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宁·红双喜杯” 2018年全国业余乒乓球锦标赛(北部赛区)报名名单公示

参赛单位 序号
参赛

组别
代表队 姓名 性别

团体

年龄段

单打

年龄段
年龄 领队 教练

一、北京

1 男甲 北京代表队男一队 柳  洋 男 30-39 30-49 31 白金荣 赵运杰

2 男甲 北京代表队男一队 石  磊 男 30-39 30-49 30 白金荣 赵运杰

3 男甲 北京代表队男一队 吴  震 男 40-49 30-49 41 白金荣 赵运杰

4 男甲 北京代表队男一队 艾  伟 男 40-49 30-49 44 白金荣 赵运杰

5 男甲 北京代表队男一队 周  杰 男 50-59 50以上 55 白金荣 赵运杰

6 男甲 北京代表队男一队 樊其军 男 50-59 50以上 53 白金荣 赵运杰

7 男甲 北京代表队男一队 赵运杰 男 60以上 50以上 60 白金荣 赵运杰

8 男甲 北京代表队男一队 刘建根 男 60以上 50以上 63 白金荣 赵运杰

9 女甲 北京代表队女一队 尤  溪 女 30-39 30-49 37 徐学鹏 王占军

10 女甲 北京代表队女一队 徐  娜 女 30-39 30-49 34 徐学鹏 王占军

11 女甲 北京代表队女一队 朱  芳 女 40-49 30-49 42 徐学鹏 王占军

12 女甲 北京代表队女一队 赵  颖 女 40-49 30-49 40 徐学鹏 王占军

13 女甲 北京代表队女一队 赵玉英 女 50-59 50以上 52 徐学鹏 王占军

14 女甲 北京代表队女一队 吴  薇 女 50-59 50以上 54 徐学鹏 王占军

15 女甲 北京代表队女一队 孙  敏 女 60以上 50以上 64 徐学鹏 王占军

16 女甲 北京代表队女一队 罗沈茹 女 60以上 50以上 65 徐学鹏 王占军

17 男乙  北京代表队男二队 顼  鑫 男 30-39 30-49 34 赵立顺 关华安

18 男乙  北京代表队男二队 戴  远 男 40-49 30-49 42 赵立顺 关华安

19 男乙  北京代表队男二队 周  峻 男 40-49 30-49 46 赵立顺 关华安

20 男乙  北京代表队男二队 张红勇 男 50-59 50以上 51 赵立顺 关华安

21 男乙  北京代表队男二队 刘冬日 男 50-59 50以上 56 赵立顺 关华安



一、北京

22 男乙  北京代表队男二队 孙  虎 男 60以上 50以上 62 赵立顺 关华安

23 男乙  北京代表队男二队 蔡长墅 男 60以上 50以上 63 赵立顺 关华安

24 女乙 北京代表队女二队 郑倩倩 女 30-39 30-49 30 张  滨 赵国荣

25 女乙 北京代表队女二队 刘  爽 女 30-39 30-49 30 张  滨 赵国荣

26 女乙 北京代表队女二队 孙梅玲 女 40-49 30-49 45 张  滨 赵国荣

27 女乙 北京代表队女二队 梁  红 女 40-49 50以上 55 张  滨 赵国荣

28 女乙 北京代表队女二队 高树萍 女 50-59 50以上 53 张  滨 赵国荣

29 女乙 北京代表队女二队 岳  红 女 50-59 50以上 56 张  滨 赵国荣

30 女乙 北京代表队女二队 付小蓉 女 60以上 50以上 66 张  滨 赵国荣

31 女乙 北京代表队女二队 陈秀芳 女 60以上 50以上 64 张  滨 赵国荣

二、天津

32 男乙 天津龙悦乒乓球俱乐部 赵  健 男 30-39 30-49 36 刘建山 李广海

33 男乙 天津龙悦乒乓球俱乐部 白  峰 男 40-49 50以上 55 刘建山 李广海

34 男乙 天津龙悦乒乓球俱乐部 胡广余 男 50-59 50以上 55 刘建山 李广海

35 男乙 天津龙悦乒乓球俱乐部 刘建山 男 60以上 50以上 65 刘建山 李广海

36 男乙 天津龙悦乒乓球俱乐部 陈士义 男 60以上 50以上 62 刘建山 李广海

三、河北

37 男甲 河北北戴河区树人中学 吴  刚 男 30-39 30-49 34 师建国 郝贵忠

