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师范大学操舞比赛成绩汇总 
 

 1 健美操规定操成绩 
 

学院 排

名 

奖项 名单 

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1 一等奖 

最佳完成奖 

张雨露  何人可  卢宁  章佳琪  金

柯楠 邱邻睿  喻丽婷  楼涵  林双

怡  任佳佳 郭怡甸  卢宣萱  程瑶  

胡诗雨  彭晓羲 施睿琪  薛芷仪  

汤畅  陈铭爽  孙琦 王姝茜  周颖 

音乐学院 2 一等奖 杜冉婷  向锦怡  赵嘉  刘佳音  金

芷淇 李可  宋迎霞  虢思琦  戴桢  

姬倩茹 吴奇美  胡熙予  李钰婧  

谢慧  冯苑婷 林奕汀  孙婷  韩创

吉  马瑞格  刘思益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3 二等奖 林昱希  王丹彤  梁瑾瑜  杨宇婷  

吴文静 徐韵楚  李  颖  李钰颖  

毛昱婕  江雨杨  李佳璐  周欢欢  

布合丽齐 江心怡  杨柠伊  陈佳怡  

胡译文  阿婧瑶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4 二等奖 刘鸽  王圆圆  陈莉  刘雯青  王艾 

陶滢竹  李璐璐  王雨芊  陈攀旭  

艾欣彤 徐伊桐  魏烨欣  林昱筱  

吴奕霏  俞宣辰 黄昱诚  张芸轩  

黄宸希  阮韩懿  金柯怡 宋逸颖  

黄欣茹  王燕萍  农慧婷 

初阳学院 5 二等奖 冯安琪  林心怡  曹歆然  叶羽霜  

林景媛  徐心怡  刘楚楚  蒋涵琦 

沈文迪  邬文静  宋海燕  郑意茹  

范可  林安琪  陈雨曦  蒋颖莹  

李嘉鑫  徐佳希 

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6 三等奖 陆方婷  叶雅琦  车方圆  毕然  苏

镟 肖欣钰  章子怡  周凯旋  姜涵

璐  傅钊伟 王露艳  方草  张洲杭  

朱羽娇  李静 赵佳琳  李璠  陈圣

杰  陈凌志 

人文学院 7 三等奖 于昕玉  智心琦  田夏艳  申屠英姿 

胡晗韵  王奕菲  张佳瑶  李娅  叶

丽娜   覃茵  郑程彤  陈欣宇  邹

颖 田靖怡  周家旋  巫婷滟  顾赵

思涵 



外国语学院 8 三等奖 张婷婷  黄丹之  朱则渝  曹欣苗  

杨灵均 万文嘉  张汇  胡倩雯  王

诗梦  厉忆 茅蕾  杨茗  杭旖雯  

陈佩含  陈含杉 何欣如  朱雨珂  

李臻天  叶靖怡  罗子腾 

马克思主义学院 9 最佳组织奖 陈薪伊  封佳燕  王诗琼  王佳怡  

冯锦怡 何君清  陶雪丹  姜凤仪  

魏祯  吴飞扬 吴珊珊  张翌琳  赵

嘉琳  赵于乐  郑诺 周静怡  邹思

语  唐鉴  吴思齐  吴兴越 张舒平 

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10 最佳组织奖 李博楚  黄鹏方  贺文静  戚燕  秦

