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代表队名单

高中（中职）组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领 队：吕伟坚

教练员：魏振邦 叶京波

运动员：8人

王淑仪 谭晓雯 黄树桃 于晓雯 莫婉莹 林娉 袁燕燕 张嘉婷

1、综合风格齐舞（任意风格均可）自选套路小集体

王淑仪 谭晓雯 张嘉婷

2、综合风格齐舞（任意风格均可）自选套路大集体

王淑仪 谭晓雯 黄树桃 于晓雯 莫婉莹 林娉 袁燕燕 张嘉婷

中山市桂山中学

领 队：张文映

教练员：张文映 王莉怡

运动员：21人

晏羽帆 陈慧怡 李雨婷 吴淑莹 李艳燕 梁 旭 冯松玲 周 舟 刘晓榆 冉林忆

王璐诗 蒋 铮 刘育喆 刘毅韵 唐乐蔓 王紫钰 林宝瑜 冉林忆 朱 音 彭安琪

滕叶舒

1、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

晏羽帆 陈慧怡 李雨婷 吴淑莹 李艳燕 梁 旭 冯松玲 周 舟 刘晓榆 冉林忆

王璐诗 蒋 铮

2、健身操自选动作

刘育喆 刘毅韵 唐乐蔓 王紫钰 林宝瑜 冉林忆 朱 音 彭安琪 滕叶舒

中山市龙山中学

领 队：陈声杰

教练员：黄 浪 陈声杰

运动员：21人

吴栩岚 刘贵珊 曾海燕 蒋良彤 黄可儿 郑榆玲 韦 婷 叶 彤 吴思琦 甘雪萍

陈慧圆 黄黎敏 李丽华 陈欣汝 邱紫柔 叶颖棋 陈映谷 黄晓岚 周凤婷 苏俊茵

（替补） 陈梓珊（替补）

1、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

吴栩岚 刘贵珊 曾海燕 蒋良彤 黄可儿 郑榆玲 韦婷

2、健身操自选动作

吴栩岚 刘贵珊 曾海燕 蒋良彤 黄可儿 郑榆玲 韦婷

3、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二级套路

叶 彤 吴思琦 甘雪萍 陈慧圆 黄黎敏 李丽华 苏俊茵（替补） 陈梓珊（替补）

4、广东省学生规定动作一级套路一队

陈欣汝 邱紫柔 叶颖棋 陈映谷 黄晓岚 周凤婷



5、广东省学生规定动作一级套路二队

吴栩岚 刘贵珊 甘雪萍 黄可儿 郑榆玲 陈慧圆

6、综合风格齐舞（任意风格均可）自选套路小集体

陈欣汝 邱紫柔 叶颖棋 陈映谷 黄晓岚 周凤婷

中山市小榄中学

领 队：佘绍华

教练员：刘鼎汉 李翘华 袁绍辉

运动员：23人

罗佩琳 王希婷 温彤彤 周凤玲 覃琳琳 陈善怡 周晶晶 程思进 苏倩影 吴蔓研

蔡晓晴 张文秀 李奕乐 龚茂旭 罗杏怡 付曼思 候志林 严粤生 苏乐怡 庄小权

陈奕潼 吴耀扬 彭杰辉

1、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二级套路

罗佩琳 王希婷 温彤彤 周凤玲 覃琳琳 陈善怡 周晶晶 程思进

2、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罗佩琳 王希婷 温彤彤 周凤玲 覃琳琳 陈善怡 周晶晶 程思进 苏倩影 吴蔓研

蔡晓晴 张文秀

3、广东省学生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李奕乐 龚茂旭 罗杏怡 付曼思 候志林 严粤生 苏乐怡 庄小权 陈奕潼

4、综合风格齐舞（任意风格均可）自选套路大集体

候志林 严粤生 苏乐怡 庄小权 陈奕潼 李奕乐 龚茂旭 罗杏怡 付曼思 吴耀扬

彭杰辉

中山市第二中学

领 队：刘朝晖

教练员：卢伟杰 熊燕红

运动员：25人

何琪瑶 钟绮桐 邓韵诗 吴炜茵 覃漫萍 梁卓妍 曹雅婷 刘思琪 胡梓芸 张庆琳

赵 沁 陈 洋 吴浩楠 田 培 郭柏佑 欧俊杰 胡文灿 赖洪宝 黄雅晓 丘 雪

余辉强 周湘柔 陈佳儿 蓝盈盈 熊紫茵

1、健身操自选动作

何琪瑶 钟绮桐 邓韵诗 吴炜茵 覃漫萍 梁卓妍 曹雅婷 刘思琪 胡梓芸 张庆琳

赵 沁 陈 洋

2、综合风格齐舞（任意风格均可）自选套路小集体

吴浩楠 田 培 郭柏佑 欧俊杰 胡文灿

3、综合风格齐舞（任意风格均可）自选套路大集体

赖洪宝 黄雅晓 丘 雪 余辉强 周湘柔 陈佳儿 蓝盈盈 熊紫茵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领 队：薛宇鹛

教练员：薛宇鹛



运动员：23人

林棋辉 朱 楷 伍浩辉 卢志健 刘广琪 陈佩璇 李海桐 陈炜欣 罗言良 关晓桐

何丽莎 曾 利 龙 环 梁乐怡 李凤清 郑 敏 黄锶颖 黎小敏 萧嘉熙 邹梦瑶

李美姣 黎楚韵 梁乐柔

1、综合风格齐舞（任意风格均可）自选套路大集体

林棋辉 朱 楷 伍浩辉 卢志健 刘广琪 陈佩璇 李海桐 陈炜欣 罗言良 关晓桐

2、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何丽莎 曾 利 龙 环 梁乐怡 李凤清 郑 敏 黄锶颖 黎小敏 萧嘉熙 邹梦瑶

李美姣 黎楚韵 梁乐柔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领 队：余 亮

教练员：韩 坤 颜红艳

运动员：22人

黄诗琪 蔡佩缘 魏熠嘏 谢贵萍 黄敏谊 胡绰妍 蔡颖潼 庄丽媛 麦泳淇 陈莹莹

箫展程 潘滢婵 张 晴 麦明妍 李 秋 冯芷仪 范方怡 石楚瑶 梁嘉敏 高湘怡

黄文雅 关倩滢

1、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

黄诗琪 蔡佩缘 魏熠嘏 谢贵萍 黄敏谊 胡绰妍 蔡颖潼 庄丽媛 麦泳淇 陈莹莹

2、健身操自选动作

箫展程 潘滢婵 张 晴 麦明妍 李 秋 冯芷仪 范方怡 石楚瑶 梁嘉敏 高湘怡

黄文雅

3、综合风格齐舞（任意风格均可）自选套路小集体

麦明妍 箫展程 冯芷仪 关倩滢

4、综合风格齐舞（任意风格均可）自选套路大集体

麦明妍 箫展程 冯芷仪 关倩滢 张 晴 潘滢婵 黄文雅

5、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黄诗琪 蔡佩缘 魏熠嘏 谢贵萍 黄敏谊 胡绰妍 蔡颖潼 庄丽媛 麦泳淇 陈莹莹