38 男甲 河北北戴河区树人中学 李振涛 男 40-49 30-49 42 师建国 郝贵忠

39 男甲 河北北戴河区树人中学 高  安 男 40-49 30-49 45 师建国 郝贵忠

40 男甲 河北北戴河区树人中学 王石宁 男 50-59 50以上 55 师建国 郝贵忠

41 男甲 河北北戴河区树人中学 解冬冬 男 50-59 50以上 50 师建国 郝贵忠

42 男甲 河北北戴河区树人中学 董福奎 男 60以上 50以上 64 师建国 郝贵忠

43 男甲 河北北戴河区树人中学 王建军 男 60以上 50以上 63 师建国 郝贵忠

44 男乙 河北定兴瑞驰乒乓球俱乐部 王会来 男 30-39 30-49 31 张建 刘文清



三、河北

45 男乙 河北定兴瑞驰乒乓球俱乐部 程栋良 男 30-39 30-49 38 张建 刘文清

46 男乙 河北定兴瑞驰乒乓球俱乐部 霍  光 男 40-49 30-49 43 张建 刘文清

47 男乙 河北定兴瑞驰乒乓球俱乐部 白又生 男 50-59 50以上 55 张建 刘文清

48 男乙 河北定兴瑞驰乒乓球俱乐部 杨文革 男 50-59 50以上 52 张建 刘文清

49 男乙 河北定兴瑞驰乒乓球俱乐部 马秉权 男 60以上 50以上 65 张建 刘文清

50 男乙 河北定兴瑞驰乒乓球俱乐部 周爱民 男 60以上 50以上 66 张建 刘文清

51 女乙 河北乒协队 孟子琪 女 30-39 30-49 31 郭嘉
张键茹

周爱民

52 女乙 河北乒协队 金玲玲 女 30-39 30-49 37 郭嘉
张键茹

周爱民

53 女乙 河北乒协队 杨新红 女 40-49 30-49 43 郭嘉
张键茹

周爱民

54 女乙 河北乒协队 李新华 女 50-59 50以上 54 郭嘉
张键茹

周爱民

55 女乙 河北乒协队 刘  君 女 50-59 50以上 56 郭嘉
张键茹

周爱民

56 女乙 河北乒协队 张翠兰 女 60以上 50以上 65 郭嘉
张键茹

周爱民

57 女乙 河北乒协队 焦百炼 女 60以上 50以上 63 郭嘉
张键茹

周爱民

四、山西

58 女乙 山西省太原市民营阳光队 杨尹苗 女 30-39 30-49 33 李晓玉 靳桂英

59 女乙 山西省太原市民营阳光队 李晓玉 女 40-49 50以上 58 李晓玉 靳桂英

60 女乙 山西省太原市民营阳光队 田小萍 女 40-49 50以上 56 李晓玉 靳桂英

61 女乙 山西省太原市民营阳光队 靳桂英 女 50-59 50以上 55 李晓玉 靳桂英

62 女乙 山西省太原市民营阳光队 孙玉香 女 60以上 50以上 64 李晓玉 靳桂英

五、内蒙古

63 男乙 内蒙古自治区乒乓球协会代表队 陈立国 男 30-39 30-49 32 张清河 张德臣

64 男乙 内蒙古自治区乒乓球协会代表队 刘文渊 男 30-39 30-49 49 张清河 张德臣

65 男乙 内蒙古自治区乒乓球协会代表队 王文多 男 40-49 30-49 48 张清河 张德臣

66 男乙 内蒙古自治区乒乓球协会代表队 朱  强 男 40-49 30-49 45 张清河 张德臣

67 男乙 内蒙古自治区乒乓球协会代表队 周  君 男 50-59 50以上 55 张清河 张德臣



五、内蒙古

68 男乙 内蒙古自治区乒乓球协会代表队 杨  明 男 50-59 50以上 57 张清河 张德臣

69 男乙 内蒙古自治区乒乓球协会代表队 刘  森 男 60以上 50以上 64 张清河 张德臣

70 男乙 内蒙古自治区乒乓球协会代表队 陈有清 男 60以上 50以上 61 张清河 张德臣

71 女乙 内蒙古自治区乒乓球协会代表队 王雅涛 女 30-39 30-49 34 色日格楞 孙建功

72 女乙 内蒙古自治区乒乓球协会代表队 张金梅 女 40-49 30-49 43 色日格楞 孙建功

73 女乙 内蒙古自治区乒乓球协会代表队 张红钰 女 40-49 50以上 53 色日格楞 孙建功

74 女乙 内蒙古自治区乒乓球协会代表队 潘素萍 女 50-59 50以上 55 色日格楞 孙建功