敏 何欣雨  邓如慧  章璐  朱楠希  

田宇婧 郑宇  赵晨露  徐颖暄  邹

姝颖  尹雯轩 沈欣瑜  贺谦  高书

怡  魏诗婷 

美术学院 11 最佳组织奖 张栌尹  李水涵  陈姿伊  郑莹  费

遥 杜可儿  刘珊琪  陈梦珂  方怡

文  柳铭铭 冯雨阳  叶慧燕  钟嘉

盼  曹依彤  朱铭君 周楠  梁琦彧  

杨宁  马晨阳 

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

院 

12 最佳组织奖 刘玉洁  苏棋棋  郭欣萍  王涵月  

万嘉怡 徐瑛琪  于佳怡  徐钰彬  

王晴晴  程稚惠 梁玉洁  沈瑜婷  

郎斯媛  李雅  申思艺 毛妮婷  李

美颉  秦小燕  武昱宏  蔡馨仪 

经济管理与中非国际商

学院 

13 最佳组织奖 陈玉  郑斐  闫慧玲  刘耀鑫  邱舒

颖 李凌越  古再努热  兰晓玉  范

凯慧  刘卓贤 夏雨楠  位雪银  古

丽米热  彭翰玉  潘好 李静  彭碧

滢  陈依琳  陈倩  姜琪 

教师教育学院 14 最佳组织奖 章方颖  董以利  黄馨颍  欧阳玉轩  

胡锦瑶 钟可慧  金丽珍  李跃晗  

张慧清  徐倩倩 陈甜甜  王梦雅  

张丹  向丽雅  曾若情 叶文青  龙

金羽  潘俏俏  金叶  李嘉怡 王苏

月  张丹  高梓柔 

法政学院 15 最佳组织奖 袁慧郡  王依婷  易先洁  茅海燕  

杨瑞 莫可枫  唐维  陈菲  秦梦颖  

向涵  彭琳  褚丹怡  陈晶玲 赵祺

娴  陈阳  张娅洁  李禾萱  任婕 

   
 

 



2 体育舞蹈团体赛成绩 
 

 

学院 
排

名 

奖项 名单 

外国语学院 1 
一等奖 

张婷婷、戚子翎、章皓杰、潘羽

璐、陈宇恬 龚宣颖、沈钰婷、

盛叠诗、林婉颖、张吉方 

美术学院 2 
一等奖 

戴芊然、高昇、胡卉子、刘思婵、

王宇靓、俞睿涵 牛蕾、俞典、

陈温柔、顾章智、李华瑞、李梦

瑶  

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3 
二等奖 

王佳雨、王雨霏、郝垭鑫、魏诗

婷、李博楚 、杨宇晴、贺文静、

李可欣 麻盛浪、施浩然、杨嘉

鑫、 陈汪洋、俞智诚、董仲良、

潘宇珂、 徐嘉妤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4 
二等奖 

林可心、刘雨欣、黄楠、陈攀旭、

林子楠 徐嘉玮、孙旭、沈超、

徐子依、钟佳玲  

音乐学院 5 
二等奖 

王雨欣，汤雨晴，夏雨乐，郑炜

菊，吴思懿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6 
三等奖 

廖心怡、黄佳梅、王佳妮、李丽

蓉 叶玢妤、李丹彤、付佳颖、

毛欣烨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7 
三等奖 

陈诺、杨家一、江心怡、郑奕一 

胡译文、金典、毛昱婕、蓝菁菁  

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

院 

8 
三等奖 

张静璇、邹鑫洁、蔡馨仪、刘玉

洁 秦小燕、曾清银 蒋怡萱  

教师教育学院 9 
最佳组织奖 

周奕汛、杨庭仪、齐序格、高雨

欣、蒋思怡 陈甜甜、陆昱冰、

李艺涵、陈蓉  

法政学院 10 
最佳组织奖 

易先洁、温顺月、袁慧郡、杨晰

涵 胡思祺、叶露娜、张晓宇 岳

美君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最佳组织奖 

赵楠、王佳怡、娄蒸蒸、梁予欣 

冯锦怡、杨焯桢、邹思语、赵嘉

琳  



经济管理与中非国际商

学院 

12 
最佳组织奖 

蒋若彤、章颖、赵佳宁、田洪壮、

江丽慧 张瑜、王晴、陈梦依 

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13 
最佳组织奖 

王滢、王露艳、车方圆、傅钊伟 

魏梓欣、夏晓凡、袁野、马莹莹  

人文学院 14 
最佳组织奖 

钱雨晨、何子璇、洪靖渊、张佳

瑶、李泳洁 董丽英、汪雨洁、

苏静雯、胡茜、胡燕琳  

初阳学院 15 
最佳组织奖 

宋海燕、龚谜、舒毅蕾、潘奕、

桂雪纯 张羽恬、熊予引、曹歆

然、陈雨曦 

工学院 16 
最佳组织奖 

杨欣玥、蓝天湖、贺怡佳、靳雯、

姚权容、蔡敏 白杭郁、潘美锋、

刘宝祺、黄嘉杰、何永辉、陈斌 

    

