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 赉 特 旗 教 育 局 

 
 

                                                                                

关于公布 2022 年扎赉特旗第一届中小学跳绳 

比赛成绩的通知 

各中、小学： 

现将 2022 年扎赉特旗第一届中小生跳绳比赛成绩公布如下，请

获奖的代表队和个人再接再厉，为扎赉特旗体育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

献。 

 

附件：1.2022 年扎赉特旗第一届中小学生跳绳比赛成绩 

2.2022 年扎赉特旗第一届中小学生跳绳比赛单项个人成

绩名单 

   3.2022 年扎赉特旗第一届中小学生跳绳比赛优秀教练名

单 

   4.2022 年扎赉特旗第一届中小学生跳绳比赛体育道德风

尚奖名单 

    

 扎赉特旗教育局 

2022 年 6月 2 日 

 



 

2022 年扎赉特旗第一届中小学生跳绳 

比赛成绩 

5 月 26 日-27日 

苏木乡镇小学组 

第一名：巴彦高勒中心校 

第二名：阿拉达尔吐中心校 

第三名：巴彦小学 

第四名：宝力根花中心校 

第五名：绰勒中心校 

第六名：新林中心校 

 

音镇小学组： 

第一名：音德尔第一小学 

第二名：音德尔第九小学 

第三名：音德尔第八小学 

 

初中组： 

第一名：音德尔第四中学 

第二名：音德尔第七中学 

第三名：音德尔第三中学 

 

高中组： 

音德尔第一中学 



 

