷琪（梅沙小学）、张慧美（梅沙小学）、朱晓

婷（乐群小学）、廖宸熙（乐群小学）、周宏语（乐群小学）、

罗采薇（外国语小学）廖柏睿（海涛小学）、陈美琪（海涛

小学）、周谜迷（海涛小学）、熊钰鑫（海涛小学）、杨诗

琪（海涛小学）。 

男子丁组： 

一等奖：黄梓涵（林园小学）朱浳桦（田心小学）、钟家兴

（田心小学）。  

二等奖：曾晨浩（林园小学）钟浩文（田心小学）、孙霁桐

（田心小学）、何文焱（田心小学）、何卓熙（田心小学）。 

三等奖：杨懿轩（田心小学）、丘增玮（田心小学）、蒋宇

城（田心小学）、章人懿（田心小学）、孙博林（田东小学）、

李贵然（田东小学）、廖仁楷（田东小学）、刘  峭（田东

小学）、容誉铭（田东小学）、刘雨辰（田东小学）、罗宇

灏（田东小学）、戴烨晨（田东小学）、李  禹（林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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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鹏睿（林园小学）、赵伟彬（林园小学）、钟浩然（林园

小学）、周曙岗（乐群小学）、廖泓恺（外国语小学）、叶

子悠（外国语小学）、谢永翔（外国语小学）、王辰灿（海

涛小学）、黄贤城（海涛小学）、黄俊博（海涛小学）、邹

文轩（海涛小学）。 

女子丁组： 

一等奖：李琳玉（林园小学）、刘欣怡（林园小学）、杨可

莹（林园小学）。 

二等奖：陈梓芯（林园小学）、蔡  灵（林园小学）、李子

萌（田心小学）、赵星妤（田心小学）、符善恩（田心小学）。 

三等奖：王语诺（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何嘉嘉（外国语

小学东和分校）、韩竹尔（田心小学）、简爱艾（田心小学）、

赖诺琪（田心小学）、蔡佳恩（田心小学）、王清冉（田心

小学）、李金铭（田心小学）、付婷宇（田心小学）罗楚玥

（田东小学）、罗嘉好（田东小学）、翁若依（田东小学）、

邓心妍（田东小学）、吴恙（田东小学）、黄诗祺（林园小

学）、钟欣霖（外国语小学）、贺研滋（海涛小学）、赵嘉

怡（海涛小学）、蓝于淇（海涛小学）。 

 

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盐田区外国语中学、盐田区乐群小学、 

盐田区田心小学、盐田区林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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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温克强（盐田区云海学校）；       

教练员：胡程丞（盐田区乐群小学）；  

运动员：黄丹艺（盐田区田心小学）；  

裁判员：熊锦霞； 

工作人员：蔡亚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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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游泳比赛成绩 

（青少年组） 

 

男子甲组、乙组、丙组（并组）50 米蝶泳： 

一等奖：罗宇轩（外国语小学）、田梓涵（外国语小学东和

分校）、杨成麟（海涛小学）。 

男子甲组、乙组（并组）50米仰泳： 

一等奖：杨宇航（外国语学校）、王  帆（实验学校）、郑

嘉峰（盐港中学）。 

男子甲组 50 米自由泳： 

一等奖：秦德黎（盐港中学）、郑灏钦（外国语学校）、许  

欢（海涛小学）。 

二等奖：杨子健（实验学校）。 

男子甲组 50 米蛙泳： 

一等奖：秦德黎（盐港中学）、郑灏钦（外国语学校）、郑

嘉峰（盐港中学）。 

男子乙组 50 米蛙泳： 

一等奖：刘健博（外国语学校）、林耀钧（田东中学）、魏

枫恒（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张  腾（实验学校）、杨道涵（林园小学）、龙嘉

成（乐群小学）、魏永健（林园小学）、廖德威（外国语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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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姚文斌（乐群小学）、骆昀卓（梅沙小学）、刘  豪

（林园小学）、王  帆（实验学校）。 

女子乙组 50 米蛙泳： 

一等奖：夏叶桐（外国语学校）、赵翊含（实验学校）、许

添依（梅沙小学）、李一珊（海涛小学）。 

二等奖：吉雨桐（乐群小学）郭思雅（乐群小学）。 

女子乙组 50 米自由泳： 

一等奖：王若语（外国语学校）、夏叶桐（外国语学校）、

黄泓瑜（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胡书睿（外国语学校）。 

男子丙组 50 米仰泳： 

一等奖：田梓涵（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林耀铭（海涛小

学）、廖溱杰（林园小学）。 

男子丙组 50 米蛙泳： 

一等奖：陈梓皓（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邬文杰（海涛小

学）、侯兆堃（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姜炳兆（外国语小学）、高涵予（田心小学）、吴

智烽（海涛小学）、吕明轩（田心小学）、朱耘果（外国语

小学）。 

三等奖：吴圳杰（海涛小学）、冷洪杭（田东小学）、张皓

然（海涛小学）、陈培鑫（海涛小学）、陈  羲（林园小学）、

张文岳（海涛小学）、胡允腾（田心小学）、谢宇轩（田心

小学）、廖浩铭（林园小学）、郑植腾（林园小学）、周浩

枫（海涛小学）、熊天扬（海涛小学）、王一帆（田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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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铭杨（田心小学）、陈奕憬（海涛小学）、骆圣凯（海涛

小学）、王俊喆（林园小学）、林琮棠（海涛小学）、梁  杰

（田心小学）、藤文聪（林园小学）、黄正树（海涛小学）、

李宇轩（田心小学）、张隆岚（海涛小学）、肖宇宏（林园

小学）、陈金亮（海涛小学）、邓文熙（梅沙小学）、郭荣

琦（梅沙小学）、钟晓彬（海涛小学）、李瑞祥（乐群小学）、

蔡欣正（乐群小学）、孙续真（林园小学）、许天语（海涛

小学）、吴哲宁（海涛小学）、赖运成（田心小学）、雷博

翔（林园小学）、梁雄智（海涛小学）、徐子镒（林园小学）、

谭子傲（林园小学）、黄恒越（海涛小学）、傅浩宇（田东

小学）、陈梓瀚（海涛小学）、黄泽林（林园小学）、黄楚

熙（海涛小学）、符  奥（海涛小学）、吴文重（田东小学）、

胡  之（外国语小学）、宋朗霆（外国语小学）、陈鹏旭（田

心小学）、曾晖竣 （田心小学）、林嘉钦（海涛小学）、

王冀祥（海涛小学）、郑昊民（乐群小学）、贺维彬（田东

小学）。 

男子丁组 50 米蛙泳： 

一等奖：高琪翔（海涛小学）、王萧沣（外国语小学）、易

湘宁（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二等奖：钟证量（外国语小学）、江宗泽（田心小学）、宁

瑞晟（外国语小学）、罗梓轩（海涛小学）、冷向阳（外国

语小学东和分校）。 

三等奖：谢永翔（外国语小学）、傅文轩（海涛小学）、郑

楠烁（外国语小学）、孙家饶（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袁  



53 

 

