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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第十七届田径运动会成绩登记表

100 米（A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

男

第一名 国旅学院 黄峪宁 11.28
第二名 动画学院 符敏宝 11.82
第三名 软件学院 陈海雄 11.86
第四名 动画学院 潘国龙 11.90
第五名 机电学院 李新昊 11.94
第六名 经济学院 陈朝郎 12.09

女

第一名 经济学院 杨青平 ★ 13.32
第二名 经济学院 林娟娟 13.96
第三名 经济学院 符雅裕 14.56
第四名 经济学院 周文丽 14.77
第五名 国旅学院 梁敏珺 14.90
第六名 软件学院 田晓娜 14.95

200 米（A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

男

第一名 动画学院 潘国龙 24.60
第二名 国旅学院 何创高 24.70
第三名 经济学院 陈朝郎 25.01
第四名 动画学院 蔡兴旺 25.79
第五名 软件学院 王绥健 25.96
第六名 机电学院 李新昊 26.50

女

第一名 经济学院 蓝玉雪 30.90
第二名 经济学院 王明健 31.93
第三名 动画学院 陈珍如 32.87
第四名 软件学院 田晓娜 32.97
第五名 软件学院 杜慈航 34.34
第六名 动画学院 易春莹 34.42

400 米（A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

男

第一名 软件学院 何建枫 1：00.36
第二名 经济学院 吴超超 1：01.22
第三名 经济学院 王则勋 1：01.99
第四名 软件学院 符良民 1：02.18
第五名 动画学院 李昭德 1：0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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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名 动画学院 曾垂标 1：05.54

女

第一名 经济学院 蓝玉雪 1：11.51
第二名 经济学院 高健如 1：14.77
第三名 动画学院 符崇雪 1：16.89
第四名 国旅学院 PONOMARENKO

SOFIYA
1：19.42

第五名 国旅学院 韩小梅 1：27.02
第六名 国旅学院 林玉妹 1：34.65



3

(A 组)

组别 性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

1000 米 男

第一名 经济学院 更求拉格 2：58.50
第二名 动画学院 邹 訚 2：58.59
第三名 软件学院 王建斌 3：00.08
第四名 动画学院 陈将棋 3：03.78
第五名 机电学院 谢锦波 3：07.56
第六名 经济学院 和建春 3：08.62

800 米 女

第一名 经济学院 吴永春 3：00.42
第二名 经济学院 孙艺婷 3：02.88
第三名 动画学院 梁膑月 3：04.53
第四名 动画学院 符崇雪 3：08.08
第五名 网络学院 战晓雯 3：09.24
第六名 动画学院 陈英慧 3：11.04

跳远(A 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米）

男

第一名 动画学院 符健兴 6.02
第二名 动画学院 蔡兴旺 6.02
第三名 国旅学院 白书海 5.90
第四名 动画学院 符敏宝 5.61
第五名 机电学院 黎 德 5.51
第六名 网络学院 符阳郭 5.50

女

第一名 动画学院 易春莹 4.06
第二名 经济学院 周文丽 3.96
第三名 经济学院 符慢朵 3.91
第四名 国旅学院 郑纪红 3.89
第五名 动画学院 徐晶晶 3.85
第六名 经济学院 符丽慧 3.82

跳高（A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米）

男

第一名 国旅学院 ★白书海 1.80
第二名 国旅学院 黄峪宁 1.70
第三名 动画学院 李昭德 1.60
第四名 动画学院 黄志康 1.60
第五名 动画学院 符健兴 1.50
第六名 软件学院 柳国球 1.50

女

第一名 经济学院 陈雅南 1.31
第二名 经济学院 王海云 1.31
第三名 经济学院 连心儿 1.28
第四名 动画学院 徐晶晶 1.28
第五名 动画学院 马焯婷 1.25
第六名 软件学院 丰雪莲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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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球（A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米）

男

第一名 机电学院 王健培 9.47
第二名 动画学院 李启桐 9.46
第三名 动画学院 符义重 9.38
第四名 网络学院 罗新伟 8.94
第五名 经济学院 更求拉格 8.84
第六名 经济学院 袁丰汶 8.78