75 女乙 内蒙古自治区乒乓球协会代表队 李国华 女 60以上 50以上 69 色日格楞 孙建功

六、山东省

76 男甲 山东滨州代表队 夏  冰 男 30-39 30-49 34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77 男甲 山东滨州代表队 周  阳 男 30-39 30-49 32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78 男甲 山东滨州代表队 王  涛 男 40-49 30-49 40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79 男甲 山东滨州代表队 刘  伟 男 50-59 50以上 55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80 男甲 山东滨州代表队 于志强 男 60以上 50以上 65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81 男乙 山东滨州代表队 于国超 男 30-39 30-49 33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82 男乙 山东滨州代表队 冯  强 男 40-49 30-49 46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83 男乙 山东滨州代表队 赵  波 男 50-59 50以上 52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84 男乙 山东滨州代表队 林建国 男 50-59 50以上 59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85 男乙 山东滨州代表队 付志勇 男 60以上 50以上 60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86 男乙 山东滨州代表队 王  勇 男 60以上 50以上 61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87 女甲 山东滨州代表队 商静雅 女 30-39 30-49 33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88 女甲 山东滨州代表队 韩  艳 女 30-39 30-49 32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89 女甲 山东滨州代表队 李  霞 女 40-49 30-49 46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90 女甲 山东滨州代表队 迂秀萍 女 50-59 50以上 58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六、山东省

91 女甲 山东滨州代表队 徐向秋 女 60以上 50以上 60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92 女乙 山东滨州代表队 任立园 女 30-39 30-49 32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93 女乙 山东滨州代表队 柳  丽 女 40-49 30-49 40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94 女乙 山东滨州代表队 李淑梅 女 50-59 50以上 53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95 女乙 山东滨州代表队 韩  丽 女 50-59 50以上 52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96 女乙 山东滨州代表队 丁爱云 女 60以上 50以上 64 于志刚
黄鲁川