铸（海涛小学）、张晋锡（海涛小学）、陈吉岳（外国语小

学东和分校）、张芮铜（林园小学）、沈川皓（海涛小学）、

李俊捷（海涛小学）、黎子源（林园小学）、伍嘉一（林园

小学）、胡明正（林园小学）、刘星宇（乐群小学）、廖彦

皓（林园小学）、黄涛杰（林园小学）、甘鑫权（林园小学）、

高艺鸣（乐群小学）、王泽章（外国语小学）、温正斌（乐

群小学）、古国烨（田心小学）、余嘉颖（乐群小学）、王

思楠（林园小学）、魏伸华（田心小学）、张  健（林园小

学）、杨  城（林园小学）、柯郑通（林园小学）、卢冠铖

（田心小学）、叶文烁（田心小学）、艾得嘉（林园小学）、

张耿耀（海涛小学）、邬文轩（海涛小学）、艾豆豆（乐群

小学）、李晓鑫（海涛小学）、贺昱诚（外国语小学） 

男子 F 组 50 米蛙泳： 

一等奖：代俊杰（外国语小学）、刘牧辰（田心小学）、黄

国传（田心小学）。 

二等奖：王梓元（外国语小学）、陈若溪（乐群小学）、童

悠扬（外国语小学）、孙一轩（外国语小学）、李承熹（外

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三等奖：郑添元（外国语小学）、张家瀚（外国语小学）、

张家浩（外国语小学）、王子路（乐群小学）、黄国传（田

心小学）、徐承超（田心小学）、唐  溢（林园小学）。 

女子丙组 50 米蛙泳： 

一等奖：张绵绵（海涛小学）、廖  颖（林园小学）、柯依

佟（田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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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苏悦心（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张豫涵（田心小

学）、张子怡（田东小学）、石子墨（乐群小学）、郑  朵

（乐群小学）。 

三等奖：廖子焱（海涛小学）、曾芷岚（乐群小学）、张子

晨（田东小学）、陈昱颖（外国语小学）、杨礼侨（海涛小

学）、钟静怡（乐群小学）、李佳妍（海涛小学）、陈  熙

（海涛小学）、陈自然（田心小学）、叶子艳（田东小学）、

陈雅静（田心小学）、邹雨瞳（田心小学）、李晓静（乐群

小学）、卢依鸣（田心小学）、朱可欣（林园小学）、林芷

仪（海涛小学）、彭辉琦（海涛小学）、黎  芊（乐群小学）、

庄佳铃（海涛小学）、张昀兮（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蔡

依桦（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女子丁组 50 米蛙泳： 

一等奖：熊翎睿（田心小学）、陈灏嘉（外国语小学）、詹

嘉仪（田东小学）。 

二等奖：彭鸿羽（外国语小学）、赵雨霏（外国语小学东和

分校）、刘玲贝（外国语小学）、刘珍贝（外国语小学）、

罗喻薇（林园小学）。 

三等奖：唐卓君（外国语小学）、肖  曜（田心小学）、王

奕词（乐群小学）、胡瑞凝（外国语小学）、温  琦（海涛

小学）、刘佳奇（林园小学）、陈奕帆（林园小学）、林瑶

珊（林园小学）、蒋亦林（林园小学）、龚文慧（乐群小学）、

蔡可盈（林园小学）、黄佳颖（林园小学）、王弘羽（乐群

小学）、谢思帆（田心小学）、龚俐丹（田心小学）、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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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乐群小学）、冉天宇（乐群小学）、卓钰涵（田心小学）、

张雅淇（林园小学）、胡  晖（外国语小学）、曾善美（外

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女子 F 组 50 米蛙泳： 

一等奖：李一珊（海涛小学）、洪  钰（田心小学）、孙一

丹（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王梓霏（田心小学）、蔡  灵（林园小学）。 

男子丁组、F组（并组）50米仰泳： 

一等奖：范寓竹（田心小学）、王萧沣（外国语小学）、柯

斯源（田心小学）。 

二等奖：江宗泽（田心小学）、谢永翔（外国语小学）、王

俊文（外国语小学）。 

女子丁组、F组（并组）50米仰泳： 

一等奖：吴其佳（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詹嘉仪（田东小

学）、罗喻薇（林园小学）、许  欢（海涛小学）。 

二等奖：杨海锐（外国语小学）、陈  滢（乐群小学）。 

女子乙组、丙组（并组）50米仰泳： 

一等奖：彭莉茹（乐群小学）、胡书睿（外国语学校）、钟

欣彤（田东中学）、王若语（外国语学校）。 

男子丁组、F组（并组）50米蝶泳： 

一等奖：廖梓豪（田心小学）、殷  悦（田心小学）、杨政

颐（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党英杰（海涛小学）、柯斯源（田心小学）、王俊

文（外国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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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乙组、丙组、丁组、F 组（并组）50米蝶泳： 

一等奖：许  欢（海涛小学）、熊翎睿（田心小学）、钟欣

彤（田东中学）、陈科宇（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男子 F 组 50 米自由泳： 

一等奖：刘牧辰（田心小学）、吴嘉坤（田心小学）、陈若

溪（乐群小学）。 

二等奖：王梓元（外国语小学）、赵  珣（田心小学）、孙

一轩（外国语小学）、童悠扬（外国语小学）。 

男子丁组 50 米自由泳： 

一等奖：廖梓豪（田心小学）、范寓竹（田心小学）、殷  悦

（田心小学）。 

二等奖：高琪翔（海涛小学）、党英杰（海涛小学）、冷向

阳（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郑楠烁（外国语小学）。 

男子丙组 50 米自由泳： 

一等奖：罗宇轩（外国语小学）、陈梓皓（外国语小学东和

分校）、杨成麟（海涛小学）。 

二等奖：林耀铭（海涛小学）、邬文杰（海涛小学）、高涵

予（田心小学）、侯兆堃（外国语小学）、廖文龙（林园小

学）。 

三等奖：姜炳兆（外国语小学）、陈  羲（林园小学）、廖

溱杰（林园小学）、胡允腾（田心小学）、林梓键（梅沙小

学）、戴秘辰（乐群小学）、李铭杨（田心小学）、丁柏盛

（梅沙小学）、曾晖竣（田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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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乙组 50 米自由泳： 

一等奖：刘健博（外国语学校）、杨鹏钰（外国语小学）、

杨政颐（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魏枫恒（外国语学校）、林耀钧（田东中学）、杨

宇航（外国语学校）、张  腾（实验学校）。 

女子 F 组 50 米自由泳： 

一等奖：黄泓瑜（外国语小学）、洪  钰（田心小学）、余

佳恩（海涛小学）。 

二等奖：夏安倬（外国语小学）、孙一丹（外国语小学）。 

女子丁组 50 米自由泳： 

一等奖：吴其佳（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陈灏嘉（外国语

小学）、陈科宇（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二等奖：杨海锐（外国语小学）、赵雨霏（外国语小学东和

分校）、刘珍贝（外国语小学）、刘玲贝（外国语小学）、

彭鸿羽（外国语小学）。 

三等奖：唐卓君（外国语小学）、曾善美（外国语小学东和

分校）、胡瑞凝（外国语小学）、宋  可（海涛小学）。 

女子丙组 50 米自由泳： 

一等奖：张绵绵（海涛小学）、杨鹏钰（外国语小学）、廖  

颖（林园小学）。 

二等奖：柯依佟（田心小学）、苏悦心（外国语小学东和分

校）、张子怡（田东小学）、石子墨（乐群小学）、陈昱颖

（外国语小学）。 

三等奖：邹雨瞳（田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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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盐田区海涛小学、盐田区田心小学、 

盐田区林园小学、盐田区梅沙小学。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曾旭辉（盐田区海涛小学）； 

教练员：黄楚云（盐田区海涛小学）； 

运动员：余佳恩（盐田区海涛小学）； 

裁判员：谈智莹 ；  

工作人员：赵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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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网球比赛成绩 

（青少年组） 

 