女

第一名 动画学院 幸丽平 7.50
第二名 网络学院 许文敏 7.29
第三名 动画学院 符海芬 7.20
第四名 网络学院 符小云 7.05
第五名 经济学院 黄燕彬 6.80
第六名 经济学院 龚梦菲 6.66

后抛实心球（A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

男

第一名 动画学院 符义重 20.88
第二名 网络学院 何振儒 20.33
第三名 机电学院 黄振聪 19.60
第四名 网络学院 李 胜 19.48
第五名 动画学院 吴 庆 19.00
第六名 动画学院 周筱川 18.90

女

第一名 国旅学院 ★孙青莲 14.81
第二名 网络学院 符小云 13.53
第三名 网络学院 许文敏 13.30
第四名 经济学院 符丽慧 13.22
第五名 国旅学院 邓玉洁 12.11
第六名 动画学院 符海芬 12.00

4×100 米接力（A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成 绩

男

第一名 国旅学院 46.82
第二名 动画学院 47.55
第三名 软件学院 50.09
第四名 经济学院 50.72
第五名 机电学院 51.12
第六名 网络学院 52.22

女

第一名 经济学院 57.09
第二名 软件学院 1:02.68
第三名 动画学院 1:02.71
第四名 国旅学院 1:04.67
第五名 艺术学院 1:04.90
第六名 网络学院 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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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米（B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

男

第一名 动画学院 王裕贤 11.89
第二名 动画学院 宋宣儒 11.99
第三名 动画学院 冯伟志 12.17
第四名 软件学院 关 福 12.20
第五名 经济学院 型日森 12.68
第六名 经济学院 苏梁海 12.70

女

第一名 经济学院 陈芳娟 14.29
第二名 动画学院 骆若凡 15.40
第三名 艺术学院 蒋晓婷 15.67
第四名 艺术学院 蒙艾婉 15.70
第五名 动画学院 林 倩 15.83
第六名 网络学院 符慧楚 16.24

200 米(B 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

男

第一名 动画学院 王裕贤 24.88
第二名 动画学院 宋宣儒 25.53
第三名 机电学院 符传瑾 26.09
第四名 经济学院 苏梁海 26.52
第五名 经济学院 邢日森 26.85
第六名 经济学院 唐何伟 26.90

女

第一名 经济学院 何玉强 32.34
第二名 经济学院 李海娟 33.80
第三名 经济学院 蔡雨梦 34.46
第四名 动画学院 王一茹 34.60
第五名 艺术学院 王海珍 36.74
第六名 经济学院 王可泽 37.44

400 米（B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

男

第一名 艺术学院 潭 阳 1：00.24
第二名 动画学院 王振隆 1：01.88
第三名 经济学院 李锦程 1：02.16
第四名 软件学院 韩安禧 1：02.66
第五名 动画学院 李传贤 1：03.14
第六名 经济学院 卢欲进 1：27.60

女

第一名 艺术学院 杨 芳 1：21.13
第二名 经济学院 蔡仁萍 1：21.89
第三名 动画学院 林 倩 1：25.41
第四名 动画学院 翁申桃 1：27.42
第五名 艺术学院 刘桂桂 1：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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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组)

组别 性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

1000 米 男

第一名 软件学院 吴宏书 3：07.54
第二名 经济学院 李选鹏 3：16.80
第三名 动画学院 杨许贵 3：17.82
第四名 网络学院 陈希诚 3：22.98
第五名 软件学院 林芳称 3：27.24
第六名 网络学院 王运胜 3：03.39！

800 米 女

第一名 动画学院 骆若凡 2：49.40
第二名 动画学院 李光霞 2：52.74
第三名 动画学院 王菊琼 3：05.11
第四名 动画学院 王珊珊 3：09.69
第五名 经济学院 吴燕利 3：17.65
第六名 动画学院 黄 蕾 3：19.87

跳远(B 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米）

男

第一名 软件学院 郑业贤 5.75
第二名 软件学院 钟昌浩 5.47
第三名 机电学院 胡俊顺 5.34
第四名 动画学院 冯标榜 5.14
第五名 动画学院 杨 铭 5.03
第六名 经济学院 陈希帅 4.84