2022年扎赉特旗第一届中小学生跳绳 

单项个人成绩名单 

     一、苏木乡镇小学男子组 

   1.30秒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梁俊男 新林中心校 148 第一名  

2 吴金柱 巴彦高勒中心校 134 第二名  

3 李博然 宝力根花中心校 130 第三名  

4 李博 小城子中心校 130 第四名 失误次数 

5 李俊豪 阿拉达尔吐中心校 128 第五名  

6 韩汶君 绰勒中心校 126 第六名  

7 张仕琦 新林中心校 126 跳绳小能手 失误次数 

8 李梓源 巴达尔胡农场中心校 120 跳绳小能手  

9 高文杰 巴彦小学 117 跳绳小能手  

10 赵鹏 巴达尔胡农场中心校 116 跳绳小能手  

11 王双翼 小城子中心校 116 跳绳小能手  

12 包圣杰 巴彦小学 116 跳绳小能手  

13 任庆轩 巴达尔胡农场中心校 114 跳绳小能手  

14 魏建平 胡尔勒中心校 112 跳绳小能手  

15 韩建国 绰勒中心校 110 跳绳小能手  

16 敖智辉 胡尔勒中心校 110 跳绳小能手  

17 孔令博 新林中心校 108 跳绳小能手  

18 于佳 巴彦高勒中校 106 跳绳小能手  

2.30秒双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李俊豪 阿拉达尔吐中心校 66 第一名  

2 韩冬瑞 新林中心校 60 第二名  

3 包凯麟 阿拉达尔吐中心校 60 第三名 失误次数 

4 宋庆雨 巴彦高勒中心校 59 第四名  



5 李子丹 巴彦扎拉嘎中心校 58 第五名  

6 于水 新林中心校 56 第六名  

7 王双翼 小城子中心校 49 跳绳小能手  

8 刘剑鑫 巴彦扎拉嘎中心校 47 跳绳小能手  

9 韩子航 巴彦高勒中心校 41 跳绳小能手  

10 崔涵 新林中心校 40 跳绳小能手  

3.3 分钟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韩冬瑞 新林中心校 658 第一名  

2 赵星晟 罕达罕中心校 607 第二名  

3 赵呼木吉乐 阿拉达尔吐中心校 598 第三名  

4 李梓源 巴达尔胡农场中心校 598 第四名 失误次数 

5 包朝布力嘎 宝力根花中心校 596 第五名  

6 高苏岳拉吐 巴彦小学 580 第六名  

7 张仕琦 新林中心校 576 跳绳小能手  

8 包圣杰 巴彦小学 542 跳绳小能手  

9 韩子航 巴彦高勒中心校 541 跳绳小能手  

10 高文杰 巴彦小学 532 跳绳小能手  

11 崔涵 新林中心校 526 跳绳小能手  

12 于佳 巴彦高勒中心校 526 跳绳小能手  

13 任庆轩 巴达尔胡农场中心校 524 跳绳小能手  

4.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李博然 宝力根花中心校 55 第一名  

2 付喜旺 巴彦小学 53 第二名  

3 赵鹏 巴达尔胡农场中心校 52 第三名  

4 梁俊男 新林中心校 48 第四名  

5 孔令博 新林中心校 43 第五名  

6 谢子琦 呼格吉勒图中心校 42 第六名  

7 刘国庆 绰勒中心校 39 跳绳小能手  

8 任宇博 小城子中心校 38 跳绳小能手  

9 王国军 阿拉达尔吐中心校 37 跳绳小能手  



10 宋庆雨 巴彦高勒中心校 36 跳绳小能手  

11 王皓哲 巴岱中心校 35 跳绳小能手  

12 潘雨轩 小城子中心校 35 跳绳小能手  

13 于水 新林中心校 35 跳绳小能手  

14 梁浩宇 五家户中心校 34 跳绳小能手  

15 郑昊然 罕达罕中心校 32 跳绳小能手  

二、苏木乡镇小学女子组 

1.30秒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陈秀智 巴彦小学 136 第一名  

2 长学文 阿拉达尔吐中心校 124 第二名  

3 白水晶 阿拉达尔吐中心校 120 第三名  

4 陈佳敏 绰勒中心校 120 第四名 失误次数 

5 谢雨彤 高勒中心校 118 第五名  

6 杨蕊 新林中心校 118 第六名 失误次数 

7 包如萍 巴彦小学 116 跳绳小能手  

8 于鹤英 五家户中心校 114 跳绳小能手  

9 高钰菡 新林中心校 113 跳绳小能手  

10 丛欣雨 罕达罕中心校 110 跳绳小能手  

11 卢畅 巴彦高勒中心校 109 跳绳小能手  

12 王美玲 宝力根花中心校 106 跳绳小能手  

13 刘亚焱 罕达罕中心校 106 跳绳小能手  

14 丁慧颖 五家户中心校 106 跳绳小能手  

15 白美芯 图牧吉中心校 106 跳绳小能手  

16 李嘉欣 图牧吉中心校 104 跳绳小能手  

17 包红云 巴彦小学 104 跳绳小能手  

18 白金兰 胡尔勒中心校 101 跳绳小能手  

19 杨紫涵 巴达尔胡农场中心校 100 跳绳小能手  

20 王国美 巴彦小学 100 跳绳小能手  

2.30秒双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白水晶 阿拉达尔吐中心校 59 第一名  



2 杨欣然 罕达罕中心校 58 第二名  

3 贾璇 巴彦扎拉嘎中心校 55.5 第三名  

4 何爽 巴彦高勒中心校 42 第四名  

5 周可馨 阿拉达尔吐中心校 38 第五名  

6 王琬琪 小城子中心校 37.5 第六名  

7 王雨昕 小城子中心校 37 跳绳小能手  

8 何畅 新林中心校 36.5 跳绳小能手  

9 孙艺瑄 小城子中心校 36 跳绳小能手  

10 卢畅 巴彦高勒中心校 34 跳绳小能手  

3.3 分钟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包如萍 巴彦小学 606 第一名  

2 丛欣雨 罕达罕中心校 600 第二名  

3 王含蕊 努文木仁中心学校 562 第三名  

4 陈秀智 巴彦小学 544 第四名  

5 李嘉欣 图牧吉中心校 540 第五名  

6 高优汗 阿拉达尔吐中心校 526 第六名  

7 长学文 阿拉达尔吐中心校 522 跳绳小能手  

8 陈妙璇 好力保中心校 518 跳绳小能手  

9 陈亚楠 罕达罕中心校 508 跳绳小能手  

10 陈佳敏 绰勒中心校 506 跳绳小能手  

11 于鹤英 五家户中心校 498 跳绳小能手  

12 高佳宁 巴彦高勒中心校 496 跳绳小能手  

13 何爽 巴彦高勒中心校 494 跳绳小能手  

14 付春雪 巴达尔胡农场中心校 490 跳绳小能手  

15 吴梦菲 宝力根花中心校 486 跳绳小能手  

16 阎慧欣 罕达罕中心校 484 跳绳小能手  

17 海燕 巴彦小学 482 跳绳小能手  

18 白金兰 胡尔勒中心校 479 跳绳小能手  

19 蔡文景 图牧吉中心校 474 跳绳小能手  

20 王国美 巴彦小学 470 跳绳小能手  

 



 

