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大学2020年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拟录取名单

序号 姓名 大项 小项 性别 综合分 运动等级 生源地

1 张海浪 举重 举重 男 82.53 二级运动员 江西省

2 李惠珍 举重 举重 女 80.8 一级运动员 广东省

3 冯钰淇 举重 举重 男 78.53 二级运动员 四川省

4 聂贤鑫 举重 举重 男 78.33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

5 张健 举重 举重 男 74.8 二级运动员 湖南省

6 韩博 乒乓球 乒乓球 男 83.47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7 吕文轩 乒乓球 乒乓球 女 75.19 运动健将 山西省

8 白云竹 乒乓球 乒乓球 女 73.85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9 尤琦 乒乓球 乒乓球 男 73.67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10 郝泽宇 乒乓球 乒乓球 男 73.2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11 左帅杰 乒乓球 乒乓球 男 72.98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12 赵蕊瑶 乒乓球 乒乓球 女 72.95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3 王云英 乒乓球 乒乓球 女 67.36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14 任怡晴 乒乓球 乒乓球 女 64.88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15 王逸海 乒乓球 乒乓球 男 63.93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6 马舒彤 乒乓球 乒乓球 女 63.52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17 郝康乐 乒乓球 乒乓球 女 61.93 一级运动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

18 郑宇哲 乒乓球 乒乓球 男 59.45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9 杜宇良 体操 体操 男 80.81 运动健将 山西省

20 彭立焰 体操 体操 男 77.83 运动健将 山西省

21 李阳宇 公路自行车 公路自行车 男 81.53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2 张祎婷 公路自行车 公路自行车 女 79.57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3 朱天凤 公路自行车 公路自行车 女 72.95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24 郝悦汝 击剑 重剑 女 74.33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5 武泽宇 击剑 重剑 男 74.18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6 戴澍林 射击 10米气手枪 女 87.55 一级运动员 湖南省

27 杨佳 射击 女子25米手枪 女 81.98 一级运动员 福建省

28 刘嘉祥 射击 50米步枪卧射 男 77.7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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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李思雨 射击 10米气手枪 女 77.58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30 毕智年 射击 10米气步枪 男 75.58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31 韩雨桐 射击 10米气步枪 男 71.68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32 杜可 射箭 射箭 女 78.73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

33 陈思佳 射箭 射箭 女 73.9 一级运动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4 范勃辉 射箭 射箭 男 73.4 运动健将 山西省

35 罗禧隆 射箭 射箭 男 70.58 一级运动员 广东省

36 何贾 射箭 射箭 男 70.35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37 李栋梁 山地自行车 山地自行车 男 63.14 一级运动员 云南省

38 宋子阳 手球 非守门员 男 78.31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39 刘军波 手球 非守门员 男 77.02 一级运动员 安徽省

40 张欣耀 手球 非守门员 男 75.28 运动健将 河南省

41 王宇恒 手球 非守门员 男 74.91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42 段鹏 手球 非守门员 男 73.71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43 薛瑞寒 手球 非守门员 男 72.12 运动健将 山东省

44 赵鸿立 手球 守门员 男 72.07 一级运动员 江苏省

45 栗圣珂 手球 非守门员 男 68.6 运动健将 山东省

46 刘文东 手球 非守门员 男 68.25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47 赵志坚 技巧 技巧 男 74.32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

48 周祉旭 技巧 技巧 男 72.64 一级运动员 江苏省

49 崔佳琪 技巧 技巧 女 71.43 二级运动员 河北省

50 李白焕美 技巧 技巧 女 67.78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51 丁雅如 排球 非自由人 女 83.13 二级运动员 山东省

52 李朗坤 排球 非自由人 男 79.14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53 王亚楠 排球 非自由人 女 77.41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54 李小鹏 排球 非自由人 男 76.85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55 李昊冉 排球 非自由人 男 75.95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

56 杨杜飞 排球 非自由人 男 75.54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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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孟林林 排球 非自由人 女 75.28 二级运动员 河北省

58 王裕琦 排球 非自由人 女 74.47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59 闫心怡 排球 非自由人 女 73.64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

60 王汝钰 排球 非自由人 女 73.37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61 林悦 排球 非自由人 女 71.88 一级运动员 浙江省

62 张嘉烨 排球 非自由人 女 71.04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63 黄灿 摔跤 自由式摔跤 男 84.52 二级运动员 重庆市