6、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二级套路

黄诗琪 蔡佩缘 魏熠嘏 谢贵萍 黄敏谊 胡绰妍 蔡颖潼 庄丽媛 麦泳淇 陈莹莹

初中组

中山市华侨中学

领 队：林晓环

教练员：林晓环

运动员：1人

黄宝仪

1、女单

黄宝仪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

领 队：万 烨

教练员：朱 伟

运动员：1人

王俊迪

1、男单

王俊迪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

领 队：宋 颂

教练员：郭 蕾

运动员：14人

曾 洋 萧洁蓝 林雯雯 陈盈洁 邓幸宜 邹泳恩 洪心茹 黄艺昕 毛 怡 肖雅婷

周梓滢 姚佩文 司徒苑翘 陈悦滢（替补）

1、女单

曾 洋

2、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萧洁蓝 陈盈洁 邓幸宜 邹泳恩 洪心茹 毛 怡 肖雅婷 姚佩文 司徒苑翘

陈悦滢（替补）

3、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曾 洋 萧洁蓝 陈盈洁 邓幸宜 邹泳恩 洪心茹 黄艺昕 肖雅婷 周梓滢 姚佩文

司徒苑翘 陈悦滢（替补）

4、广东省学生爵士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曾 洋 司徒苑翘 萧洁蓝 林雯雯 邹泳恩 黄艺昕 周梓滢

中山市民众中学

领 队：李 丹

教练员：李 丹 张春花

运动员：10人

苏慧颖 王子怡 林倬伊 李晓晴 梁 荧 陈 玮 杨玉娇 陈小钰 梁嘉欣 梁子煊

1、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苏慧颖 王子怡 林倬伊 李晓晴 梁 荧 陈 玮 杨玉娇 陈小钰 梁嘉欣 梁子煊

中山市小榄花城中学

领 队：冯昆仑

教练员：陈 敏 朱展辉 曾尧峰

运动员：29人

翁剑宁 肖芝兰 祁悦冉 刘礼萱 王蕴瑶 段玮祺 何子言 刘晓彤 李子涵 朱晓悠

李一妃 黄语欣 卢奕彤 刘卓翎 苏颖诗 于锶莹 黄雨晰 李明桦 朱文慧 冯依雪

黄 睿 伍蓥珊 杨思思 廖 湘 高漪婷 覃子芸 伍洛儿 周紫滢 何宛颐



1、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一队

翁剑宁 肖芝兰 祁悦冉 刘礼萱 王蕴瑶 段玮祺 何子言 刘晓彤 李子涵 朱晓悠

李一妃 黄语欣

2、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二队

卢奕彤 刘卓翎 苏颖诗 于锶莹 黄雨晰 李明桦 朱文慧 冯依雪 黄 睿 伍蓥珊

杨思思 廖 湘

3、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一级套路一队

高漪婷 覃子芸 伍洛儿 周紫滢 何宛颐 卢奕彤 刘卓翎 苏颖诗 于锶莹

4、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一级套路二队

黄雨晰 李明桦 朱文慧 冯依雪 黄 睿 伍蓥珊 杨思思 廖 湘

5、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翁剑宁 肖芝兰 祁悦冉 刘礼萱 王蕴瑶 段玮祺 何子言 刘晓彤 李子涵 朱晓悠

李一妃 黄语欣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领 队：赵雄杰

教练员：张 磊 郑沛舒

运动员：5人

陈玉麟 罗芯妍 徐宇莹 魏文溶 林洋洋

1、男单

陈玉麟

2、女单

罗芯妍

3、三人操

徐宇莹 魏文溶 林洋洋

中山市实验中学

领 队：吴志君

教练员：龙 晶

运动员：18人

卢皓然 徐特行 杨晓淋 胡婉君 彭米琳 罗怡琳 胡 铃 黄晓婧 周怡君 张婧雯

曾月莹 姚嘉仪 李怡晨 谭 滢 刘 翠 黄靖舒 韩雅枝 何志羽

1、男单一队

卢皓然

2、男单二队

徐特行

3、女单一队

杨晓淋

4、女单二队

胡婉君

5、三人操

罗怡琳 胡 铃 杨晓淋



6、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黄晓婧 周怡君 张婧雯 曾月莹 姚嘉仪 李怡晨 谭 滢 刘 翠

7、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姚嘉仪 李怡晨 谭 滢 刘 翠 胡婉君 黄靖舒 韩雅枝 何志羽

中山市南朗镇云衢中学

领 队：程燕军

教练员：罗雅力

运动员：49人

张子萱 贺永帜 程伟源 刘明珠 李依淇 李谨晨 陈艾娜 刘紫晴 许欣欣 雷雅倩

简 莹 张 灿 任家州 胥可欣 李 爽 林玉瑜 简俊腾 黎美玲 黄靖裕 陈彦彤

江烨璇 汪宏相 刘思丽 许洁瑜 黄燕玲 钟慧芯 严希敏 戴依婷 程锐盈 陈雨欣

梁聪玲 冯颖诗 蔡卓莹 梁静柔 李庆瑜 邱开琪 罗雨茹 王美琪 唐语瞳 赵 露

甘颖琪 陆漪琪 叶小丽 王嘉慧 梁洛诗 程锐淇 陈明琦 李美玲 张子仪

1、女单一队

李 爽

2、女单二队

汪宏相

3、三人操

李 爽 黎美玲 林玉瑜

4、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一队

程锐盈 陈雨欣 梁聪玲 冯颖诗 钟慧芯 蔡卓莹 林玉瑜 梁静柔 张子怡 李庆瑜

5、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二队

江烨璇 汪宏相 陈彦彤 许洁瑜 黄燕玲 严希敏 戴依婷 黎美玲 刘思丽 李 爽

李依淇

6、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刘思丽 邱开琪 戴依婷 江烨旋 梁聪玲 陈雨欣 程锐盈 罗雨茹 冯颖诗 梁静柔

王美琪 蔡卓莹 陈彦彤 刘思彤 李庆瑜 许洁瑜

7、广东省学生爵士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唐语瞳 甘颖琪 赵 露 陆漪琪 叶小丽 王嘉慧 梁洛诗 程锐淇 陈明琦 李美玲

8、街舞自选动作一队

张子萱 贺永帜 程伟源 简 莹 张 灿 刘明珠 李依淇 陈艾娜 许欣欣

9、街舞自选动作二队

任家州 李谨晨 刘紫晴 雷雅倩 胥可欣

中山市东凤中学

领 队：刘喜全

教练员：司苗杰 吴文来

运动员：29人

陈茜俞 官梦莹 戴芯怡 李雅雯 黄静怡 罗小婕 熊雅琪 周凤婷 刘月菡 徐子妍

易 婧 覃淼婷 何晓钧 黄智柔 聂址善 江 琪 苏艳恒 姚 懿 卜佳欣 谢智涛

廖 伟 黄思敏 蓝晓珊 宋雨萱 蔡嘉琪 罗浩元 何力辉 罗子欣 吴越怡



1、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陈茜俞 官梦莹 戴芯怡 李雅雯 黄静怡 罗小婕 熊雅琪 周凤婷 刘月菡 徐子妍