甲  组： 

一等奖：邹政华（田东中学）、袁崇凯（田东中学）、陈浩

鑫（田东中学）。 

二等奖：郭浩龙（田东中学）、李宇豪（田东中学）、张家

俊（实验学校）、宋凡石（田东中学）。 

乙  组： 

一等奖：刘子俊（外国语学校）、王  紫（田东中学）、刘

吉祥（田东小学）。 

二等奖：蔡润秋（外国语学校）、刘培轩（田东中学）、陈

思凯（田东中学）、陈泽楷（田东中学）、刘子墨（外国语

学校）。 

三等奖：姜立夫（田东中学）、柯宇玲（田东中学）、廖幸

瑶（田东中学）、伍彦霖（林园小学）、江  颜（田东中学）、

孙宇煌（林园小学）、郑继文（田东中学）。 

丙  组： 

一等奖：钟健飞（外国语小学）、孙涵志（田东小学）、张

怡然（田东小学）。 

二等奖：李希睿（田东小学）、韩矅阳（外国语小学东和分

校）、杨昊天（外国语小学）、张峰源（林园小学）、鄂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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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田心小学）。 

三等奖：李怡琳（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熊鈺鑫（海涛小

学）、白乐天（外国语小学）、唐语亮（田东小学）、刘健

辉（海涛小学）、盛逸辉（田东小学）、刘奕旋（乐群小学）、

周  维（海涛小学）、周楚姗（外国语小学）、曾柯锦（林

园小学）、张嘉沐（外国语小学）、郑子楠（田东小学）、

胡润佳（田心小学）、邓智焜（海涛小学）、李子轩（田东

小学）、李哲乐（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陈宇轩（海涛小

学）、姜柄兆（外国语小学）、蔡昱钒（林园小学）、王萧

沣（外国语小学）、江东豪（田东小学）、梁丽丽（田东小

学）、杨啟焕（田东小学）、贺智康（田心小学）、颜恺跃

（乐群小学）。 

丁  组： 

一等奖：高瑞轩（田东小学）、李松霖（外国语小学）、朱

子谦（田东小学）。 

二等奖：张雨杨（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卢嘉和（外国语

小学东和分校）、郑旭轩（田东小学）、汤子楠（梅沙小学）、

余沛霖（田东小学）。 

三等奖：薛奕可（外国语小学）、杜亮恒（梅沙小学）、吴

礼辰（田东小学）、廖任凯（田东小学）、王子轩（田心小

学）、林诗达（梅沙小学）、陈思楷（外国语小学）、罗琪

采（田心小学）、林柏瑜（田心小学）、王熠欣（梅沙小学）、

张文山（田东小学）、林立鑫（田东小学）、王泽章（外国

语小学）、袁睿杰（田心小学）、李卓钦（梅沙小学）、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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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鸿（梅沙小学）、林楷涵（田东小学）、钟佳怡（海涛小

学）、姚霁月（田心小学）、张嘉欢（梅沙小学）、何永翔

（田东小学）、蓝云杰（田东小学）、黄启洋（外国语小学）、

韩思益（田心小学）、张智洋（梅沙小学）。 

 

体育道德风尚奖集体 

      深圳市田东中学、盐田区外国语小学、盐田区梅沙小学。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史  璟（盐田区外国语中学）； 

    教练员：杨  冬（盐田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运动员：王子轩（盐田区田心小学）； 

    裁判员：程洋洋；   

工作人员：胡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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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跆拳道比赛成绩 

（青少年组） 

 

男子甲组+63KG： 

一等奖：李业鸿（外国语学校）、刘凯瑞（外国语学校）、

王新程（实验学校）。 

二等奖：马  方（田东中学）、张家乐（田东中学）、侯  帅

（田东中学）、黄科宁（田东中学）。 

男子甲组-48KG： 

一等奖：魏世洋（外国语学校）、黄  郅（田东中学）、陈

鉴忠（田东中学）。 

二等奖：张逸鑫（田东中学）、陈  朗（田东中学）、陈  粤

（田东中学）、曹  昊（田东中学）。 

男子甲组-58KG： 

一等奖：余梓煜（田东中学）、郑相鹏（实验学校）、方博

正（田东中学）。 

二等奖：王昌豪（田东中学）、钟尚坤（外国语学校）、蒋

希卓（外国语学校）、刘  阳（田东中学）。 

男子乙组-33KG： 

一等奖：许俊霖（乐群小学）、胡诗宇（海涛小学）、黄耿

城（海涛小学）。 

二等奖：欧阳昊宇（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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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乙组-41KG： 

一等奖：童宇轩（田东中学）、龙楚江（田东小学）、吴南

鹏（海涛小学）。 

二等奖：邓晋杰（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刘凯腾（林园

小学）、陈煜祥（林园小学）、李嘉豪（田东小学）、张嘉

城（田东小学）。 

三等奖：杨诚夫（林园小学）、罗健龙（田东小学）、陈瑞

兴（田东中学）。 

男子乙组-45KG： 

一等奖：陈  溢（田东小学）、何志全（田东中学）、司广

岩（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柴树鑫（林园小学）、程  宇（林园小学）、韩家

兴（实验学校）、陈小山（盐港小学）。 

男子乙组-53KG： 

一等奖：白  亮（田东中学）、冼效霖（田东中学）、林敏

杰（林园小学）。 

二等奖：胡文汉（田东中学）、雷博翔（林园小学）、门朝

辉（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孔德鑫（盐港小学）、刘  冉

（实验学校）。 

男子丙组+46KG： 

一等奖：吴智烽（海涛小学）、陈金涛（乐群小学）、张政

和（田心小学）。 

二等奖：曾思棋（林园小学）、江灿荣（梅沙小学）、黄宇

鑫（海涛小学）、罗树昊（田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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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丙组-26KG： 

一等奖：吴奥宇（海涛小学）、候家博（田心小学）、胡炳

炳（海涛小学）。 

二等奖：黄灿煜（海涛小学）、许英瀚（外国语小学东和分

校）、杨添轶（海涛小学）、温世谦（海涛小学）、黎浩然

（田心小学）。 

三等奖：凌豪杰（盐港小学）、王汜柠（海涛小学）、熊晨

屹（田心小学）、张子轩（田东小学）、曲洪岚（乐群小学）、

梁书远（海涛小学）、张志鹏（林园小学）、骆智国（林园

小学）、连胜杰（林园小学）、林俊贤（云海学校）、李江

海（林园小学）、周家旭（乐群小学）、张景铭（海涛小学）、

苏晨（盐田区云海学校）、沈子煜（盐田区田东小学）、吴

允韩（梅沙小学）、卢立新（盐港小学）、王  睿（田东小

学）、林  昊（田东小学）、张嘉勋（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王沛烨（田东小学）、周子寒（田东小学）、叶金盛（盐港

小学）、袁承志（乐群小学）、卓泽兴（梅沙小学）、张峻

桦（梅沙小学）、江雨杭（海涛小学）、周志明（云海学校）、

邓卓越（林园小学）、张屹涵（林园小学）、李旭祥（海涛

小学）、马嘉俊（云海学校）。 

男子丙组-30KG： 

一等奖：刘峻祺（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黄天昊（外国语

小学东和分校）、王国栋（海涛小学）。 

二等奖：王映智（外国语小学）、欧阳正浩（乐群小学）、

刘伟奇（田东小学）、罗哲瀚（乐群小学）、朱泓锦（梅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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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三等奖：甘鑫权（林园小学）、蔡佳霖（田心小学）、欧阳