64 陈伊 摔跤 自由式摔跤 女 84.15 一级运动员 浙江省

65 徐世聪 摔跤 自由式摔跤 男 82.42 二级运动员 浙江省

66 谭金硕 摔跤 自由式摔跤 男 81.71 二级运动员 湖南省

67 张燎 摔跤 自由式摔跤 男 81.37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68 高仕昆 摔跤 古典式摔跤 男 80.38 二级运动员 湖北省

69 张凯波 摔跤 自由式摔跤 男 80.17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70 段德浩 摔跤 自由式摔跤 男 80.01 二级运动员 山东省

71 周博君 摔跤 自由式摔跤 男 79.99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72 唐璐佳 摔跤 自由式摔跤 女 78.78 一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

73 李威 摔跤 古典式摔跤 男 78.74 一级运动员 江西省

74 刘强 摔跤 古典式摔跤 男 77.37 二级运动员 辽宁省

75 刘肖飞 摔跤 古典式摔跤 男 76.42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76 宋璟瑄 摔跤 古典式摔跤 男 76.28 二级运动员 甘肃省

77 艾尼瓦尔江·
麦麦提

摔跤 古典式摔跤 男 76.08 二级运动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78 马超 摔跤 古典式摔跤 男 76.07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79 张启航 柔道 柔道 男 79.44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80 刘沅沅 柔道 柔道 女 77.86 二级运动员 湖南省

81 吉威凡 柔道 柔道 男 77.22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82 彭治平 柔道 柔道 女 76.45 二级运动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

83 李海冰 柔道 柔道 男 76.08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84 何佳莹 柔道 柔道 女 71.68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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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常程博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86.1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

86 董雨光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82.74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

87 王梓坤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9.75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88 刘泰波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9.56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89 杨骐铭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9.2 运动健将 山东省

90 张彤旭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8.43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91 张奡翀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7.46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

92 罗静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77.29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

93 鲁佳靓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77.03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

94 吕赢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6.93 二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

95 周子祺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6.91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96 坑世博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6.75 运动健将 山西省

97 赵庆祥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5.8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98 王艺霏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75.0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99 王楚骥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4.96 一级运动员 江苏省

100 曹文涵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74.81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101 王佳琪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73.82 运动健将 河北省

102 焉相渝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3.5 运动健将 山东省

103 汪子翔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3.23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104 邹婕圩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73.17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

105 张晓顺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3.13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106 杨晓毅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2.34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107 王逸丰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2.26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108 宋兴元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2.02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109 禚芮豪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1.59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110 李承霖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1.17 运动健将 山东省

111 张一鸣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1.05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112 黄文乐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0.9 一级运动员 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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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李一康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0.81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114 郭春辉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70.78 运动健将 山东省

115 郭鹏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70.69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

116 杜文聪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70.06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117 张可燕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69.59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

118 吴争柠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69.56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

119 蔡仲楠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69.34 二级运动员 重庆市

120 翟晓磊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69.31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121 王炎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66.79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122 邵楠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66.79 一级运动员 安徽省

123 张铭洋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66.59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

124 宫海宸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65.16 二级运动员 辽宁省

125 黄琦琦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65.04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126 郑一帆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63.72 二级运动员 山东省

127 杨博涵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62.2 一级运动员 安徽省

128 童颖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61.39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

129 尤可旭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61.06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

130 任付航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60.56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131 梁磊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60.47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132 张砚航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60.15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133 李坤圆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60.13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134 巩昊岩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59.76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135 张继业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59.75 二级运动员 山东省

136 杜姝晓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59.45 二级运动员 山东省

137 关新宇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59.15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

138 焦和骏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59.14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139 李灏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58.56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

140 金昊宇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57.78 一级运动员 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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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王怀疆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56.96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142 尤可昕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56.88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

143 王海腾 橄榄球 橄榄球 男 56.58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144 翁菁菁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53.37 一级运动员 陕西省

145 陈昱颖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47.91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146 孔艳升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46.19 一级运动员 安徽省

147 郭羿君 橄榄球 橄榄球 女 42.18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

148 张佳盛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男 85.77 二级运动员 福建省

149 李林昊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男 80.95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50 王佳乐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女 80.43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51 范前进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男 79.96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52 闫静远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男 79.72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153 马佳馨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男 78.93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54 李佳媛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女 78.49 二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

155 史联彰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男 76.86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56 孙世寰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男 76.66 二级运动员 辽宁省

157 王赛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男 76.37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58 王梓辰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女 76.3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59 王一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男 75.5 二级运动员 山东省