易 婧 覃淼婷 何晓钧 黄智柔 聂址善

2、广东省学生爵士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陈茜俞 官梦莹 戴芯怡 李雅雯 黄静怡 罗小婕 熊雅琪 周凤婷 刘月菡 徐子妍

易 婧 覃淼婷

3、街舞自选动作一队

江 琪 卜佳欣 廖 伟 谢智涛 吴越怡 罗子欣

4、街舞自选动作二队

罗浩元 苏艳恒 姚 懿 黄思敏 蓝晓珊 宋雨萱 蔡嘉琪 何力辉

中山市东区松苑中学

领 队：宋旗芬

教练员：黄志创 周 劲 陈 静

运动员：18人

杨欣欣 蒋卓殷 何梓馨 冯思玲 萧静楠 欧嘉玲 陈慧文 罗林蔓 李杨澄 梁嘉林

刘子墨 秦婉芸 梁紫铃 梁梓欣 黄纤纤 罗梓澜 王颖茵 宋漫莉

1、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杨欣欣 蒋卓殷 何梓馨 冯思玲 萧静楠 欧嘉玲 陈慧文 罗林蔓

2、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

李杨澄 梁嘉林 刘子墨 秦婉芸 梁紫铃 梁梓欣 黄纤纤 罗梓澜 王颖茵 宋漫莉

小学高年级组

中山市东区朗晴小学

领 队：张 鹏

教练员：余勇江 黎莎

运动员：33人

陈思睿 李奕聪 郝玟妮 区玲幸 田婉黎 林圣尧 葛柳森 张家辉 张俊庭 潘梓宏

陈彦谚 文雪颖 余宸曦 李卓霖 廖紫希 陈昕彤 李欣婷 黄琛然 高正瑜 罗铖然

曾子夏 张 恒 彭锶琪 郭欣恩 洪湘语 陈皓雪 程予悦 李嘉熙 叶敏婷 梁佩雯

胡泳桐 胡紫茵 李安欣桐

1、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

张 恒 彭锶琪 郭欣恩 田婉黎 洪湘语 陈皓雪 程予悦 李嘉熙 叶敏婷 梁佩雯

胡泳桐 胡紫茵 李安欣桐

2、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文雪颖 余宸曦 李卓霖 廖紫希 陈昕彤 李欣婷 黄琛然 高正瑜 罗铖然 曾子夏

3、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陈彦谚 廖紫希 陈昕彤 李欣婷 黄琛然 高正瑜 罗铖然 曾子夏

4、综合风格齐舞（任意风格均可）自选套路大集体

陈思睿 李奕聪 郝玟妮 区玲幸 田婉黎 林圣尧 葛柳森 张家辉 张俊庭 潘梓宏



伟智实验学校

领 队：胡 勇

教练员：孔祥安 郭雅芝

运动员：14人

戚心一 方 曦 夏佳馨 邓沁慈 周俊佳 余 轩 王嘉颖 黄梓涵 夏冰洁 袁丹婷

余心蕾 陈紫怡 李 然 雷佳棋

1、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戚心一 方 曦 邓沁慈 周俊佳 余 轩 黄梓涵 夏冰洁 余心蕾 陈紫怡

2、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戚心一 方 曦 夏佳馨 邓沁慈 周俊佳 余 轩 王嘉颖 黄梓涵 夏冰洁 袁丹婷

余心蕾 陈紫怡 李 然 雷佳棋

中山市纪中三鑫凯茵学校

领 队：黄 金

教练员：林 品

运动员：12人

蔡可欣 郑伊夏 廖颖楠 王安丽 招展欣 麦 穗 石嘉梦 徐思源 周筱涵 石嘉怡

雷悦昕 黄慧雯

1、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

蔡可欣 郑伊夏 廖颖楠 王安丽 招展欣 麦 穗 石嘉梦 徐思源 周筱涵 石嘉怡

雷悦昕

2、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郑伊夏 廖颖楠 王安丽 招展欣 麦 穗 石嘉梦 徐思源 周筱涵 黄慧雯 石嘉怡

3、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郑伊夏 王安丽 招展欣 麦 穗 石嘉梦 周筱涵 石嘉怡 蔡可欣 雷悦昕 徐思源

黄慧雯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

领 队：万 烨

教练员：朱 伟

运动员：7人

刘杰锐 田雨芽 朱子妍 赖宝怡 夏泽远 王佳琪 孙诗涵

1、男单

刘杰锐

2、女单

田雨芽

3、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

朱子妍 赖宝怡 夏泽远 王佳琪 孙诗涵 田雨芽 刘杰锐



中山市开发区育英学校

领 队：董湘均

教练员：申定花 黎怀佐

运动员：16人

程 菲 尹佳艺 莫钰婷 张紫瑶 李 佳 肖何秀 廖湘艳 魏晨娜 邹雅菲 贺文慧

李嘉婷 彭 佳 吴雨晨 何梦园 王芊羽 何淑婷

1、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程 菲 尹佳艺 莫钰婷 张紫瑶 李 佳 肖何秀 廖湘艳 魏晨娜 邹雅菲 贺文慧

李嘉婷 彭 佳 吴雨晨 何梦园 王芊羽 何淑婷

中山市丽景学校

领 队：董 丽

教练员：尹桃花

运动员：10人

姜 琳 张文静 朱羽希 张 馨 薛 晨 万珈希 郑浩榆 梁凯琪 肖 晓 华瑞萍

1、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姜 琳 张文静 朱羽希 张 馨 薛 晨 万珈希 郑浩榆 梁凯琪

2、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姜 琳 张文静 朱羽希 张 馨 薛 晨 万珈希 郑浩榆 梁凯琪 肖 晓 华瑞萍

中山市民众镇接源小学

领 队：黄品纯

教练员：李丹阳 梁家明 梁建铭

运动员：8人

陈杏瑶 陈熙雯 梁芷幸 张 琰 谢嘉怡 周雪怡 何婉锋 莫 蕾

1、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

陈杏瑶 陈熙雯 梁芷幸 张 琰 谢嘉怡 周雪怡 何婉锋 莫 蕾

2、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二级套路

陈杏瑶 陈熙雯 梁芷幸 张 琰 谢嘉怡 周雪怡 何婉锋 莫 蕾

中山市南头华晖学校
领 队：郑堪文

教练员：侯结珍

运动员：9人

黎雪婷 王晓宁 宁小勤 唐文慧 郭诗峣 欧怀玉 张芷涵 胡嘉怡 刘恩乔

1、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

黎雪婷 王晓宁 宁小勤 唐文慧 郭诗峣 欧怀玉 张芷涵 胡嘉怡 刘恩乔

2、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

黎雪婷 王晓宁 宁小勤 唐文慧 郭诗峣 欧怀玉 张芷涵 胡嘉怡

3、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二级套路

黎雪婷 王晓宁 唐文慧 郭诗峣 欧怀玉 胡嘉怡



中山市三乡镇新圩小学

领 队：李 标

教练员：刘凯丽 赵业帅

运动员：16人

王若南 蔡端端 吴月茵 甘晓莹 黄浠潼 张晓慧 刘平平 刘家辰 谭晓琳 王若南

陈淑梅 方诗晴 钱芷懿 黄云诗 林慈惠 林金华

1、女单

王若南

2、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蔡端端 吴月茵 甘晓莹 黄浠潼 张晓慧 刘平平 刘家辰 谭晓琳