女

第一名 动画学院 王菊琼 4.05
第二名 动画学院 李光霞 3.90
第三名 经济学院 何玉强 3.84
第四名 经济学院 韩雯娜 3.71
第五名 艺术学院 李福丽 3.68
第六名 艺术学院 冯春吉 3.64

跳高（B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米）

男

第一名 网络学院 黄有达 1.63
第二名 动画学院 杨 铭 1.63
第三名 软件学院 李选志 1.60
第四名 网络学院 翁浩景 1.57
第五名 软件学院 吴多海 1.54
第六名 动画学院 周安学 1.51

女

第一名 动画学院 林心蕾 1.28
第二名 经济学院 王晓静 1.28
第三名 网络学院 李嘉欣 1.28
第四名 动画学院 王 晶 1.16
第五名 艺术学院 李羽倩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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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球（B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米）

男

第一名 经济学院 宋成顺 9.02
第二名 网络学院 何书舟 8.82
第三名 动画学院 罗书勇 7.96
第四名 软件学院 吴宏书 7.70
第五名 动画学院 刘 普 7.69
第六名 软件学院 陈雄飞 7.67

女

第一名 经济学院 叶柔欣 7.58
第二名 网络学院 吴静姝 6.21
第三名 经济学院 陈美伊 5.93
第四名 动画学院 符钰翎 5.68
第五名 动画学院 庞妙雨 5.62
第六名 网络学院 李嘉欣 5.58

后抛实心球（B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

男

第一名 经济学院 宋成顺 17.63
第二名 经济学院 文烈豪 17.07
第三名 动画学院 冯伟志 16.83
第四名 网络学院 陈玉能 15.83
第五名 动画学院 刘 普 15.30
第六名 软件学院 李华聪 14.39

女

第一名 动画学院 符钰翎 11.74
第二名 经济学院 云碧茹 10.66
第三名 经济学院 叶柔欣 10.17
第四名 经济学院 李 慧 10.00
第五名 软件学院 王英静 9.89
第六名 动画学院 庞妙雨 9.34

4×100 米接力（B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成 绩

男

第一名 动画学院 48.78
第二名 经济学院 51.21
第三名 软件学院 51.48
第四名 网络学院 52.06
第五名 机电学院 55.48
第六名 艺术学院 55.94

女

第一名 动画学院 1：01.00
第二名 经济学院 1：02.45
第三名 艺术学院 1：05.51
第四名 软件学院 1：06.16
第五名

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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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50 米集体接力赛

（B组）

名 次 学院 成 绩
第一名 动画学院 11:14.41
第二名 经济管理学院 11:20.28
第三名 网络工程学院 11:23.57
第四名 艺术传媒学院 11:57.43

（A组）

名 次 学院 成 绩
第一名 经济管理学院 10:58.50
第二名 动画学院 11:13.90
第三名 国际教育与旅游学院 11:30.32
第四名 软件工程学院 11:33.97
第五名 网络工程学院 11:40.85
第六名 艺术传媒学院 12: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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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第十七届田径运动会成绩
1、团体名次：

（A 组） （B 组）

第一名：经济管理学院 139分 第一名：动画学院 162分

第二名：动画学院 133分 第二名：经济管理学院 125分

第三名：国际教育与旅游学院 82分 第三名：软件工程学院 54分

第四名：软件工程学院 46分 第四名：艺术传媒学院 40分

第五名：网络工程学院 35分 第五名：网络工程学院 39分

第六名：机电工程学院 22分 第六名：机电工程学院 12分

2、集体接力名次：

（A 组） （B 组）

第一名：经济管理学院 第一名：动画学院

第二名：动画学院 第二名：经济管理学院

第三名：国际教育与旅游学院 第三名：网络工程学院

3、队形队列检阅奖：

一等奖： 艺术传媒学院

二等奖：网络工程学院、国际教育与旅游学院

三等奖：软件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动画学院

4、体育道德风尚奖：

机电工程学院、动画学院、国际教育与旅游学院

5、优秀组织奖：

网络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