商力

97 男甲 山东省乒协 朱利斌 男 30-39 30-49 34 赵文孝 赵志锦

98 男甲 山东省乒协 丁  刚 男 40-49 30-49 43 赵文孝 赵志锦

99 男甲 山东省乒协 何传勇 男 50-59 50以上 54 赵文孝 赵志锦

100 男甲 山东省乒协 赵来平 男 60以上 50以上 60 赵文孝 赵志锦

101 女甲 山东省乒协 张梦涵 女 30-39 30-49 31 韩明娟 赵志锦

102 女甲 山东省乒协 王晓婷 女 30-39 30-49 35 韩明娟 赵志锦

103 女甲 山东省乒协 徐桂珍 女 40-49 50以上 58 韩明娟 赵志锦

104 女甲 山东省乒协 高  辉 女 50-59 50以上 52 韩明娟 赵志锦

105 女甲 山东省乒协 胡风兰 女 60以上 50以上 60 韩明娟 赵志锦

106 男乙 山东省乒协 李先明 男 30-39 30-49 31 赵文孝 赵志锦

107 男乙 山东省乒协 李  伟 男 40-49 30-49 42 赵文孝 赵志锦

108 男乙 山东省乒协 孟晓旭 男 40-49 30-49 43 赵文孝 赵志锦

109 男乙 山东省乒协 丁  久 男 50-59 50以上 53 赵文孝 赵志锦

110 男乙 山东省乒协 杨  晓 男 50-59 50以上 54 赵文孝 赵志锦

111 男乙 山东省乒协 刘鲁光 男 60以上 50以上 62 赵文孝 赵志锦

112 女乙 山东省乒协 赵  艺 女 30-39 30-49 34 赵文孝 赵志锦

113 女乙 山东省乒协 时  群 女 40-49 30-49 40 赵文孝 赵志锦



六、山东省

114 女乙 山东省乒协 袁洪丽 女 50-59 50以上 54 赵文孝 赵志锦

115 女乙 山东省乒协 李世红 女 60以上 50以上 63 赵文孝 赵志锦

七、河南

116 女甲 河南省新乡市乒乓球协会 孟玲玲 女 30-39 30-49 39 金光旭 娄飞雪

117 女甲 河南省新乡市乒乓球协会 娄飞雪 女 40-49 30-49 41 金光旭 娄飞雪

118 女甲 河南省新乡市乒乓球协会 陈白云 女 50-59 50以上 53 金光旭 娄飞雪

119 女甲 河南省新乡市乒乓球协会 蒋  兢 女 50-59 50以上 52 金光旭 娄飞雪

120 女甲 河南省新乡市乒乓球协会 胡礼燕 女 60以上 50以上 65 金光旭 娄飞雪

121 男乙 河南省新乡市乒乓球协会 金光旭 男 30-39 30-49 39 金光旭 娄飞雪

122 男乙 河南省新乡市乒乓球协会 姚瑞祥 男 30-39 30-49 47 金光旭 娄飞雪

123 男乙 河南省新乡市乒乓球协会 杜  巍 男 40-49 30-49 40 金光旭 娄飞雪

124 男乙 河南省新乡市乒乓球协会 杨建军 男 40-49 30-49 48 金光旭 娄飞雪

125 男乙 河南省新乡市乒乓球协会 陈龙民 男 50-59 50以上 52 金光旭 娄飞雪

126 男乙 河南省新乡市乒乓球协会 刘长江 男 50-59 50以上 54 金光旭 娄飞雪

127 男乙 河南省新乡市乒乓球协会 吴濮生 男 60以上 50以上 64 金光旭 娄飞雪

128 女乙 河南女队 赵  磊 女 30-39 30-49 36 赵红军 郭佩秋

129 女乙 河南女队 陈  静 女 40-49 30-49 41 赵红军 郭佩秋

130 女乙 河南女队 魏晓峰 女 40-49 30-49 41 赵红军 郭佩秋

131 女乙 河南女队 裴晨霞 女 50-59 50以上 50 赵红军 郭佩秋

132 女乙 河南女队 郭佩秋 女 60以上 50以上 62 赵红军 郭佩秋

八、西藏

133 男乙 西藏乒协男队 陈之强 男 30-39 30-49 36 刘盛福 黄伟虎

134 男乙 西藏乒协男队 孙兆强 男 40-49 30-49 44 刘盛福 黄伟虎

135 男乙 西藏乒协男队 赵会生 男 50-59 50以上 50 刘盛福 黄伟虎

136 男乙 西藏乒协男队 多  嘉 男 60以上 50以上 65 刘盛福 黄伟虎



八、西藏

137 男乙 西藏乒协男队 刘盛福 男 60以上 50以上 74 刘盛福 黄伟虎

138 女乙 西藏乒协女队 刘雯雯 女 30-39 30-49 34 多嘉 黄伟虎

139 女乙 西藏乒协女队 格桑卓嘎 女 40-49 50以上 52 多嘉 黄伟虎