160 乔都豪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男 75.48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61 范帅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男 74.41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62 暴美伶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女 74.32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63 郝振邦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男 73.16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64 康浩博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男 73.09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65 李泽敏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男 72.15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66 任洋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男 71.98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67 王艺璇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女 71.87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68 高宇翔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男 71.16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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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邢敏琪 武术套路 武术套路 女 69.74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170 韩雨奇 武术散打 武术散打 男 76.23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

171 董港奥 武术散打 武术散打 男 75.62 二级运动员 江苏省

172 李峥 武术散打 武术散打 男 75.09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173 张云飞 武术散打 武术散打 男 73.82 二级运动员 河南省

174 刘东昂 游泳 蛙泳(100米) 男 84.25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

175 李甲帅 游泳 仰泳(100米) 男 80.0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

176 杨存正 游泳 混合泳(200米) 男 78.9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177 鲍蕾 游泳 蛙泳(100米) 女 78.2 二级运动员 安徽省

178 闫紫珺 游泳 自由泳(400米) 女 77.45 二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

179 王静波 游泳 仰泳(100米) 女 76.9 二级运动员 安徽省

180 张培宜 游泳 蝶泳(100米) 男 76.28 二级运动员 河北省

181 高玮烨 游泳 蛙泳(100米) 男 75.73 二级运动员 河北省

182 李振华 游泳 蛙泳(100米) 男 74.8 一级运动员 广东省

183 李世杰 游泳 蝶泳(100米) 男 74.35 二级运动员 山东省

184 张娅瑞 游泳 自由泳(100米) 女 74.1 二级运动员 甘肃省

185 胡家郡 游泳 自由泳(100米) 男 74.03 二级运动员 辽宁省

186 张天一 游泳 自由泳(100米) 女 73.68 二级运动员 山东省

187 侯昊天 游泳 蛙泳(100米) 男 73.68 二级运动员 河南省

188 诺敏 游泳 自由泳(50米) 男 72.93 二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

189 何依婷 游泳 自由泳(100米) 女 72.83 二级运动员 山东省

190 赵晨妤 游泳 蝶泳(100米) 女 71.55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191 单欣佳 游泳 自由泳(400米) 女 71.45 二级运动员 河北省

192 董世珂 田径 100米 男 80.93 二级运动员 山东省

193 王海洁 田径 400米 男 80.43 二级运动员 河北省

194 张幸福 田径 铅球 男 79.65 二级运动员 河南省

195 王佳兴 田径 800米 男 79.03 二级运动员 河北省

196 晏紫涵 田径 1500米 女 75.03 二级运动员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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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刘丽媛 田径 200米 女 72.35 二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

198 魏龙 田径 1500米 男 71.48 二级运动员 湖北省

199 李卓雅 田径 100米 女 71.4 二级运动员 广东省

200 段凯茹 田径 三级跳远 女 71.33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01 韩楷杼 田径 800米 男 70.9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02 陈彦君 田径 800米 女 70.45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03 李阳阳 田径 跳高 男 70.3 二级运动员 河南省

204 王群 田径 200米 男 68.93 二级运动员 安徽省

205 卢运红 田径 400米 女 68.65 二级运动员 广东省

206 白雪 田径 铁饼 女 68.28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07 李佳钰 田径 铁饼 男 67.03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08 伏耀跃 田径 10000米场地竞走 男 66.83 一级运动员 陕西省

209 马雪洁 田径 400米栏 女 66.6 二级运动员 山东省

210 孙茂根 田径 110米栏 男 66.4 二级运动员 河南省

211 孙延新 田径 跳远 男 65.68 二级运动员 山东省

212 冉庆秋 田径 400米栏 男 65.65 二级运动员 河北省

213 余丽霞 田径 标枪 女 64.45 二级运动员 福建省

214 王佳一 皮划艇静水 皮艇静水 女 64.94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215 黄淑贤 皮划艇静水 皮艇静水 女 63.69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216 何梦艳 皮划艇静水 皮艇静水 女 62.54 二级运动员 山东省

217 杨洋培 皮划艇静水 划艇静水 男 60.46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18 曹晋昌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82.11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19 李帅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6.3 二级运动员 安徽省

220 许高阳 篮球 五人制篮球 女 75.19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221 侯博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4.85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22 韩成一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4.5 二级运动员 河北省

223 李天吉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3.87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24 周宇琛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3.77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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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郝紫辰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3.74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