4.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戴玉花 阿拉达尔吐中心校 56 第一名  

2 刘彩霞 巴岱中心校 51 第二名  

3 陈佳美 绰勒中心校 46 第三名  

4 杨鑫鑫 宝力根花中心校 46 第四名 失误次数 

5 周亦心 好力保中心校 45 第五名  

6 高佳宁 巴彦高勒中心校 43 第六名  

7 包晶晶 绰勒中心校 42 跳绳小能手  

8 谢思琪 小城子中心校 42 跳绳小能手  

9 包志红 绰勒中心校 41 跳绳小能手  

10 杨蕊 新林中心校 40 跳绳小能手  

11 包雪晶 呼格吉勒图 39 跳绳小能手  

12 谢双超 巴彦小学 39 跳绳小能手  

13 阎慧欣 罕达罕中心校 38 跳绳小能手  

14 王晓萌 绰勒中心校 37 跳绳小能手  

15 王琬琪 小城子中心校 37 跳绳小能手  

三、初中男子组 

1.30秒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王越 四中 148 第一名  

2 简佳旭 四中 146 第二名  

3 张哲 三中 126 第三名  

4 郭忠林 四中 124 第四名  

5 蔡佳明 三中 123 第五名  

6 白云 七中 122 第六名  

7 邓志峰 阿尔本格勒中心校 120 跳绳小能手  

8 喜海 阿尔本格勒中心校 116 跳绳小能手  

2.30秒双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雷瞬 四中 71 第一名  

2 孟柏羽 四中 68 第二名  

3 蔡佳明 三中 62 第三名  

4 许修华 三中 57 第四名  

5 王琦 四中 55 第五名  

6 张哲 三中 48 第六名  

7 李思佟 五中 46 跳绳小能手  

8 佟俊杰 阿尔本格勒中心校 43.5 跳绳小能手  

3.3 分钟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邵旗 四中 688 第一名  

2 郭忠林 四中 600 第二名  

3 王越 四中 589 第三名  

4 候照阳 三中 567 第四名  

5 高宏祥 阿尔本格勒中心校 520 第五名  

6 吕成喜 五中 510 第六名  

7 段威皓 三中 510 跳绳小能手 失误次数 

4.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许修华 三中 48 第一名  

2 王琦 四中 43 第二名  

3 孟柏羽 四中 29 第三名  

4 孟富强 阿尔本格勒中心校 27 第四名  

5 包海峰 巴达尔胡中心校 26 第五名  

6 包岩松 六中 21 第六名  

四、初中女子组 

1.30秒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王海琦 四中 136 第一名  

2 郑新蓉 五中 126 第二名  

3 岳林琳 四中 126 第三名 失误次数 

4 岳林露 四中 124 第四名  



5 陈圆圆 阿尔本格勒中心校 120 第五名  

6 张瑶琦 七中 118 第六名  

7 倪圆圆 阿尔本格勒中心校 110 跳绳小能手  

8 白欣怡 七中 100 跳绳小能手  

2.30秒双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王雅茹 四中 64 第一名  

2 白朵兰 四中 58 第二名  

3 张瑶琦 七中 54 第三名  

4 白欣怡 七中 50.5 第四名  

5 王欣欣 阿尔本格勒中心校 38 第五名  

6 王超 三中 35 第六名  

7 刘欣雨 六中 31 跳绳小能手  

8 李扬 三中 29 跳绳小能手  

3.3 分钟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王海琦 四中 648 第一名  

2 白朵兰 四中 640 第二名  

3 杨宇轩 四中 563 第三名  

4 敖丽红 阿尔本格勒中心校 552 第四名  

5 王欣欣 阿尔本格勒中心校 500 第五名  

6 赵宏宇 三中 464 第六名  

7 董欣怡 三中 464 跳绳小能手 失误次数 

4.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王雅茹 四中 54 第一名  

2 董欣怡 三中 50 第二名  

3 岳林琳 四中 46 第三名  

4 于梦菲 三中 34 第四名  

5 岳林露 四中 31.5 第五名  

6 包梓茹 六中 31 第六名  

五、音镇小学男子组 



1.30秒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鄢德佳 一小 155.5 第一名  

2 代永泉 五小 150.5 第二名  

3 叶佳泽 一小 139.5 第三名  

4 王利军 九小 130 第四名  

5 陈晗硕 五小 128.5 第五名  

6 宫智文 九小 120 第六名  

7 迟 畅 八小 120 跳绳小能手 失误次数 

8 夏  麟 三小 118 跳绳小能手  

2.30秒双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刘铭泽 一小 69 第一名  

2 余道远 一小 62 第二名  

3 王利军 九小 61 第三名  

4 许马赫 三小 60 第四名  

5 陈晗硕 五小 56 第五名  

6 祖天浩 三小 55 第六名  

7 谢宇飞 八小 55 跳绳小能手 失误次数 