子涵（盐港小学）、黎子源（林园小学）、王炜烨（海涛小

学）、严  开（盐港小学）、崔昕阳（乐群小学）、阚睿钧

（田东小学）、卢昊诚（云海学校）、李迎新（云海学校）、

姜钰霖（田东小学）、周文浩（田东小学）、李伟宸（海涛

小学）、刘子博（梅沙小学）、邓世炫（林园小学）、杨子

麟（外国语小学）、赵浦新（田心小学）、王琦瑞（乐群小

学）、李恩灿（林园小学）、林桂鑫（海涛小学）、许跃翰

（田心小学）、黄文涵（梅沙小学）、许嘉豪（田心小学）、

夏瑞临（田东小学）、杨家宝（林园小学）、刘潇然（云海

学校）、王天禹（田心小学）。 

男子丙组-34KG： 

一等奖：陈宇轩（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王振烨（海涛

小学）、张晋锡（海涛小学）。 

二等奖：白富林（海涛小学）、贺维彬（田东小学）、邢  磊

（盐港小学）、梁耀文（田心小学）、卢志成（林园小学）。 

三等奖：叶天航（林园小学）、马鑫磊（林园小学）、蔡文

楗（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蓝梓瑞（田东小学）、王宁馨

（盐港小学）、王奕煊（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男子丙组-38KG： 

一等奖：张启轩（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陈梓锋（盐港

小学）、熊文韬（乐群小学）。 

二等奖：利思成（盐港小学）、粟绍航（梅沙小学）、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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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海涛小学）、罗尉辰（乐群小学）、范利成（林园小学）。 

三等奖：易金星（海涛小学）、付思贤（林园小学）、李嘉

旺（盐港小学）、余  鹏（梅沙小学）、舒鑫泽（林园小学）、

岳奥鹏（云海学校）、许嘉威（田心小学）、胡俊哲（海涛

小学）、张奥博（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男子丙组-42KG： 

一等奖：廖子阳（田心小学）、王冀祥（海涛小学）、蒋家

旺（田东小学）。 

二等奖：陈楚康（外国语小学）、刘子硕（梅沙小学）、郑

钦尧（盐港小学）、林欣壕（林园小学）、张志恒（林园小

学）。 

三等奖：叶华浦（梅沙小学）、姚镇林（田心小学）。 

男子丙组-46KG： 

一等奖：王玉龙（盐港小学）、刘梓湜（林园小学）、刘益

丞（田东小学）。 

二等奖：张子诚（海涛小学）、甘知渊（梅沙小学）。 

女子甲组-45KG： 

一等奖：黄嘉欣（田东中学）、冯秋容（田东中学）、梁咏

儿（田东中学）。 

二等奖：蔡晓莉（田东中学）、蔡嘉琦（田东中学）、管  童

（田东中学）。 

女子甲组-50KG： 

一等奖：鲁慧玉（田东中学）、金  珏（田东中学）、向方

瑀（田东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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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蔡颖琪（田东中学）。 

女子乙组+48KG： 

一等奖：彭钊涓（田东中学）、李雅琪（田东中学）、杨乔

悦（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彭钊漪（田东中学）、赵株粒（田东小学）、徐金

玲（盐港小学）、张天雨（外国语学校）、刘芳宇（田东小

学）。 

三等奖：陈家琪（田东中学）。 

女子乙组-32KG： 

一等奖：邓沂轩（田东小学）、孙瑛黛（田东小学）、钟明

玉（田东小学）。 

二等奖：陈梓彤（盐港小学）、黄宇平（田东小学）、赵贤

玲（田东小学）。 

女子乙组-44KG： 

一等奖：李珈谊（田心小学）、郑采玲（田东中学）、王丽

媛（田心小学）。 

二等奖：方佳欣（盐港小学）。 

女子丙组+43KG： 

一等奖：曹熙祯（盐港小学）、樊佳慧（乐群小学）、邵婧

恩（乐群小学）。 

二等奖：刘佳乐（梅沙小学）、李家乐（林园小学）。 

女子丙组-23KG： 

一等奖：童一然（乐群小学）、廖沁菱（田东小学）、乌英

格（乐群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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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罗渝欣（乐群小学）、刘美琪（梅沙小学）、林可

怡（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谢子尉（乐群小学）、付家乐

（田东小学）。 

三等奖：范乔欣（乐群小学）。 

女子丙组-27KG： 

一等奖：陈梓芸（海涛小学）、万莹慧（田东小学）、李盈

梦（乐群小学）。 

二等奖：黄薏丹（梅沙小学）、林思烨（乐群小学）、孟馨

怡（田心小学）、郭智思（盐港小学）、王  玲（田东小学）。 

三等奖：曾雅淇（乐群小学）、陈可欣（田东小学）、赵怡

煊（乐群小学）、罗馨怡（田心小学）、饶晶晶（梅沙小学）、

孔惠琼（乐群小学）、廖淑芬（乐群小学）、陶子君（乐群

小学）、孙  畅（乐群小学）。 

女子丙组-31KG： 

一等奖：郭伊灵（海涛小学）、田紫涵（海涛小学）、周子

诺（乐群小学）。 

二等奖：宁  蓉（海涛小学）、黄小庆（海涛小学）、肖泽

君（梅沙小学）、陈雨萱（乐群小学）、姚钥钥（乐群小学）。 

三等奖：黄天香（梅沙小学）、姚贝娜（乐群小学）、高善

淼（外国语小学）、蒋梓妤（田东小学）、朱静琼（梅沙小

学）、邓海青（乐群小学）、黄艳婷（田心小学）、邓海怡

（乐群小学）、范欣蕊（梅沙小学）。 

女子丙组-35KG： 

一等奖：李佳妍（海涛小学）、胡瑾萱（乐群小学）、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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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梅沙小学）。 

二等奖：陈张妍（田东小学）、陆  晨（田东小学）。 

女子丙组-39KG： 

一等奖：叶美琪（田东小学）、罗梦娇（盐港小学）、孙雨

欣（海涛小学）。 

二等奖：周溍雅（梅沙小学）、刘嘉欣（林园小学）、陈  妍

（田东小学）、陈泳琪（田东小学）、薛晶晶（田心小学）。 

 

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深圳市田东中学、盐田区田东小学、 

盐田区乐群小学、盐田区海涛小学。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曾会玉（盐田区外国语中学）； 

    教练员：龙其璋； 

运动员：陈梓芸（盐田区海涛小学）； 

裁判员：王友学； 

    工作人员：周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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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武术比赛成绩 

（青少年组） 

 

丙组男子传统拳： 

一等奖：叶辰逸（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周子瀚（外国

语小学）、马仕贤（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二等奖：赵奕然（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吴佩天（外国语

小学）、吴璧锐（田心小学）、周安卓（庚子首义中山纪念

学校）、陈邵东（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三等奖：曾梓鑫（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黄  金（田东

小学）、梁淼林（乐群小学）、陈  桐（庚子首义中山纪念

学校）、陈峻阳（田心小学 ）、熊  熠（外国语小学）、

周迪翔（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张子扬（外国语小学东和

分校）、丁  玎（田心小学）、蔡  航（庚子首义中山纪念

学校）、施子浩（乐群小学）、戴梓浩（乐群小学）、张俊

桦（梅沙小学）、江瑞祥（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黄嘉

崧（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陈长根（林园小学）、陈厚

霖（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黄山（田东小学）、梁圣榆（庚

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黄家烨（梅沙小学）、方基政（梅

沙小学）、邓添麒（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陈俊昊（乐

群小学）、陈梓烁（乐群小学）、郑浩权（外国语小学东和

分校）、黄国轩（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陈忠轩（庚子

首义中山纪念学校）、曹宇晨（田东小学）、张宇轩（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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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义中山纪念学校）、林  广（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马

新宇（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黄昱迪（外国语小学东和分

校）、贺俊华（田心小学）、杜欣禹（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

校）、涂浩恺（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黄裕深（庚子首义

中山纪念学校）、冯保哲（海涛小学）、王铭泽（外国语小

学东和分校）、刘东华（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黄皓轩

（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王浩琪（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