226 龚志祥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3.61 二级运动员 江苏省

227 康贺然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3.11 一级运动员 江苏省

228 王恩侨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2.91 二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

229 韩霈瑜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2.68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

230 席益民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2.08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

231 孙梓淇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2.08 二级运动员 陕西省

232 汪宇扬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1.9 二级运动员 福建省

233 彭兴硕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1.83 二级运动员 北京市

234 陈宇翔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1.79 二级运动员 河北省

235 姚昊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1.67 二级运动员 陕西省

236 罗新宇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1.43 二级运动员 甘肃省

237 欧阳至峰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1.3 一级运动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38 吕昌龙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1.22 二级运动员 河南省

239 张潇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0.95 二级运动员 江苏省

240 周佳敏 篮球 五人制篮球 女 70.88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41 李昊达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70.62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

242 苏琨皓 篮球 五人制篮球 男 69.95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

243 陈文璞 篮球 五人制篮球 女 69.42 二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

244 李琛鑫 篮球 五人制篮球 女 69.28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45 蔡娜娜 篮球 五人制篮球 女 66.51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46 林秋彤 篮球 五人制篮球 女 61.91 二级运动员 福建省

247 陈璐 篮球 五人制篮球 女 60.04 二级运动员 福建省

248 胡建雨 篮球 五人制篮球 女 58.49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

249 杨子恒 网球 网球 男 80.65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50 李想 网球 网球 女 73.48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51 许滨嬿 网球 网球 女 62.23 二级运动员 贵州省

252 张诗雅 网球 网球 女 61.63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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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李玄坤 网球 网球 男 59.37 二级运动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

254 周禹昂 网球 网球 男 57.26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55 李宗博阳 羽毛球 羽毛球 男 82.51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56 郝培圆 羽毛球 羽毛球 男 79.03 二级运动员 河南省

257 李沛轩 羽毛球 羽毛球 男 63.61 二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

258 庞亦哲 羽毛球 羽毛球 男 63.09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59 刘钰洋 羽毛球 羽毛球 男 58.15 二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

260 邓宇 羽毛球 羽毛球 男 57.6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

261 刘畅 艺术体操 艺术体操 女 78.34 运动健将 山西省

262 李宇凡 艺术体操 艺术体操 女 78.03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63 李博奥 赛艇 赛艇 男 79.52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

264 段高翔 赛艇 赛艇 男 75.32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65 贾梦柯 赛艇 赛艇 女 72.04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

266 张哲源 赛艇 赛艇 男 71.8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67 姚嘉璐 赛艇 赛艇 女 71.76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68 郭嘉鹏 赛艇 赛艇 男 71.74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69 尤晨晨 赛艇 赛艇 女 66.8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70 郭佳鑫 足球 非守门员 男 80.3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71 张智伟 足球 守门员 男 79.06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72 王帅旗 足球 非守门员 男 78.21 二级运动员 河北省

273 高亚鹏 足球 非守门员 男 78.08 二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

274 宋玥玥 足球 非守门员 女 77.36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75 史胜华 足球 非守门员 男 76.59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76 范晟源 足球 非守门员 男 76.35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77 侯廉政 足球 非守门员 男 76.25 二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

278 元多 足球 非守门员 男 75.86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79 皇甫博阳 足球 非守门员 男 75.84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80 赵杰 足球 非守门员 男 74.73 二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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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闫沁朋 足球 非守门员 男 74.13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82 曹亚晶 足球 非守门员 女 62.93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83 张彦鹏 跆拳道 跆拳道 男 74.36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84 曹坤 跆拳道 跆拳道 男 70.26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85 杨金龙 跆拳道 跆拳道 男 69.76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86 胡立根 跆拳道 跆拳道 男 68.11 二级运动员 河南省

287 史炎华 跆拳道 跆拳道 男 62.33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88 李梦雨 跆拳道 跆拳道 女 61.3 二级运动员 山西省

289 刘加 跆拳道 跆拳道 女 60.79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90 肖迪 跆拳道 跆拳道 女 60.57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91 陈泓旭 跆拳道 跆拳道 女 60.42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92 李亚杰 跳水 跳水 女 78.23 运动健将 山西省

293 雨柯金 跳水 跳水 女 74.81 运动健将 山西省

294 刘星雨 跳水 跳水 女 74.18 运动健将 广西壮族自治区

295 吕国华 蹦床 网上项目 男 79.33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296 张欣欣 蹦床 网上项目 女 77.64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

297 穆世萱 蹦床 网上项目 男 76.29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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