3、街舞爵士自选套路

王若南 陈淑梅 方诗晴 钱芷懿 黄云诗 林慈惠 林金华

中山市石岐区高家基小学

领 队：黄荣胜

教练员：张 蓉 谭均和 周 萌

运动员：12人

廖千慧 滕达霖 麻嘉淇 郑心棋 朱建秋 徐晓梦 李 霖 谈宇航 何芷莹 郭巧晴

黄欣怡 马婧恩

1、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廖千慧 滕达霖 麻嘉淇 郑心棋 朱建秋 徐晓梦 李 霖 谈宇航 何芷莹 郭巧晴

黄欣怡 马婧恩

中山市石岐区员峰小学

领 队：梁志权

教练员：王文文

运动员：10人

谭 倩 黄恩桐 侯小菲 李思娴 李星莹 曾楚婷 刘霞君 邓楚雯 陈思淇 黄熙榆

1、广东省学生校园排舞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谭 倩 黄恩桐 侯小菲 李思娴 李星莹 曾楚婷 刘霞君 邓楚雯 陈思淇 黄熙榆

中山市石歧中心小学大信学校

领 队：于海洋

教练员：邱雄兵 刘大蕾

运动员：10人

曾 蕾 何芷彤 舒子睿 郑钰寒 宁奕雯 覃诗棋 欧子媛 谭 菲 张梓琳 陈令悦

1、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

曾 蕾 何芷彤 舒子睿 郑钰寒 宁奕雯 覃诗棋 欧子媛 谭 菲 张梓琳 陈令悦

2、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二级套路

曾 蕾 何芷彤 舒子睿 宁奕雯 欧子媛 谭 菲



中山市西区西区小学

领 队：张 艳

教练员：张 艳 施丹莹

运动员：26人

温雅晴 郑伊婷 武豫遥 罗雅婷 黄译萱 冯凡茜 刘可慧 陈炘悦 詹乐诗 彭思睿

余晨曦 郑焯文 萧子瑶 张梓晴 叶晓彤 余咏姗 郑晓桐 吴子念 欧欣瑜 徐乐瑶

吕正洁 宋宛蓉 李奕璇 邓宣辰 戴维宇 邹晶晶

1、自选技巧啦啦操

温雅晴 郑伊婷 武豫遥 罗雅婷 黄译萱 冯凡茜 刘可慧 陈炘悦 詹乐诗 彭思睿

余晨曦 郑焯文

2、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萧子瑶 张梓晴 叶晓彤 余咏姗 郑晓桐 吴子念 欧欣瑜 徐乐瑶 吕正洁 宋宛蓉

李奕璇 邓宣辰 戴维宇 邹晶晶

中山市西区中心小学

领 队：李宗心

教练员：张 瑞

运动员：47人

覃娅琳 谭颖文 丁子涵 谢冠瑜 何晓颖 温佳慧 王琳雅 姜欣妍 李思佳 谢宇晴

谢雨泉 张哲睿 朱可莹 黄华颐 翟宸华 赖书莹 田思思 庄语蓝 余施颖 张 琪

杨敏玲 陈宝怡 陈秋梦 钟天瑜 江璐瑶 曾钧宜 艾 龙 徐澔杰 陈思睿 曲展言

洪永锋 彭 佳 叶潇锐 黄子华 彭 奥 谢皓宇 陈睿柔 张留影 沈 楷 丁子涵

张哲睿 黄华颐 杨恩炜 覃娅琳 谢雨泉 朱可莹 谭颖文

1、女单一队

覃娅琳

2、女单二队

谭颖文

3、三人操

覃娅琳 丁子涵 谭颖文

4、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一队

谢冠瑜 何晓颖 温佳慧 王琳雅 姜欣妍 丁子涵 李思佳 谢宇晴 谢雨泉 张哲睿

朱可莹 黄华颐

5、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二队

翟宸华 赖书莹 田思思 庄语蓝 余施颖 张 琪 杨敏玲 陈宝怡 陈秋梦 钟天瑜

江璐瑶 曾钧宜

6、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翟宸华 赖书莹 田思思 庄语蓝 余施颖 张 琪 杨敏玲 陈宝怡 陈秋梦 钟天瑜

江璐瑶 曾钧宜

7、街舞爵士自选套路

艾 龙 徐澔杰 陈思睿 张泓羿 曲展言 洪永锋

8、综合风格齐舞（任意风格均可）自选套路大集体

艾 龙 徐澔杰 陈思睿 张泓羿 曲展言 洪永锋 彭 佳 叶潇锐 黄子华 彭 奥

谢皓宇 陈睿柔 张留影 沈 楷

9、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丁子涵 张哲睿 黄华颐 杨恩炜 覃娅琳 谢雨泉 朱可莹 谭颖文



中山市小榄丰华学校

领 队：杨 红

教练员：刘 玉 袁顺洪

运动员：17人

方 瑜 余沁妍 陈漪芟 林丹宁 万冬烨 邹淑淇 甘枝玄 张子真 汪颖苹 朱诗雅

郑雨婷 袁梓恩 高莹莹 覃诗雨 应培林 朱晨予 陈慧琦

1、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

方 瑜 余沁妍 陈漪芟 林丹宁 万冬烨 邹淑淇 甘枝玄 陈慧琦 张子真 汪颖苹

朱诗雅 郑雨婷

2、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方 瑜 袁梓恩 陈漪芟 林丹宁 万冬烨 邹淑淇 甘枝玄 陈慧琦 高莹莹 汪颖苹

覃诗雨 应培林 朱晨予

中山市中港英文学校

领 队：谢 慧

教练员：向春芳 文 林

运动员：16人

林子豪 余睿智 林家丞 郭铭晞 余俊泓 朱立轩 高芯仪 张琳煊 黄铱涵 范依莹

吴冰凌 郭希尔 罗雅夫 麦曦文 伍晓潼 重田准一

1、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

林子豪 余睿智 林家丞 郭铭晞 余俊泓 朱立轩 高芯仪 张琳煊 黄铱涵 范依莹

吴冰凌 郭希尔 罗雅夫 麦曦文 伍晓潼 重田准一

中山市大涌南文小学

领 队：杨剑锋

教练员：李文静 招 悦

运动员：14人

1、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

萧敏婧 刘诺涵 萧明焕 谭星月 郑钰琪 林子雯 曹晓泳 李栩桐 李静雯 萧静岚

蔡嘉欣 张语欣 许若彤 杨思荧

2、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萧敏婧 刘诺涵 萧明焕 谭星月 郑钰琪 林子雯 曹晓泳 李栩桐 李静雯 杨思荧