校）、张正念（梅沙小学）、李铂亨（梅沙小学）、何铠瀚

（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黄楚然（梅沙小学）、郑  谱（外

国语小学东和分校）、林  振（田心小学）、胡耀阳（外国

语小学东和分校）、周思宇（梅沙小学）、杨浩宇（梅沙小

学）、林浩航（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李昊轩（外国语

小学东和分校）、邓煜祺（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许  桐

（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杨景昊（梅沙小学）、张  弛（梅

沙小学）、宋煊（乐群小学）、彭梓萌（外国语小学东和分

校）、乔  森（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潘晨昊（梅沙小学）、

刘依梵（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丙组女子传统拳： 

一等奖：曾雨洁（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陈佳怡（外国

语小学东和分校）、彭  盈（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二等奖：曾诗琪（乐群小学）、连婧楚（田心小学）、张瑜

倩（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李  嘉（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李堉煊（田心小学 ）。 

三等奖：林芷烨（乐群小学）、汪雨晴（田心小学）、张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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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沙小学）、李欣彤（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阙可欣（梅

沙小学）、何铠潼（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朱珈嬿（外国

语小学东和分校）、蹇诗颜（梅沙小学）、张诗瑞（外国语

小学东和分校）、朱珈韵（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梅嘉洋

（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徐靖琪（梅沙小学）、刘晨希（梅

沙小学）、陈科宇（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廖诗涵（乐群

小学）、刘诗雨（乐群小学）、肖可恩（外国语小学东和分

校）、林佳涵（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乙组传统拳： 

一等奖：黄奕峰（乐群小学）、路钰燊（田心小学）、黄涛

阳（乐群小学）。 

二等奖：林炜楠（海涛小学）、罗世聪（庚子首义中山纪念

学校）、罗睿龙（田心小学）、袁炜逸（外国语小学东和分

校）、刘煜萌（梅沙小学）。 

三等奖：朱子轩（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陈志杰（梅沙小

学）、林淇深（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邓鸿杰（梅沙小学）、

杨晓丹（梅沙小学）、钟楷烨（梅沙小学）、王晨旭（海涛

小学）、郑家楷（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黄俊棉（盐田

区梅沙小学）、仁政祺（乐群小学）、赵广田（乐群小学）。 

丙组男子自选拳： 

一等奖：陈金泽（田心小学）、林炜翔（庚子首义中山纪念

学校）、李家翰（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二等奖：谭  钧（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王俊蒲（庚子

首义中山纪念学校）、谢佳晨（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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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子航（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翟涵晟（庚子首义中山

纪念学校）。 

三等奖：曾梓轩（田心小学 ）、余耿陆（林园小学）、蒋

孝霖（田心小学）、莫超烨（田心小学）、黄海峰（外国语

小学东和分校）、陈雨涵（田心小学）、刘恩滈（田心小学）、

彭宇城（田心小学）、江智轩（田心小学）、彭兆轩（田心

小学）、王鑫瑞（田东小学）、丰  铭（田心小学）、罗铭

轩（田心小学）、吴禹哲（田心小学）、梁杰昇（田心小学）、

党廷佑（田心小学）、林浩宇（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张任群（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陈俊年（外国语小学）、

廖一然（田心小学）、张泽沛（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丙组女子自选拳： 

一等奖：林康怡（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何语涵（田心

小学）、林心玥（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黄钰滢（田心小学）、李文静（庚子首义中山纪念

学校）、赵紫茜（田心小学）、伍思玮（田心小学）、陈欣

雨（海涛小学）。 

三等奖：李昀煊（田心小学）、潘欣妮（田心小学）、潘欣

桐（田心小学）。 

丙组器械： 

一等奖：林炜翔（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陈金泽（田心

小学）、曾雨洁（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二等奖：谭  钧（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李家翰（庚子

首义中山纪念学校）、戴梓浩（乐群小学）、梁淼林（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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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林芷烨（乐群小学）。 

三等奖：廖诗涵（乐群小学）、刘诗雨（乐群小学）、宋  煊

（乐群小学）、曾诗琪（乐群小学）、陈梓烁（乐群小学）。 

乙组器械： 

一等奖：林康耀（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苏一娜（庚子

首义中山纪念学校）、刘思语（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二等奖：李博文（田心小学）、钟伟杰（庚子首义中山纪念

学校）、孔浩航（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陈佳豪（庚子

首义中山纪念学校）、何兆雄（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三等奖：陈梓轩（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林康怡（乐群小

学）、吴俊豪（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杨博雄（外国语

小学东和分校）、罗睿龙（田心小学）、陈冠州（外国语小

学东和分校）、黄涛阳（乐群小学）、黄奕峰（乐群小学）、

陶鑫宇（乐群小学）、周卓贤（乐群小学）、孙  奥（乐群

小学）。 

甲组器械： 

一等奖：邢韵佳（田心小学）、杨  政（云海学校）、黄  垚

（田东中学）。 

二等奖：孔浩航（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汪前金（田东

中学）、马英凯（田东中学）。 

乙组自选拳： 

一等奖：吴俊豪（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钟伟杰（庚子

首义中山纪念学校）、汤  然（梅沙小学）。 

二等奖：苏一娜（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孔浩航（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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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陈冠州（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赵

君浩（田心小学）、龚  杭（田心小学）。 

三等奖：杨博雄（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陈梓轩（外国语

小学东和分校）、李  好（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梁芯莹

（田心小学）、吴骏宇（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黄惠滢

（田东小学）、陶鑫宇（乐群小学）、张世轩（乐群小学）、

孙震杰（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周卓贤（乐群小学）、孙  

奥（乐群小学）、林俊鑫（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甲组太极拳： 

一等奖：邢韵佳（田心小学）、李皓阳（田东中学）、廖辛

瑶（田东中学）。 

二等奖：吴锶晴（田东中学）、黄佳怡（田东中学）、巫秉

珅（田东中学）、邱重烨（田东中学）、刘肖明泰（田东中

学）。 

三等奖：熊鑫钰（田东中学）。 

乙组南拳： 

一等奖：林康耀（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刘思语（庚子

首义中山纪念学校）、李博文（田心小学）。 

二等奖：何兆雄（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陈佳豪（庚子

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郑仪豪（田东小学）、杨  宸（外国

语小学）、刘前谦（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三等奖：谭  玄（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黄海天（庚子

首义中山纪念学校）、曾雪金（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于东可（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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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组自选拳： 

一等奖：黄  垚（田东中学）、杨  政（云海学校 ）、马

英凯（田东中学）。 

二等奖：汪前金（田东中学）、张明辉（实验学校）、庄研

研（林园小学）、范雄威（实验学校）、李满天（实验学校）。 

三等奖：薛  骞（实验学校）。 

丁组集体项目： 

一等奖：盐田区实验幼儿园、金港中英文幼儿园、维君汇南

方明珠幼儿园。 

二等奖：沙头角镇幼儿园、深圳市盐田区东和幼儿园、中海

幼儿园、秘密花园幼儿园、维君汇幼儿园。 

丙组集体项目： 

一等奖：盐田区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盐田区田心小学 、

盐田区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盐田区海涛小学。 

 

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盐田区梅沙小学、盐田区田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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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田径比赛成绩 

（青少年组） 

 

男子高中组 100米： 

一等奖：曾  文（盐港中学）、李奕团（盐港中学）、谢鸿

伟（盐田高级中学）。 

男子高中组 200米： 

一等奖：曾  文（盐港中学）、黄旭轩（盐港中学）、谢鸿

伟（盐田高级中学）。 

男子高中组 400米： 

一等奖：黄旭轩（盐港中学）、陈晓阳（盐田高级中学）、     

王秉睿（盐田高级中学）。 

二等奖：黄鹏祥（盐港中学）。 

男子高中组 800米： 

一等奖：王秉睿（盐田高级中学）、梁家彬（盐港中学）、     

周健行（盐港中学）。 

男子高中组 1500米： 

一等奖：王鹏睿（盐港中学）、梁家彬（盐港中学）、徐远

源（盐田高级中学）。 

男子高中组 5000米： 

一等奖：周春生（盐港中学）、王鹏睿（盐港中学）。 

男子高中组 110米栏： 

一等奖：李俊贤（盐港中学）、林思源（盐港中学）。 



78 

 

