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 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总决赛） 

裁判员名单 

 

序号 岗位 姓名 单位 剑种 裁判等级 

1 比赛监督 储石生 江苏   

2 技术委员会 主任 乔敏 湖北   

3 技术委员会 成员 卢刚 安徽   

4 技术委员会 成员 张毅 广东   

5 技术委员会 成员 杨震 天津   

6 技术委员会 成员 罗平北 北京   

7 技术委员会 成员 赵传杰 上海   

8 编排 蒋穗(女) 江苏   

9 器材 王志强 江苏   

10 器材 孙小明 江苏   

11 器材 伍力 自剑中心   

12 裁判员 王荔(女) 江苏 花剑 国际级 

13 裁判员 张蕾(女) 江苏 花剑 国家级 

14 裁判员 李响 江苏 花剑 一级 

15 裁判员 李达 北京 花剑 国家级 

16 裁判员 王波 福建 花剑 国际级 

17 裁判员 强博文 上海 花剑 国家级 



18 裁判员 冯晓军 陕西 花剑 国家级 

19 裁判员 魏峥 山西 花剑 国家级 

20 裁判员 俞利斌 浙江 花剑 一级 

21 裁判员 张岐峰 辽宁 花剑 一级 

22 裁判员 彭怡玥(女) 云南 花剑 一级 

23 裁判员 王国庆 安徽 花剑 一级 

24 裁判员 贾淼瀚 安徽 花剑 一级 

25 裁判员 黄敏娜(女) 广东 花剑 一级 

26 裁判员 苏婉文(女) 广东 花剑 一级 

27 裁判员 姚一多 天津 花剑 一级 

28 裁判员 姚倩(女) 江苏 重剑 国际级 

29 裁判员 贾亚洁(女) 山西 重剑 国家级 

30 裁判员 季文川 河南 重剑 一级 

31 裁判员 宋佳 北京 佩剑 国家级 

32 裁判员 王楠 北京 佩剑 国家级 

33 裁判员 刘珊(女) 北京 佩剑 一级 

34 裁判员 李侠(女) 北京 佩剑 一级 

35 裁判员 黄海洋(女) 江苏 佩剑 国际级 

36 裁判员 朱敏(女) 江苏 佩剑 国家级 

37 裁判员 胡琦 江苏 佩剑 国家级 

38 裁判员 蒋科律 江苏 佩剑 一级 



39 裁判员 谭雪(女) 天津 佩剑 国际级 

40 裁判员 侯孟君 天津 佩剑 一级 

41 裁判员 郭嵘 上海 佩剑 国家级 

42 裁判员 陈晓冬(女) 上海 佩剑 国家级 

43 裁判员 张龙 黑龙江 佩剑 国家级 

44 裁判员 辛欣(女) 广东 佩剑 一级 

45 裁判员 欧阳信华 广东 佩剑 一级 

46 裁判员 黄理丰 广东 佩剑 国家级 

47 裁判员 张宸豪 山东 佩剑 国家级 

48 裁判员 贺新 山东 佩剑 一级 

49 裁判员 易龙 湖北 佩剑 一级 

50 裁判员 陈亮 云南 佩剑 一级 

51 裁判员 王昶 吉林 佩剑 一级 

52 裁判员 茅凯敏 陕西 佩剑 一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