蔡嘉欣（候补）

3、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萧敏婧 刘诺涵 萧明焕 谭星月 郑钰琪 林子雯 曹晓泳 李栩桐 李静雯 萧静岚

蔡嘉欣 张语欣 许若彤 杨思荧

4、广东省学生校园排舞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冯凯琪 谢雨骧 陈家芯 黄欣妍 许 昕 岑思琳 杨文欣 何凌菲 梁文熙 黄雅欣

岑海伦 邹昀睿 方浩怡 萧敏怡 伍嘉怡



中山市横栏镇第二小学

领 队：冯桂彬

教练员：王洁琼

运动员：10人

陈琦昱 陈零洁 王诗蕴 谢冬慧 吴倬莹 欧若琳 廖心雅 梁梓欣 黄佳滢 黄晓楠

1、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陈琦昱 陈零洁 王诗蕴 谢冬慧 吴倬莹 欧若琳 廖心雅 梁梓欣 黄佳滢 黄晓楠

中山市西区翠景东方小学

领 队：杨则锋

教练员：冯贤冰 余秋芬 林炜龙

运动员：21人

何炫琳 高泳怡 雷星瑶 王炫欢 韩思嘉 吴运宏 刘若熙 郑海琳 刘成书 雷成云

李文瀚 余星海 刘柏瑞 金一凡 黄韵琪 曾俊菁 吴美琳 陈柠儿 曾金妍 王艳婷

连振明

1、广东省学生街舞 Hiphop 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何炫琳 高泳怡 雷星瑶 王炫欢 韩思嘉 吴运宏 刘若熙 郑海琳

2、自选技巧啦啦操

刘成书 雷成云 李文瀚 余星海 刘柏瑞 金一凡 黄韵琪 曾俊菁 吴美琳 陈柠儿

曾金妍 王艳婷 连振明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小学

领 队：刘俊霞

教练员：梁嘉欣 林杨霞

运动员：28人

石慧霖 张茹雪 代湘瑶 吴晓晴 刘艺虹 林子淇 袁玉洁 甘伊琳 杨贝儿 张芷柔

冶美洁 黄晓彤 林子淇 张茹雪 罗淼淼 黄钰婷 潘紫霞 黄颖怡 马朗潼 郭可华

梁晓莹 庞楚希 陈倩怡 刘 静 杨宝怡 秦雨欣 陈芷诺 张婉霖

1、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一队

石慧霖 张茹雪 代湘瑶 吴晓晴 刘艺虹 张婉霖 林子淇 袁玉洁 甘伊琳 杨贝儿

张芷柔 冶美洁

2、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二队

黄晓彤 林子淇 张茹雪 罗淼淼 黄钰婷 潘紫霞 黄颖怡 马朗潼

3、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郭可华 梁晓莹 庞楚希 陈倩怡 刘 静 杨宝怡 秦雨欣 陈芷诺

4、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郭可华 梁晓莹 庞楚希 陈倩怡 刘 静 杨宝怡 秦雨欣 陈芷诺

5、广东省学生街舞爵士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郭可华 梁晓莹 庞楚希 陈倩怡 刘 静 杨宝怡 秦雨欣 陈芷诺

6、广东省学生校园排舞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代湘瑶 杨贝儿 袁玉洁 张婉霖 冶美洁 张芷柔 罗淼淼 林子淇 刘艺虹 张茹雪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

领 队：冯锦华

教练员：南春霞 徐丹宇

运动员：22人

蔡 熠 刘颖潼 陈钰潼 杨知仪 吴奕希 钟雨桐 郭乐妍 欧思睿 杨子爔 张善晴

王欣妍 孙语婷 钟雨桐 蒋思源 郭乐妍 欧思睿 杨子爔 付新月 郭 庆 邓宇森

姚畅霖 黄子熙

1、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

蔡 熠 刘颖潼 陈钰潼 杨知仪 吴奕希 钟雨桐 郭乐妍 欧思睿 杨子爔 张善晴

2、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蔡 熠 刘颖潼 陈钰潼 杨知仪 吴奕希 王欣妍 孙语婷 张善晴 钟雨桐 蒋思源

郭乐妍 欧思睿 杨子爔 付新月

3、街舞爵士自选套路

郭 庆 邓宇森 姚畅霖 黄子熙

中山市港口镇西街小学

领 队：林宗技

教练员：崔焰红

运动员：8人

郭慧冰 凌睿昕 梁栩悠 黄婧怡 张芷然 周玉淇 牟梓炎 苏熙蕾

1、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

郭慧冰 凌睿昕 梁栩悠 黄婧怡 张芷然 周玉淇 牟梓炎 苏熙蕾

2、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郭慧冰 凌睿昕 梁栩悠 黄婧怡 张芷然 周玉淇

中山市横栏华文学校

领 队：贾如意

教练员：方绮文

运动员：10人

赖雅涵 杜婉莉 王晨欣 刘蓉颖 钟丽怡 尹欣怡 邹雅馨 陈 可 杨雯涛 刘 佳

1、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赖雅涵 杜婉莉 王晨欣 刘蓉颖 钟丽怡 尹欣怡 邹雅馨 陈 可 杨雯涛 刘 佳

中山市横栏镇横栏小学

领 队：吴金荣

教练员：廖洁怡 彭 烨

运动员：15人

林雅芳 张麦婷 叶钡洇 刘幸熠 麦伽棋 郭翊茜 喻芊芊 吴钡慈 吴筱涵 陈诗妍

刘梦菲 刘译茜 罗晓彤 莫可盈 冯梁恩善



1、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林雅芳 张麦婷 叶钡洇 刘幸熠 麦伽棋 郭翊茜 喻芊芊 吴钡慈 吴筱涵 陈诗妍

刘梦菲 刘译茜 罗晓彤 莫可盈 冯梁恩善

2、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林雅芳 张麦婷 叶钡洇 刘幸熠 麦伽棋 郭翊茜 喻芊芊 吴钡慈 吴筱涵 陈诗妍

刘梦菲 刘译茜 罗晓彤 莫可盈 冯梁恩善

中山市横栏镇三沙小学

领 队：游学伟

教练员：王巧玲 叶智莹

运动员：16人

麦一言 梁昕琦 黄铭莹 吴梓琪 戴梓琪 蔡晓棋 游佳滢 游佳淇 冼雯诗 廖梓曼

黄晓澄 黄 然 吴梓晴 肖梓琪 邓烙怡 杨凯雯

1、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麦一言 梁昕琦 黄铭莹 吴梓琪 戴梓琪 蔡晓棋 游佳滢 游佳淇 冼雯诗 廖梓曼