男子高中组 4 X 100 米接力： 

一等奖：深圳市盐港中学、深圳市盐田高级中学。 

男子高中组 6 X 800 米接力： 

一等奖：深圳市盐港中学、深圳市盐田高级中学。  

男子高中组 400米栏： 

一等奖：何炳星（盐港中学）、林思源（盐港中学）。 

男子高中组跳高： 

一等奖：周锐彬（盐港中学）、冯启泰（盐田高级中学）、     

彭思煌（盐港中学）。 

男子高中组跳远： 

一等奖：周锐彬（盐港中学）、何炳星（盐港中学）。 

男子高中组铅球： 

一等奖：许立理（盐港中学）、陈礼嘉（盐港中学）。 

男子高中组标枪： 

一等奖：许立理（盐港中学）、陈礼嘉（盐港中学）、冯启

泰（盐田高级中学 ）。 

男子高中组三级跳远： 

一等奖：黄建安（盐港中学）、李红磊（盐港中学）。 

女子高中组 100米： 

一等奖：雷玲玲（盐港中学）、朱銮婷（盐港中学）、梁珊

珊（盐田高级中学）。 

二等奖：黄  珊（盐田高级中学）。 

女子高中组 200米： 

一等奖：朱銮婷（盐港中学）、梁珊珊（盐田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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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丽敏（盐港中学）。 

女子高中组 400米： 

一等奖：罗桂敏（盐港中学）、刘嘉怡（盐港中学）。 

女子高中组 800米： 

一等奖：罗桂敏（盐港中学）、刘嘉怡（盐港中学）。 

女子高中组 1500米： 

一等奖：陈淑娜（盐港中学）、麦诗诗（盐港中学）。  

女子高中组 3000米： 

一等奖：陈淑娜（盐港中学）、麦诗诗（盐港中学）。 

女子高中组 100米栏： 

一等奖：吴晓珊（盐港中学）、李舒敏（盐港中学）。 

女子高中组 4 X 100 米接力： 

一等奖：深圳市盐港中学、深圳市盐田高级中学 。 

女子高中组 6 X 800 米接力： 

一等奖：深圳市盐港中学。 

女子高中组 400米栏： 

一等奖：胡丽敏（盐港中学）、戴文琦（盐港中学）。 

女子高中组跳高： 

一等奖：吴晓珊（盐港中学）、叶宇莹（盐港中学）、罗颂

齐（盐田高级中学）。 

女子高中组跳远： 

一等奖：雷玲玲（盐港中学）、黄  滢（盐港中学）。 

女子高中组铅球： 

一等奖：张  乐（盐港中学）、古如冰（盐港中学）、顿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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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盐田高级中学）。 

女子高中组标枪： 

一等奖：赵  敏（盐港中学）、李舒敏（盐港中学）。 

女子高中组三级跳远： 

一等奖：黄  滢（盐港中学）、叶宇莹（盐港中学）。 

男子初中组 100米： 

一等奖：吴或翰（田东中学）、骆  勇（实验学校）、陈杰

伦 （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曹家昌（实验学校）、田佳明（田东中学）、            

赖屹铭（外国语学校）、董成辉（云海学校）。 

男子初中组 200米： 

一等奖：马英凯（田东中学）、梁宁峰（实验学校）、         

陈凯洛（田东中学）。 

二等奖：李洛麒（外国语学校）、凌  翔（云海学校）、甄

浩龙（实验学校）、卢俊宜（云海学校）、强文涛（外国语

学校）。 

男子初中组 400米： 

一等奖：林颂行（田东中学）、 郑壮涛（实验学校）、        

江玄康（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陈旭荣（实验学校）、李凯欣（田东中学）、陈佳

辉（云海学校）、赖长鹏（云海学校）、余润雨（外国语学

校）。 

男子初中组 800米： 

一等奖：陈佳辉（云海学校）、高庆伟（云海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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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豪（实验学校）。 

二等奖：欧锋呈（外国语学校）、刘镇霆（田东中学）、       

韩家兴（实验学校）、李明煜（田东中学）。 

男子初中组 1500米： 

一等奖：林颂行（田东中学）、余  桢（实验学校）、赖长

鹏（云海学校）。 

二等奖：朱圳楷（实验学校）、曾祥琪（云海学校）、卢苏

德乐（田东中学）、陈杰伦（外国语学校）、黄敬诚（外国

语学校）。 

男子初中组 3000米： 

一等奖：嘟  嘟（实验学校）、张一博（云海学校）、黄睿

聪（田东中学）。 

二等奖：李昊霖（外国语学校）、刘学思（实验学校）、       

郑乾威（外国语学校）。 

男子初中组 110米栏： 

一等奖：郑壮涛（实验学校）、邓  杰（外国语学校）、       

温一凡（云海学校）。 

二等奖：陈旭荣（实验学校）、杨  政（云海学校）、张  棣

（外国语学校）。 

男子初中组 4 X 100 米接力： 

一等奖：深圳市田东中学、盐田区实验学校、盐田区云海学

校。 

二等奖：盐田区外国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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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初中组 6 X 800 米接力： 

一等奖：盐田区实验学校、盐田区云海学校、深圳市田东中

学。 

二等奖：盐田区外国语中学。 

男子初中组跳高： 

一等奖：郭睿臻（外国语学校）、林锭逸（外国语学校）、     

赖嘉宝（田东中学）。 

二等奖：李培源（田东中学）、刘学思（实验学校）、张家

俊（实验学校）、罗涛鹏（云海学校）、曾祥琪（云海学校）。 

男子初中组跳远： 

一等奖：胡  杨（外国语学校）、高庆伟（云海学校）、       

冯恩豪（田东中学）。 

二等奖：骆  勇（实验学校）、黄达奇（田东中学）、张  行

（实验学校）、匡伟能（外国语学校）。 

男子初中组铅球： 

一等奖：孙鸿基（田东中学）、赖奕瑄（外国语学校）、       

孙乐盛（田东中学）。 

二等奖：何宇鹏（实验学校）、陈天阳（云海学校）、李雨

振（实验学校）、李晨熙（外国语学校）、肖家豪（云海学

校）。 

男子初中组标枪： 

一等奖：钟佳俊（实验学校）、葛华源（田东中学）、王浩

文（实验学校）。 

二等奖：匡伟能（外国语学校）、卢俊宜（云海学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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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宝（田东中学）、凌  翔（云海学校）、刘凯瑞（外国语

学校）。 

男子初中组三级跳远： 

一等奖：温一凡（云海学校）、薛博文（实验学校）、林贵

如（田东中学）。 

二等奖：强文涛（外国语学校）、陈佳仕（云海学校）、       

吴或翰（田东中学）、韩家兴（实验学校）。 

女子初中组 100米： 

一等奖：郭岚雨（外国语学校）、张原榕（田东中学）、       

黄博琪（云海学校）。 

二等奖：洪婉如（田东中学）、郑佳敏（实验学校）、孔  灵

（实验学校）、徐  玥（外国语学校）、廖思霞（云海学校）。 

女子初中组 200米： 

一等奖：吴雅丽（实验学校）、沈  慧（田东中学）、杨悦

悦（实验学校）。 

二等奖：吴小惠（云海学校）、袁宝悦（外国语学校）、肖  

嘉（外国语学校）、黄银珠（田东中学）、潘  晨（云海学

校）。 

女子初中组 400米： 

一等奖：杨诗倪（田东中学）、黄  玮（云海学校）、赖咨

颖（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方可盈（实验学校）、李  睿（外国语学校）、邹

慧霞（实验学校）、廖冰琪（云海学校）、魏禧婷（田东中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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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初中组 800米： 