    

    

 

 

 

3 体育舞蹈单项成绩 

 

                          单项奖 
  

第七项：单人三项舞伦巴，恰恰，牛仔 

一 章皓杰（外院）      二 徐嘉妤（国际）  

 

第八项：单人二项舞伦巴，恰恰 

一 戚子翎（外院）  二 彭博（经管）  三 潘羽璐（外院）  

四、俞典（美院）   五 王思雅（马院） 

 

第九项：单人伦巴 

一 戚子翎（外院）   二 彭博（经管）    三 倪嘉慧（外院） 

 

第十项：单人恰恰 

一 章皓杰（外院）   二 彭博（经管）   三 王思雅（马院） 

四 倪嘉慧（外院）     

 

第十一项：单人牛仔  

一 潘羽璐（外院）   二 王思雅（马院）  三 倪嘉慧（外院） 



第十二项：单人桑巴 

一 章皓杰（外院）   二 潘羽璐（外院）  

 

第十四项：双人恰恰恰舞 

并列第一 徐嘉妤（国际） 潘羽璐（外院）  洪先魏（音乐） 俞典（美院） 

二 王轶（杭幼师）  孙琦（杭幼师）  

三 刘思婵（美院）  王宇靓（美院）   

四 毛欣烨（生化）   沈伊洁（数计）   

五 廖心怡（生化）  王佳妮（生化） 

 

第十七项：普通组单人伦巴 

一 汤宇晴（音乐）  二 沈钰婷（外院） 三 邹鑫洁（物电）  

四 徐子依（数计）  五 孙琦（杭幼师） 六高昇（美院） 

七 钟佳玲（数计）  八 何东英（杭幼师） 

 

第十八项：普通组单人恰恰恰 

一 徐子依（数计）  二 沈钰婷（外院） 三 施瑞琪（杭幼师）  

四 赵楠（马院）   五 高昇（美院）  六 郑奕一（地环） 

七 周奕汛（教育）  八 黄佳梅（生化） 

 

第十九项：普通组单人牛仔 

一 赵楠（马院） 二 何东英（杭幼师） 三 沈钰婷（外院） 

 

第二十项：普通组单人桑巴 

一 王雨欣（音乐）  二 黄佳梅（生化） 三 施瑞琪（杭幼师）  

四 邹鑫洁（物电）  五 赵楠（马院）  六 刘思婵（美院） 

七 何东英（杭幼师） 八 龚宣颖（外院）  

 

 

 

 

                          荣誉奖 
 

一：健美操优秀运动员 

张栌尹（美院）    蔡馨仪（物电）     王奕菲（人文）     朱楠希（国际）   

张雨露（杭幼师）  何人可（杭幼师）    杜冉婷（音乐）     向锦怡 （音乐）

王苏月（教育）    曾若情（教育）     宋海燕（初阳）     兰晓玉（经管） 

李凌越（经管）    陈潘旭（数计）      黄昱诚（数计）     林昱希（地环）

胡译文（地环）    车方圆（文传）     张婷婷（外院）      张汇（外院）

张翌琳（马院）     陈薪伊（马院） 

二：健美操优秀教练员 

李朦（体院）   杜冉婷（音乐）     韦叶 （杭幼师） 

 



 

三：体育舞蹈优秀运动员 

刘思婵（美院）    黄佳梅（生化）    刘玉洁（物电）     王雨欣（音乐）

何子璇（人文）     徐嘉妤（国际）    周奕汛（教育）    桂雪纯（初阳）

田洪壮（经管）     刘雨欣（数计）    王滢（文传）       陈宇恬（外院）

蓝天湖（工学院）   梁予欣（马院） 

 

四：体育舞蹈优秀教练员 

金吕赬（美院）   俞典（美院）    潘羽璐（国际）    徐嘉妤（国际） 

戚子翎（外院）   章皓杰（外院） 

 

 

另：校运会田径优秀教练员 

  陈磊权（体）      滕泽（体）       王奔（体）    叶丹美（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