黄晓澄 黄 然 吴梓晴 肖梓琪 邓烙怡 杨凯雯

横栏镇四沙小学

领 队：古焯煊

教练员：梁佩珊 陈 莹 梁素娟

运动员：15人

卢梓汶 黄智幸 吴 蕊 钟咏然 黄 廷 何欣颖 黄韵菲 冯子馨 罗 欣 黄宇优

梁芷淇 黄梓彤 梁惠婷 李佳恩 梁凯莉

1、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卢梓汶 黄智幸 吴 蕊 钟咏然 黄 廷 何欣颖 黄韵菲 冯子馨 罗 欣 黄宇优

梁芷淇 黄梓彤 梁惠婷 李佳恩 梁凯莉

2、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卢梓汶 黄智幸 吴 蕊 钟咏然 黄 廷 何欣颖 黄韵菲 冯子馨 罗 欣 黄宇优

梁芷淇 黄梓彤 梁惠婷 李佳恩 梁凯莉

中山市实验小学

领 队：黄权标

教练员：程晓霞

运动员：1人

陈 敏

1、女单

陈 敏



中山市龙泉学校

领 队：李志雄

教练员：张晖映

运动员：11人

程柳冰 何紫怡 沈子欣 雷 欣 姚雨欣 蔡诗婷 仝稞荣 王 涵 胡君玥 陆柳依

雷美雪

1、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程柳冰 何紫怡 沈子欣 雷 欣 姚雨欣 蔡诗婷 仝稞荣 王 涵 胡君玥 陆柳依

雷美雪

中山市南朗镇南朗小学

领 队：程燕军

教练员：林舒敏 方桂钰 李 颜

运动员：59人

林煜景 梁 旭 曲嘉兴 韦宗良 陈锴锋 张矽灿 许少杰 黄文俊 葛文杰 罗 盼

阮康勇 熊俊豪 叶建伟 谢梓欣 郎巧灵 李晓君 王薇淇 张 盈 吴子茜 杨家乐

郝雨斐 许欣宜 陈 露 刘志骞 段凯文 王 彬 谢一鸣 陈锶琦 郭梓馨 肖奕羽

邓韵滢 李佳仪 李宜宸 梁柏灵 梁婷然 陈亭桦 陈嘉粤 陈亮宇 郭凯煕 甘晓琪

胡佳欣 晏 馨 陈佳莹 陈若玺 伏静怡 何淋蓉 梁颖茵 胡佳阳 吴梓轩 吴皓文

陆洁琳 罗心莹 陈梓敏 张惠雯 文 洁 黄 丹 饶秀媚 甘雯煊 梁嘉煊

1、女单一队

谢梓欣

2、女单二队

郎巧灵

3、三人操

李晓君 王薇淇 张 盈

4、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一队

张 盈 郎巧灵 吴子茜 许欣宜 郝雨斐 陈 露 刘志骞 段凯文 王 彬 谢一鸣

5、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二队

陈锶琦 郭梓馨 肖奕羽 邓韵滢 李佳仪 李宜宸 梁柏灵 梁婷然 陈亭桦 陈嘉粤

陈亮宇 郭凯煕

6、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一队

谢梓欣 李晓君 王薇淇 张 盈 吴子茜 许欣宜 杨家乐 郝雨斐 陈 露 刘志骞

段凯文 王 彬 谢一鸣

7、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二队

陈锶琦 郭梓馨 肖奕羽 邓韵滢 李佳仪 李宜宸 梁柏灵 梁婷然 陈亭桦 陈嘉粤

陈亮宇 郭凯煕

8、自选技巧啦啦操

谢梓欣 李晓君 王薇淇 郎巧灵 许欣宜 杨家乐 郝雨斐 陈 露 刘志骞 段凯文

王 彬 谢一鸣

9、广东省学生街舞 Hiphop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林煜景 梁 旭 曲嘉兴 韦宗良 陈锴锋 张矽灿 许少杰 黄文俊 罗 盼 阮康勇

熊俊豪 叶建伟



10、综合风格齐舞（任意风格均可）自选套路大集体

甘晓琪 胡佳欣 晏 馨 陈佳莹 陈若玺 伏静怡 何淋蓉 梁颖茵 胡佳阳 吴梓轩

吴皓文

11、广东省学生街舞爵士规定动作一级套路一队

晏 馨 陆洁琳 甘晓琪 罗心莹 胡佳欣 陈梓敏

12、广东省学生街舞爵士规定动作一级套路二队

张惠雯 文 洁 黄 丹 饶秀媚 甘雯煊 梁嘉煊

13、广东省学生校园排舞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吴子茜 陈锶琦 郭梓馨 肖奕羽 邓韵滢 李佳仪 李宜宸 梁柏灵 梁婷然 陈亭桦

陈嘉粤 陈亮宇 郭凯煕

中山市南区良都小学

领 队：林泳瑶

教练员：钱娅利 袁浩程

运动员：56人

陈海璐 刘钰潼 吴美婷 易晓钰 戴芷晴 黄馨慧 刘文婷 吴珂宣 张鸿宁 赵泳欣

方美嘉 欧晓铭 张梓渝 王梓菱 邬容洁 唐 钰 曾梓蔓 杨 涵 刘伊凡 秦诗婷

姜茹轩 黄紫绮 张 瑜 吴柯宣 刘浩汶 覃瑜婷 夏晓玲 李文祺 罗桢桢 李滟橙

张梓渝 梁 靖 王梓菱 雷文迪 高云曦 杨博岩 周昕怡 刘伊凡 林 萱 王伟健

何子坚 刘梓璇 曹心宜 唐佩慈 陈雅洁 欧锦盛 蒋佳诺 胡 烨 黄崇昊 雷懿峥

陈 优 高梓蓝 张萌恩 文 昊 邓俊翔 唐佩慈

1、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一队

陈海璐 刘钰潼 吴美婷 易晓钰 戴芷晴 黄馨慧 刘文婷 吴珂宣 张鸿宁 赵泳欣

方美嘉 欧晓铭 张梓渝 王梓菱 邬容洁 唐 钰

2、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二队

雷懿峥 刘梓璇 何子坚 刘伊凡 杨博岩 周昕怡 陈 优 高梓蓝 张萌恩 文 昊

邓俊翔 唐佩慈

3、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夏晓玲 唐 钰 李文祺 罗桢桢 李滟橙 张梓渝 梁 靖 王梓菱 雷文迪 赵泳欣

4、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二级套路

曾梓蔓 唐 钰 张梓渝 王梓菱 高云曦 邬容洁

5、广东省学生街舞 Hiphop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杨博岩 周昕怡 刘伊凡 林 萱 王伟健

