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 年第一期国少预备队训练营集训人员名单

一、北京地区

（一）花剑分营

1.集训人员名单（12 人）
组别 积分排名 姓名 所属单位

U14 男花

1 李博然 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击剑队

7 胡卓林 北京金石国际击剑运动中心

8 车唯赫 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击剑队

13 刘彻 北京健优美首西击剑俱乐部

U14 女花

2 曾文佳 北京金石国际击剑运动中心

4 戴明玥 北京金石国际击剑运动中心

8 王慧恩 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11 卢奕宣 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U16 女花

3 张思琪 北京金石国际击剑运动中心

5 杨弋 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7 王佳修 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10 苗晁爱可 徐州光速纳赟击剑俱乐部

2.联系方式：

（1）主教练：张晓石

（2）联系人/助理教练：张敬禹 18610008166

（3）培训地点：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海淀校区）

（4）培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20号



（二）重剑分营

1.集训人员名单（12 人）
组别 积分排名 姓名 所属单位

U14 男重

4 秦梓秣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5 满明哲 江苏击剑队

7 王韵翔 大连市西岗区繁星击剑俱乐部

9 李昊阳 大连市西岗区繁星击剑俱乐部

U14 女重

1 刘子娴 山东击剑队

2 帅祯璟 湖南聚力国际击剑运动中心

10 段奕冰 济南市贝亚尔剑击运动中心

U16 男重
5 郭珺翔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击剑俱乐部

8 周浩天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击剑俱乐部

U16 女重

1 任星云 个人会员

5 王梓煜 山东击剑队

8 张楚涵 山东击剑队

2.联系方式：

（1）主教练：赵立中

（2）联系人/助理教练：李林 15910599053

（3）培训地点：北京海淀万国击剑俱乐部

（4）培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金四季购物中心万国击剑



（三）佩剑分营

1.集训人员名单（16 人）
组别 积分排名 姓名 所属单位

U14 男佩

1 李诚锐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3 刘世豪 北京市海淀国际学校击剑队

8 谢勃翔 北京市海淀国际学校击剑队

9 严瑞文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12 宋政远 北京市海淀国际学校击剑队

U14 女佩

1 林孟洋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3 熊浩蛟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4 戴同希 天津和平世博击剑运动俱乐部

8 潘其妙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U16 男佩
5 刘一玮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7 于千涵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U16 女佩

1 武嘉宝 北京市大兴区搏弈击剑培训中心

4 杨涵齐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5 崔玉如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6 王丽阳 北京天奥老山青少年击剑培训中心

7 李乐禛 山东击剑队

2.联系方式：

（1）主教练：张武元

（2）联系人：徐汇宜 13141304468

（3）助理教练：石上

（4）培训地点：北京体育大学远剑国际击剑俱乐部

（5）培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体育大学现代五项综合馆

4层



二、上海地区

（一）花剑分营

1.集训人员名单（16 人）
组别 积分排名 姓名 所属单位

U14 男花

2 鹿恒睿 徐州市奥体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4 李司翰 常州傲骑击剑俱乐部

6 吕惟乔 上海砺锋国际击剑俱乐部

9 马岳轩 上海市建平香梅中学击剑队

11 凌翔千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12 杨子鹏 常州傲骑击剑俱乐部

U14 女花

5 庄馨逸 上海砺锋国际击剑俱乐部

6 朱丽婷 浙江击剑队

12 刘娴月 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U16 男花

8 顾宇昂 上海市建平香梅中学击剑队

9 吕惟乔 上海砺锋国际击剑俱乐部

12 陆一楷 上海盛力瑛才击剑俱乐部

15 沈佳轩 上海击剑队

U16 女花

8 庄馨逸 上海砺锋国际击剑俱乐部

14 李舒瑶 浙江击剑队

16 李沁融 常州傲骑击剑俱乐部

2.联系方式：

（1）主教练：毛麟群 13817209214

（2）助理教练：陈慧洁

（3）培训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梅陇中学击剑馆

（4）培训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镇西路 299 号



（二）重剑分营

1.集训人员名单（13 人）
组别 积分排名 姓名 所属单位

U14 男重

2 姚宇轩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3 周浩宇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10 郑旭 昆山市击剑协会

U14 女重

3 施想 上海浦东万国天剑击剑俱乐部

5 雷欣睿 上海浦东万国天剑击剑俱乐部

6 刘雅宸 上海长宁万国金剑击剑俱乐部

U16 男重

12 张秦瑞 上海击剑队

14 高铭汕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15 李若渝 上海浦东万国天剑击剑俱乐部

U16 女重

2 高佳蓓 浙江击剑队

6 陈馨 上海青浦区击剑队

10 邹子熙 上海马良行俱乐部

11 王如昱 上海击剑队

2.联系方式：

（1）主教练：王军

（2）联系人：段惠敏 18964195973

（3）助理教练：王玉芬

（4）培训地点：上海杨浦骞宇击剑俱乐部

（5）培训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民京路 781 号 8 号楼击剑馆



（三）佩剑分营

1.集训人员名单（16 人）
组别 积分排名 姓名 所属单位

U14 男佩

2 秦浴恩 江苏德菲特国际击剑俱乐部

4 胡赵渲予 江苏德菲特国际击剑俱乐部

5 卢志鹏 江苏德菲特国际击剑俱乐部

6 钱无意 上海击剑队

7 陆信臻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10 丁雷霆 上海市建平香梅中学击剑队

11 苏禹睿 徐州阿尔法击剑运动俱乐部

U14 女佩

2 曹金珠 徐州阿尔法击剑运动俱乐部

5 周睿 广州市击剑协会

6 陈默轩 徐州阿尔法击剑运动俱乐部

9 李奕曈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U16 男佩
2 张闵瀚博 西安击剑队

8 韩睿樷 上海市建平香梅中学击剑队

U16 女佩

2 厉紫英 徐州阿尔法击剑运动俱乐部

9 高子越 徐州阿尔法击剑运动俱乐部

10 张馨瑜 徐州阿尔法击剑运动俱乐部

2.联系方式：

（1）主教练：汪兴旗

（2）联系人：朱楠 17701765010

（3）助理教练：陈昊聪

（4）培训地点：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5）培训地址：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 788 号 3楼 312 室



三、广州地区

（一）花剑分营

1.集训人员名单（4 人）
组别 积分排名 姓名 所属单位

U14 男花 3 高天 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U14 女花 9 马晓溪 深圳几何国际击剑俱乐部

U16 男花 13 蔡子赫 深圳南山万国击剑俱乐部

U16 女花 2 徐晨馨 深圳南山万国击剑俱乐部

2.联系方式：

（1）主教练：钟瑞明

（2）联系人：沈震 18122103166

（3）培训地点：万国体育（广州）赤岗中心

（4）培训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赤岗北路四季天地 118 号

五楼



（二）重剑分营

1.集训人员名单（7 人）
组别 积分排名 姓名 所属单位

U14 男重 6 吴彦驹 广东击剑队

U14 女重
14 王玺惠 广东击剑队

15 马晓霖 广东击剑队

U16 男重

9 张振鹏 广东击剑队

10 季骧王侯 广州阳光剑匠击剑工作室

11 梁成章 广东击剑队

U16 女重 13 魏于婷 广东击剑队

2.联系方式：

（1）主教练：谭志辉

（2）联系人：杨志 18922712453

（3）培训地点：合一击剑俱乐部

（4）培训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凤凰大道体育一路南沙体育馆二

层 05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