一等奖：张原榕（田东中学）、陈云娜（实验学校）、何悦

铭（云海学校）。 

二等奖：唐家敏（云海学校）、张  利（实验学校）、魏禧

婷（田东中学）、周妤琦（外国语学校）、蔡嘉玲（外国语

学校）。 

女子初中组 1500米： 

一等奖：杨诗倪（田东中学）、陈嘉慧（实验学校）、黄  玮

（云海学校）。 

二等奖：廖桦淇（外国语学校）、成明芳（实验学校）、张

钰茜（云海学校）、简乐雅（外国语学校）。 

女子初中组 3000米： 

一等奖：王聖楠（实验学校）、管燕君（实验学校）、黄银

珠（田东中学）。 

二等奖：杨丽娜（云海学校）、梁咏儿（田东中学）、冯晨

澄（云海学校）。 

女子初中组 100米栏： 

一等奖：杨悦悦（实验学校）、黄嘉欣（田东中学）、黄博

琪（云海学校）。 

二等奖：杨丽娜 （云海学校）、周玉凤 （实验学校）。 

女子初中组 4 X 100 米接力： 

一等奖：深圳市田东中学、盐田区实验学校、盐田区云海学

校。 

二等奖：盐田区外国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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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初中组 6 X 800 米接力： 

一等奖：盐田区实验学校、盐田区云海学校、盐田区外国语

中学。 

二等奖：深圳市田东中学。 

女子初中组跳高： 

一等奖：方秋璇（实验学校）、郭敏妍（田东中学）、郑煜

敏（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周玉凤（实验学校）、包雨涵（云海学校）。 

女子初中组跳远： 

一等奖：沈  慧（田东中学）、蔡依师（外国语学校）、周

妤琦（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罗沁琳（田东中学）廖冰琪（云海学校）、陈宝玉

（实验学校）、陈云娜（实验学校）、吴小惠（云海学校）。 

女子初中组铅球： 

一等奖：杨雅琦（田东中学）、张珍珍（实验学校）、庞天

欣（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孟超然（实验学校）、龙欣雨（外国语学校）、       

曹芷诺（田东中学）。 

女子初中组标枪： 

一等奖：张乐乐（外国语学校）、陈家琪（田东中学）、       

王昱婷（实验学校）。 

二等奖：洪婉如（田东中学）、焦博琳（外国语学校）、       

赵翊含（实验学校）、陈梅珍（云海学校）、张钰茜（云海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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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初中组三级跳远： 

一等奖：何雨芯（外国语学校）、黄嘉欣（田东中学）、       

潘  晨（云海学校）。 

二等奖：唐家敏（云海学校）、钟幸余（外国语学校）、       

孔  灵（实验学校）、方可盈（实验学校）。 

男子小学组 100米： 

一等奖：凌星林（盐港小学）、李林峰（乐群小学）、罗  丹

（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二等奖：荣  幸（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林嘉钦（海涛

小学）、林文杰（海涛小学）、张伟健（外国语小学东和分

校）、杜瑞嘉（田东小学）。 

三等奖：冯沛杰（田心小学）、姬鹏扬（乐群小学）、何景

桐（田东小学）、游泽凯（盐港小学）、吴亦桐（庚子首义

中山纪念学校）、吴勇彬（林园小学）、夏雨阳（田心小学）、

廖盛扬（林园小学）、潘梓豪（梅沙小学）、钟健飞（外国

语小学）、叶观琪（外国语小学）、石一凡（梅沙小学）。 

男子小学组 200米： 

一等奖：吴佳鹏（海涛小学）、徐铠邦（海涛小学）、刘璐

碣（田东小学）。 

二等奖：杨毅超（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吴宝军（庚子首

义中山纪念学校）、李有爽（乐群小学）、卢柏成（田心小

学）、林  国（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三等奖：朱浩然（田东小学）、蔡嘉峻（外国语小学东和分

校）、郑昊民（乐群小学）、陈正楠（盐港小学）、黄家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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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港小学）、杨登程（林园小学）、黄子田（外国语小学）、

吴司瀚（外国语小学）、傅世通（梅沙小学）、冯都哲（林

园小学）、张治恒（梅沙小学）。 

男子小学组 400米： 

一等奖：刘璐豪（田东小学）、李培杰（外国语小学东和分

校）、古旭虔（乐群小学）。 

二等奖：林墨程（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蔡俊键（乐群小

学）、郑永乐（海涛小学）、黄晓鹏（海涛小学）、刘泽宇

（田心小学）。 

三等奖：隆沿镜（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徐启顺（庚子

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陈志杰（田东小学）、刘永锋（林园

小学）、罗铭皓（田心小学）、余文浩（外国语小学）、毛

彬彬 （盐港小学）、杨承毅（外国语小学）、黄熠楷（梅

沙小学）、余锦升（林园小学）、秦圳鹏（盐港小学）、龚

子堤（梅沙小学）。 

男子小学组 800米： 

一等奖：刘璐碣（田东小学）、古旭虔（乐群小学）、李培

杰（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二等奖：杨毅超（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林  国（庚子首

义中山纪念学校）、刘永锋（林园小学）、谢承峻（庚子首

义中山纪念学校）、谢宇轩（田心小学）。 

三等奖：潘祁伟（梅沙小学）、陈志濠（海涛小学）、杨皓

轩（乐群小学）、邓小宇（海涛小学）、罗铭皓（田心小学）、

冯都哲（林园小学）、高益成（外国语小学）、刘梓洋（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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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小学）、黄禹瑞（外国语小学）、张卓军（梅沙小学）、

赖俊昕（盐港小学）。 

男子小学组 1500米： 

一等奖：隆沿镜（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刘泽成（田东

小学）、林墨程（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二等奖：姚志宇（田东小学）、徐启顺（庚子首义中山纪念

学校）、袁志成（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龙嘉成（乐群小

学）、黄晓鹏（海涛小学）。 

三等奖：郑永乐（海涛小学）、李易威（盐港小学）、叶观

琪（外国语小学）、刘林生（林园小学）、金一帆（乐群小

学）、毛彬彬（盐港小学）、陆  贽（梅沙小学）、屈平平

（林园小学）、谢昊霖（田心小学）、盛阳晨（梅沙小学）、

库圳杰（外国语小学）。 

男子小学组 4 X 100 米接力： 

一等奖：盐田区海涛小学、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盐

田区乐群小学。 

二等奖：盐田区田东小学、盐田区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盐田区田心小学、盐田区盐港小学、盐田区林园小学。 

三等奖：盐田区外国语小学、盐田区梅沙小学。 

男子小学组 6 X 800 米接力： 

一等奖：盐田区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盐田区外国语小学

东和分校、盐田区田东小学。 

二等奖：盐田区乐群小学、盐田区海涛小学、盐田区田心小

学、盐田区外国语小学、盐田区林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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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盐田区盐港小学、盐田区梅沙小学。 

男子小学组跳高： 

一等奖：陈卓然（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黄健诚（外国语

小学东和分校）、徐妙童（田心小学）。 

二等奖：杨登程（林园小学）、黄熠楷（梅沙小学）、叶文

杰（田心小学）、翟仪飞（田东小学）、张力友（乐群小学）。 

三等奖：吴宝军（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肖子豪（田东

小学）、李子濠（海涛小学）、卢怡康（乐群小学）、陈志

濠（海涛小学）、邢  磊（盐港小学）、吴勇彬（林园小学）、

吴亦桐（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沈福聪（盐港小学）、    

高益成（外国语小学）、陈科宇（外国语小学）。 

男子小学组跳远： 

一等奖：林嘉钦（海涛小学）、罗仁希（外国语小学）、李

林峰（乐群小学）。 

二等奖：吴佳鹏（海涛小学）、李有爽（乐群小学）、荣  幸

（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蔡嘉峻（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邓圳杰（林园小学）。 