3.3 分钟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代永泉 五小 651 第一名  

2 宫智文 九小 641 第二名  

3 王文峰 五小 581.5 第三名  

4 陈晗硕 五小 580 第四名  

5 谢宇飞 八小 562 第五名  

6 丁聪宇 五小 543 第六名  

7 潘铭鹤 八小 539 跳绳小能手  

4.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姜御凯 三小 64 第一名  

2 余道远 一小 45 第二名  



3 鄢德佳 一小 44 第三名  

4 潘铭鹤 八小 43 第四名  

5 常家宝 九小 40 第五名  

6 白庆格勒 二小 40 第六名 失误次数 

7 马鹤轩 六小 39 跳绳小能手  

六、音镇小学女子 

1.30秒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王欣蕊 一小 132 第一名  

2 冯玥涵 一小 126 第二名  

3 李思璐 八小 110 第三名  

4 张玮璨 八小 106 第四名  

5 孙书祺 三小 106 第五名 失误次数 

6 李晓芝 五小 104 第六名  

7 胡艺霜 八小 104 跳绳小能手 失误次数 

8 王悦 六小 100 跳绳小能手  

2.30秒双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白卫星 九小 79 第一名  

2 王欣蕊 一小 63 第二名  

3 于戈函 九小 58 第三名  

4 王园媛 三小 53 第四名  

5 郝芮希 一小 53 第五名 失误次数 

6 韩  尚 三小 52 第六名  

7 徐雪 八小 51.5 跳绳小能手  

3.3 分钟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李美涵 五小 586 第一名  

2 吴文晶 九小 575 第二名  

3 孙嘉慧 三小 572 第三名  

4 王晓艳 五小 568 第四名  

5 韩湘怡 一小 566 第五名  



6 刁瑞雪 二小 562 第六名  

7 王艺霏 八小 562 跳绳小能手 失误次数 

4.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孙书琪 三小 47 第一名  

2 王欣蕊 一小 46 第二名  

3 郝芮希 一小 45 第三名  

4 萨础拉 九小 44 第四名  

5 马舒涵 六小 43 第五名  

6 李榕萱 三小 41 第六名  

7 王美琳 五小 36 跳绳小能手  

七、高中男子组 

1.30秒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庞龙 二中 114 第一名  

2 许建琦 一中 96 第二名  

2.30秒双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袁辰苏德 一中 50.5 第一名  

2 张天宇 一中 41 第二名  

3.3 分钟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杨铎 一中 620 第一名  

2 白永波 二中 496 第二名  

4.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许建琦 一中 39 第一名  

2 袁辰苏德 一中 34 第二名  

八、高中女子组 

1.30秒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杨靖宇 一中 128 第一名  

2 刘冬雪 一中 106 第二名  

2.30秒双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张怡然 一中 47.5 第一名  

2 刘冬雪 一中 37 第二名  

3.3 分钟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程安 一中 552 第一名  

2 白领 二中 500 第二名  

4.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序号 姓名 学校 成绩 名次 备注 

1 项禹博 一中 42 第一名  

2 杨靖宇 一中 40 第二名  

 

 

 

 

 

 

 

 

 

 

 

 

 



 

 

2022 年扎赉特旗第一届中小学生跳绳 

优秀教练员 

苏木小学组： 

雷  刚   胡俊娟    白富胜   杨套特木勒  韩  宝 贾七十三 

布日格德 王成格勒  金胡日查  韩  龙   高福军  王子枫  

王伟明   刘晓春    周凤哲      苗  竹    乔  众  

           

音镇小学组： 

吴永彬  刘  莹  宋七林   韩乌日娜    雷宝兴   白忠滨 

孙美春  孙继华 

初中组： 

阿茹娜   陈玉龙   王家旭   张  瑞    高立军   刘本献  

赵哈斯布和  马永顺 

高中组： 

赵丽丽   王云霄 

 

 
 

 

 

                             



2022 年扎赉特旗第一届中小学生跳绳 

体育道德风尚奖名单 

   

五家户中心校 

阿尔本格勒中心校  

音德尔第六小学 

巴彦扎拉嘎中心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