140 女乙 西藏乒协女队 索娜卓嘎 女 50-59 50以上 55 多嘉 黄伟虎

141 女乙 西藏乒协女队 其美卓嘎 女 50-59 50以上 58 多嘉 黄伟虎

142 女乙 西藏乒协女队 仓姆拉 女 60以上 50以上 72 多嘉 黄伟虎

九、陕西

143 男甲 陕西省华山论剑传媒公司 薛  刚 男 30-39 30-49 39 白海宁 王希海

144 男甲 陕西省华山论剑传媒公司 王海峰 男 30-39 30-49 32 白海宁 王希海

145 男甲 陕西省华山论剑传媒公司 毛新辉 男 40-49 30-49 43 白海宁 王希海

146 男甲 陕西省华山论剑传媒公司 吴兆敏 男 50-59 50以上 56 白海宁 王希海

147 男甲 陕西省华山论剑传媒公司 余华青 男 60以上 50以上 66 白海宁 王希海

148 女乙 陕西省乒协女队 鲁婷婷 女 30-39 30-49 34 南楠 赵体华

149 女乙 陕西省乒协女队 吴艳玲 女 40-49 30-49 45 南楠 赵体华

150 女乙 陕西省乒协女队 王彩琴 女 50-59 50以上 57 南楠 赵体华

151 女乙 陕西省乒协女队 刘金枝 女 60以上 50以上 61 南楠 赵体华

十、甘肃

152 女甲 甘肃巍雅斯女子代表队 刘  勤 女 30-39 30-49 40 裴正江 裴明宏

153 女甲 甘肃巍雅斯女子代表队 赵红莲 女 40-49 30-49 45 裴正江 裴明宏

154 女甲 甘肃巍雅斯女子代表队 李  薇 女 50-59 50以上 56 裴正江 裴明宏

155 女甲 甘肃巍雅斯女子代表队 张仙英 女 60以上 50以上 63 裴正江 裴明宏

156 男乙 兰州市代表队 赵洁冰 男 30-39 30-49 31 史存瑞
张睿

张晨曦

157 男乙 兰州市代表队 朱文东 男 30-39 30-49 31 史存瑞
张睿

张晨曦

158 男乙 兰州市代表队 瞿广青 男 40-49 30-49 49 史存瑞
张睿

张晨曦

159 男乙 兰州市代表队 吕建雄 男 40-49 30-49 49 史存瑞
张睿

张晨曦



十、甘肃

160 男乙 兰州市代表队 杨  涛 男 50-59 50以上 51 史存瑞
张睿

张晨曦

161 男乙 兰州市代表队 史存瑞 男 60以上 50以上 64 史存瑞
张睿

张晨曦

162 男乙 兰州市代表队 任  伟 男 60以上 50以上 60 史存瑞
张睿

张晨曦

163 女乙 甘肃省女子代表队 李艳梅 女 30-39 30-49 36 韩力
宋建农

张乐华

164 女乙 甘肃省女子代表队 刘淑红 女 40-49 30-49 43 韩力
宋建农

张乐华

165 女乙 甘肃省女子代表队 周玉红 女 50-59 50以上 52 韩力
宋建农

张乐华

166 女乙 甘肃省女子代表队 赵爱萍 女 60以上 50以上 62 韩力
宋建农

张乐华

十一、青海

167 男甲 青海乐都嘉育俱乐部 周卫东 男 30-39 50以上 51 谢有铭 谢有铭

168 男甲 青海乐都嘉育俱乐部 许国辉 男 40-49 50以上 53 谢有铭 谢有铭

169 男甲 青海乐都嘉育俱乐部 张忠奎 男 50-59 50以上 65 谢有铭 谢有铭

170 男甲 青海乐都嘉育俱乐部 谢有铭 男 50-59 50以上 56 谢有铭 谢有铭

171 男甲 青海乐都嘉育俱乐部 许天二 男 60以上 50以上 66 谢有铭 谢有铭

172 男乙  青海电力公司代表队 范泽隆 男 30-39 30-49 34 徐勇 范泽隆

173 男乙  青海电力公司代表队 金正乐 男 30-39 30-49 32 徐勇 范泽隆

174 男乙  青海电力公司代表队 徐  勇 男 40-49 50以上 54 徐勇 范泽隆

175 男乙  青海电力公司代表队 张岩军 男 50-59 50以上 59 徐勇 范泽隆

176 男乙  青海电力公司代表队 金国湖 男 60以上 50以上 62 徐勇 范泽隆

177 女乙 青海电力公司代表队 柳娴娴 女 30-39 30-49 43 徐勇 范泽隆

178 女乙 青海电力公司代表队 乔丽娟 女 40-49 30-49 44 徐勇 范泽隆

179 女乙 青海电力公司代表队 陈晓宁 女 40-49 30-49 47 徐勇 范泽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