6、综合风格齐舞（任意风格均可）自选套路大集体

何子坚 刘梓璇 曹心宜 唐佩慈 陈雅洁 欧锦盛 蒋佳诺 胡 烨 黄崇昊

7、街舞爵士自选套路

杨 涵 刘伊凡 秦诗婷 姜茹轩 刘钰潼 陈海璐 黄紫绮 张 瑜 易晓钰 吴美婷

张鸿宁 吴柯宣 刘浩汶 覃瑜婷



中山市三乡镇大布小学

领 队：简 艳

教练员：梁伟旋 罗有贤 朱雪燕

运动员：17人

廖海澜 柯柏鸿 陈炜仪 何 伊 刘思颖 曾淳希 孙达恒 陈靖颖 余睿哲 黄泳希

林美宜 赵子鑫 熊欣妍 高昕玥 许敏珊 陆观婷 黄晞雯

1、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一队

廖海澜 柯柏鸿 陈炜仪 何 伊 刘思颖 曾淳希 孙达恒 陈靖颖

2、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二队

余睿哲 黄泳希 林美宜 赵子鑫 熊欣妍 高昕玥 许敏珊 陆观婷 黄晞雯

3、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廖海澜 柯柏鸿 陈炜仪 何 伊 刘思颖 曾淳希 孙达恒 陈靖颖

中山市石岐杨仙逸小学

领 队：陈建明

教练员：李弯弯

运动员：20人

黄珊珊 肖雨蕾 肖熙蕾 艾怡均 黄可言 黄奕舒 区宝丹 林雨桐 梁梓琪 刘若璇

杨 璐 杜心怡 戴恩怡 肖可钧 朱亭霏 彭若涵 沈乐儿 陈柏润 戴雅垚 陈姿晓

1、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

黄珊珊 肖雨蕾 肖熙蕾 艾怡均 黄可言 黄奕舒 区宝丹 林雨桐 梁梓琪 刘若璇

2、广东省学生校园排舞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杨 璐 杜心怡 戴恩怡 肖可钧 朱亭霏 彭若涵 沈乐儿 陈柏润 戴雅垚 陈姿晓

石岐中心小学

领 队：刘业坚

教练员：易辉龙 卓镜锋 刘业坚

运动员：27人

李承亮 马悦苳 李楚晴 陈思含 周思羽 刘籽言 周子谷 刘馨言 许可盈 赖雨晨

梁晓彤 林羽芊 简珮霖 杨雅文 石佳音 杨沛柔 刘梓如 赵思源 王嘉鑫 周思宇

张浚枫 李知蔓 杨菲儿 许梦祺 刘明泽 郑皓栩 谢任清

1、男单一队

李承亮

2、男单二队

马悦苳

3、女单

李楚晴

4、三人操

陈思含 周思羽 刘籽言

5、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

李楚晴 陈思含 周思羽 刘籽言 周子谷 刘馨言 许可盈 赖雨晨



6、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

周子谷 赖雨晨 梁晓彤 林羽芊 简珮霖 杨雅文 石佳音 杨沛柔 刘梓如 赵思源

7、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刘馨言 林羽芊 王嘉鑫 许可盈 周子谷 赵思源 梁晓彤 周思宇

8、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二级套路

李楚晴 刘馨言 赖雨晨 王嘉鑫 许可盈 陈思含

9、综合风格齐舞（任意风格均可）自选套路大集体

马悦苳 李承亮 张浚枫 李知蔓 杨菲儿 许梦祺 刘明泽 郑皓栩 谢任清

中山市石岐西厂小学

领 队：黄健兴

教练员：唐小燕 郭丽萍

运动员：18人

曾泳萱 卢心悦 方美桦 缪云娇 唐诗颖 朱可馨 焦骞乐 徐梓燃 叶敏琪 朱婧儿

梁耀方 陈 曦 周熳祺 雷小熹 梁洁婷 余艺彤 韦柳彤 陈愉希

1、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曾泳萱 卢心悦 方美桦 缪云娇 唐诗颖 朱可馨 焦骞乐 徐梓燃 叶敏琪 朱婧儿

梁耀方 陈 曦 周熳祺 雷小熹 梁洁婷 余艺彤 韦柳彤 陈愉希

中山市小榄广源学校

领 队：刘 云

教练员：周影红

运动员：8人

孙静妍 张祯滢 黄洁婷 李羽桐 黄梓瑜 刘欣然 田紫奥 袁雪珂

1、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

孙静妍 张祯滢 黄洁婷 李羽桐 黄梓瑜 刘欣然 田紫奥 袁雪珂

2、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

孙静妍 张祯滢 黄洁婷 李羽桐 黄梓瑜 刘欣然 田紫奥 袁雪珂

中山市石岐区杨仙逸小学体育路学校

领 队：吕超爵

教练员：吕超爵 黎东升

运动员：32人

房 菲 黄恩婷 袁书怡 徐远婷 何美瑶 吴睿婕 刘玉婷 张安如 周沚轩 颜小茜

饶子萌 梁靖琳 周子涵 黄雅梨 刘晖雅 肖雅文 姚晓滢 梁韵彤 萧天祺 彭宇静

张芷蕾 刘颖佳 梁心儿 吴俊谊 张子阳 雷智绚 彭宇靖 吴卓颖 苏晓杨 谭婷芳

李煜琪 冯解一雪

1、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一队

房 菲 黄恩婷 袁书怡 徐远婷 何美瑶 吴睿婕 刘玉婷 张安如 周沚轩

冯解一雪



2、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二队

颜小茜 饶子萌 梁靖琳 周子涵 黄雅梨 刘晖雅 肖雅文 姚晓滢 梁韵彤 萧天祺

彭宇静 张芷蕾

3、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雷智绚 萧天祺 吴卓颖 黄雅梨 姚晓滢 刘晖雅 肖雅文 梁韵彤 彭宇靖 张芷蕾

周子涵 苏晓杨 谭婷芳 李煜琪

小学低年级组

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

领 队：梁国来

教练员：吴雅玲

运动员：6人

韩泽轩 谢明骏 莫梓欣 何宸宇 刘龙轩 邝靖雯

1、街舞自选套路

韩泽轩 谢明骏 莫梓欣 何宸宇 刘龙轩 邝靖雯

中山市东区朗晴小学

领 队：张 鹏

教练员：余勇江

运动员：17人

梁纤秾 杨开涵 罗诗雨 钟可晴 林芯宜 张逸瑶 陈彦灵 陈婕瑶 张曦文 陈韵霖

黎霈辰 林泳仪 杜菻琮 王晨萍 王子莹 王艺如 李诗瑶

1、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梁纤秾 杨开涵 罗诗雨 钟可晴 林芯宜 张逸瑶 陈彦灵 陈婕瑶 张曦文

2、广东省学生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陈韵霖 黎霈辰 林泳仪 杜菻琮 王晨萍 李诗瑶 王子莹 王艺如

3、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陈韵霖 黎霈辰 陈彦灵 罗诗雨 钟可晴 林泳仪 杜菻琮 王晨萍 王子莹 王艺如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