三等奖：罗  丹（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熊光瑞（梅沙小

学）、陈正楠（盐港小学）、郑子皓（田心小学）、蒋易宸

（田东小学）、张想远（田东小学）、朱梓铭（田心小学）、

谢景鹏（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游泽凯（盐港小学）、

陈明杰（梅沙小学）、肖振宇（林园小学）。 

男子小学组铅球： 

一等奖：钱文武（海涛小学）、张  力（外国语小学）、       



90 

 

李睿恒（田心小学）。 

二等奖：陈嘉颖（田心小学）、杜瑞嘉（田东小学）、张学

朋（乐群小学）、徐豪轩（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林文杰

（海涛小学）。 

三等奖：蒋修旗（盐港小学）、张博闻（梅沙小学）、林  灏

（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侯泽明（梅沙小学）、姚  豪（庚

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蔡杰礼（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

龚飞扬（盐港小学）、庄铠升（林园小学）、黄子田（外国

语小学）、毕明明（林园小学）、王渊博（田东小学）、赵

彦斐（乐群小学）。 

女子小学组 100米： 

一等奖：丘依欣（田心小学）、何佳丽（盐港小学）、茱丽

叶（田心小学）。 

二等奖：吴玉锦（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郑慧敏（庚子首

义中山纪念学校）、王语桢（海涛小学）、朱梓琦（林园小

学）、邱  月（乐群小学）。 

三等奖：刘华瑜（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魏文洁（海涛小

学）、罗  雅（乐群小学）、张  月（田东小学）、贾若茜

（外国语小学）、何  睿（林园小学）、陈一依（梅沙小学）、

陈怡瑾（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女子小学组 200米： 

一等奖：陈子蔚（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叶佳睿（外国语

小学东和分校）、李珈谊（田心小学）。 

二等奖：杨萍萍（海涛小学）、胡如萍（田东小学）、刘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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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林园小学）、彭莉茹（乐群小学）、王淑芬（海涛小学）。 

三等奖：林雅静（田心小学）、万奕钧（梅沙小学）、朱庭

君 （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孙坍婷（田东小学）、罗

珍熙（盐港小学）、詹卓奕（乐群小学）、黎欣豫（庚子首

义中山纪念学校）、李锹湮（林园小学）、宋  飞（外国语

小学）、徐娜娜（梅沙小学）、张  玲（盐港小学）、利俊

荭（外国语小学）。 

女子小学组 400米： 

一等奖：叶  盈（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丁  睿（外国

语小学东和分校）、赖绮雯（海涛小学）。 

二等奖：邓佳颖（田东小学）、张子怡（田东小学）、彭绮

雯（盐港小学）、赵睿琳（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金恒

羽（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三等奖：郭智慧（外国语小学）、温颖燊（海涛小学）、曹

诗涵（田心小学）、廖  颖（林园小学）、王椅锐（盐港小

学）、苏  悦（外国语小学）、邹升月（乐群小学）、张锦

璐（林园小学）、刘  玮（乐群小学）、李佳桐（田心小学）、

钟金言（梅沙小学）。 

女子小学组 800米： 

一等奖：钟鑫燕（田东小学）、张子怡（田东小学）、魏文

洁（海涛小学）。 

二等奖：赖绮雯（海涛小学）、刘家燕（乐群小学）、蔡馨

玥 （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曹诗涵（田心小学）、郑慧

敏（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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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廖  颖（林园小学）、王椅锐（盐港小学）、张  晨

（田心小学）、刘菲菲（林园小学）、彭绮雯（盐港小学）、

李晓静（乐群小学）、陈绮楠（外国语小学）、朱思媛（庚

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谢佳怡（梅沙小学）、罗采薇（外

国语小学）。 

女子小学组 1500米： 

一等奖：叶  盈（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杨  燦（林

园小学）、黄甜子（田东小学）。 

二等奖：李建桦（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邓佳颖（田东小

学）、温颖燊（海涛小学）、黄丹艺（田心小学）、赵睿琳

（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三等奖：丁  睿（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刘薇薇（乐群小

学）、沈婉熙（梅沙小学）、卢简萌（外国语小学）、胡雨

馨（盐港小学）、王舒圆（乐群小学）、将若昕（海涛小学）、

梁心怡（盐港小学）、颜  榕（梅沙小学）、陈  港（外国

语小学）。 

女子小学组 4 X 100 米接力： 

一等奖：盐田区田心小学、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盐

田区海涛小学。 

二等奖：盐田区林园小学、盐田区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盐田区田东小学、盐田区乐群小学、盐田区盐港小学。 

三等奖：盐田区梅沙小学、盐田区外国语小学。 

女子小学组 6 X 800 米接力： 

一等奖：盐田区田东小学、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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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海涛小学。 

二等奖：盐田区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盐田区林园小学、

盐田区盐港小学、盐田区乐群小学、盐田区田心小学。 

三等奖：盐田区梅沙小学、盐田区外国语小学。 

女子小学组跳高： 

一等奖：郑  朵（乐群小学）、彭  铭（乐群小学）、吴玉

锦（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二等奖：卢简萌（外国语小学）、林  静（庚子首义中山纪

念学校）、廖子焱（海涛小学）、齐梦遥（盐港小学）、刘  

晨（盐港小学）。 

三等奖：王涵蓉（田东小学）、黎诗允（林园小学）、戚恩

慧（田心小学）、郭智慧（外国语小学）、张晓晴（外国语

小学东和分校）、彭鑫茹（梅沙小学）、朱庭君（庚子首义

中山纪念学校）、强可欣（田心小学）、陈美妮（田东小学）、

吴文杰（梅沙小学）、王紫茗（林园小学）、将若昕（海涛

小学）。 

女子小学组跳远： 

一等奖：许瑞雯（外国语小学）、刘颖靓（外国语小学东和

分校）、李晓静（乐群小学）。 

二等奖：杨萍萍（海涛小学）、彭莉茹（乐群小学）、李珈

谊（田心小学）、丘依欣（田心小学）、叶佳睿（外国语小

学东和分校）。 

三等奖：黎欣豫（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袁  鑫（田东

小学）、李锹湮（林园小学）、李馨怡（梅沙小学）、钟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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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田东小学）、何佳丽（盐港小学）、陈怡瑾（庚子首义

中山纪念学校）、王淑芬（海涛小学）、张思晨（林园小学）、

吴思怡（梅沙小学）、于欣蕊（盐港小学）。 

女子小学组铅球： 

一等奖：雷启萌（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罗佳欣（庚子首

义中山纪念学校）、茱丽叶（田心小学）。 

二等奖：张  月（田东小学）、李佳鑫（田心小学）、林思

曼（海涛小学）、黄嘉琪（乐群小学）、詹卓奕（乐群小学）。 

三等奖：曾  宜（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徐悦丽（海涛小

学）、危熙钰（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刘雨诗（盐港小

学）、王佳艺（外国语小学）、张思晨（林园小学）、陈  忆

（田东小学）。 

 

体育道德风尚奖团体 

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盐田区海涛小学、 

盐田区实验学校、深圳市盐港中学。 

体育道德风尚奖个人 

    领  队：雷凤晖（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教练员：刘慧芳（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运动员：钱文武（盐田区海涛小学）； 

裁判员：杨  静（盐田区海涛小学）； 

工作人员：荆云明（深圳市盐港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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