领 队：万 烨

教练员：朱 伟

运动员：22人

吴景豪 何子轩 覃 煜 范雨霏 张晨露 涂煜晗 王紫菡 刘芷同 肖雨佳 李怡玥

余冠仪 郭恩彤 廖元媛 郭恩熹 区睿韵 孙 瑛 严雨凡 左祺睿 夏泽远 朱子妍

赖宝怡 欧阳旭辰

1、女单一队

覃 煜



2、女单二队

范雨霏

3、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一队

张晨露 涂煜晗 王紫菡 刘芷同 肖雨佳 李怡玥 余冠仪 郭恩彤 范雨霏 覃 煜

4、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二队

廖元媛 郭恩熹 区睿韵 孙 瑛 严雨凡 吴景豪 左祺睿 何子轩 欧阳旭辰

5、广东省学生街舞爵士规定动作一级套路一队

张晨露 王紫菡 廖元媛 范雨霏 肖雨佳 李怡玥 覃 煜 涂煜晗

6、广东省学生街舞爵士规定动作一级套路二队

郭恩彤 区睿韵 夏泽远 朱子妍 赖宝怡 刘芷同 余冠仪 孙 瑛

中山市三乡镇新圩小学

领 队：李 标

教练员：刘凯丽 赵业帅

运动员：10人

刘宇桓 李祥宇 黄嘉怡 黄子仪 马莘蕊 王海琳 尹若萱 聂彩桐 郝 雅 罗梓琦

1、广东省学生街舞爵士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刘宇桓 李祥宇 黄嘉怡 黄子仪 马莘蕊 王海琳 尹若萱 聂彩桐 郝 雅 罗梓琦

中山市西区西区小学

领 队：张 艳

教练员：施丹莹

运动员：29人

辛 蕾 周子馨 陆颖诗 李子馨 杨艺昕 邓翘楚 张亚韵 冯思瑜 林静怡 严 珂

梁雨鑫 张柏源 李雨芬 刘莉均 许月淇 刘可慧 陈炘悦 詹乐诗 唐 烨 殷筱璐

曾 璐 黎意薇 徐先行 崔梓琪 冯安琪 黄柳梦 童海亦 武彦彤 欧阳思霖

1、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一队

辛 蕾 周子馨 陆颖诗 杨艺昕 邓翘楚 张亚韵 冯思瑜 林静怡 梁雨鑫 张柏源

李雨芬 刘莉均 许月淇 刘可慧 陈炘悦 詹乐诗 唐 烨 欧阳思霖

2、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二队

殷筱璐 曾 璐 黎意薇 徐先行 崔梓琪 冯安琪 黄柳梦 童海亦 武彦彤 严 珂

李子馨

中山市西区中心小学

领 队：李宗心

教练员：张 瑞

运动员：8人

黄安琪 黄安玥 劳钰然 杨欣婷 冷美玉 陈雅琪 温韫嘉 张家怡

1、广东省学生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黄安琪 黄安玥 劳钰然 杨欣婷 冷美玉 陈雅琪 温韫嘉 张家怡



中山市西区翠景东方小学

领 队：杨则锋

教练员：冯贤冰 余秋芬 林炜龙

运动员：13 人

樊涛涛 谭嘉皓 郭嘉乐 赵佳琦 常刘豪 张孝杰 王心蕊 蒲诗语 赖佳笑 李金遥

罗承夕 陈 岩 申梓萌（候补）

1、街舞自选套路

樊涛涛 谭嘉皓 郭嘉乐 赵佳琦 常刘豪 张孝杰 王心蕊 蒲诗语 赖佳笑 李金遥

罗承夕 陈 岩 申梓萌（候补）

中山市南朗镇南朗小学

领 队：程燕军

教练员：林舒敏 方桂钰 李颜

运动员：27 人

钱诗瑶 李子妍 沈嘉敏 柴倩怡 柴佳怡 梁柏宁 蔡佩蓉 程星月 何梓航 张可馨

冼颖欣 秦思颖 李宜霏 郭凯轩 陈俊熙 陈佳莹 梁颖茵 刁璐钰 何敏菲 陈滢映

伏静怡 陈若玺 贾雪蕊 何淋蓉 陈曦滢 刘紫瑶 许芷蔚

1、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

钱诗瑶 李子妍 沈嘉敏 柴倩怡 柴佳怡 梁柏宁 蔡佩蓉 程星月 何梓航 张可馨

冼颖欣 秦思颖 李宜霏 郭凯轩 陈俊熙

2、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钱诗瑶 李子妍 沈嘉敏 柴倩怡 柴佳怡 梁柏宁 蔡佩蓉 程星月 何梓航 张可馨

冼颖欣 秦思颖 李宜霏 郭凯轩 陈俊熙

3、广东省学生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钱诗瑶 李子妍 沈嘉敏 柴倩怡 柴佳怡 梁柏宁 蔡佩蓉 程星月 何梓航 张可馨

冼颖欣 秦思颖 李宜霏 郭凯轩 陈俊熙

4、街舞自选套路

吴皓文 梁佑荣 向博军 胡佳阳 吴梓轩 陈诗琪 范可欣 郑嘉郅

5、广东省学生街舞爵士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陈佳莹 梁颖茵 刁璐钰 何敏菲 陈滢映 伏静怡 陈若玺 贾雪蕊 何淋蓉 陈曦滢

刘紫瑶 许芷蔚

石岐中心小学

领 队：刘业坚

教练员：易辉龙 卓镜锋 刘业坚

运动员：16人

钟雨桐 杨璐嘉 肖曼熙 黄煜淇 简珮霖 石佳音 杨沛柔 张羽彤 徐 萌 谢沛延

吴颖然 黄明烨 邹博歌 杨雅文 张左左 谢沛延

1、女单

肖曼熙



2、广东省学生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钟雨桐 杨璐嘉 肖曼熙 黄煜淇 简珮霖 石佳音 杨沛柔 张羽彤

3、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一队

钟雨桐 杨璐嘉 黄煜淇 徐 萌 谢沛延 吴颖然 黄明烨 邹博歌 杨雅文 张左左

4、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二队

钟雨桐 杨璐嘉 肖曼熙 黄煜淇 谢沛延 杨雅文 简珮霖 石佳音 杨沛柔 张羽彤

中山市石岐西厂小学

领 队：黄健兴

教练员：马 明 李建伟 唐小燕

运动员：12人

罗若琳 林洁莹 曾淑莹 李欣妍 徐 婕 欧沛源 张小凤 林晓悠 许祥钰 廖嘉琪

刘思沛 梁芷清

1、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

罗若琳 林洁莹 曾淑莹 李欣妍 徐 婕 欧沛源 张小凤 林晓悠 许祥钰 廖嘉琪

刘思沛 梁芷清

中山市小榄广源学校

领 队：刘云霄

教练员：周影红

运动员：8人

施潆珈 郭晓彤 郑晨熙 邱子洋 彭楚晴 欧阳婕 肖雅文 鲁 芸

1、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

施潆珈 郭晓彤 郑晨熙 邱子洋 彭楚晴 欧阳婕 肖雅文 鲁 芸

2、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

施潆珈 郭晓彤 郑晨熙 邱子洋 彭楚晴 欧阳婕 肖雅文 鲁 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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