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文体类大赛获奖一览表

统计部门：体育艺术教学部                                                                 统计日期：2021年12月31日 

序号 项目名称 级别 指导老师 获奖学生名单 奖项等级 获奖时间 举办单位

1

2021年12月广东省“省长杯”青少
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组)全省总决
赛暨广东省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足

球预赛

省部级 李耀辉、黄权章 温国超 最佳射手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2

2021年12月广东省“省长杯”青少
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组)全省总决
赛暨广东省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足

球预赛

省部级 李耀辉、黄权章

高日安、麦勇、钟鹏、李佳承、卢
思镇、钟沛权、梁俊辉、陈炳成、
李国涛、谢祖、叶祯贤、欧晓军、
温国超、陈智均、黄华聪、黄浚晞
、黄伟燊、高康松、杨高奋、游宗

润

第一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3
2021年广东省第四届院校体操锦标

赛
省部级 李俊浩、刘剑 郑纯汉 双杠第一名

2021年10月
广东省体操技巧协会

4
2021年广东省第四届院校体操锦标

赛
省部级 李俊浩、刘剑 郑纯汉 技巧第二名

2021年10月
广东省体操技巧协会

5
2021年广东省第四届院校体操锦标

赛
省部级 李俊浩、刘剑 查文鑫 技巧第一名

2021年10月
广东省体操技巧协会

6
2021年广东省第四届院校体操锦标

赛
省部级 李俊浩、刘剑 朱思梦 技巧第二名

2021年10月
广东省体操技巧协会

7
2021年广东省第四届院校体操锦标

赛
省部级 李俊浩、刘剑 朱思梦 单杠第二名

2021年10月
广东省体操技巧协会

8
2021年广东省第四届院校体操锦标

赛
省部级 李俊浩、刘剑 郑镇如 技巧第二名

2021年10月
广东省体操技巧协会

9
2021年广东省第四届院校体操锦标

赛
省部级 李俊浩、刘剑 郑镇如 平衡木第三名

2021年10月
广东省体操技巧协会

10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

赛
省部级 李耀辉、吴芸、田杨

林晓源、吴培杰、蔡诗瑶、郭翔宇
、李满、黄学东、吴婉玲、陈榕

团体总分一等奖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联合会

11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

赛
省部级 李耀辉、吴芸、田杨 林晓源

自选南棍第一名、
自选南刀第六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12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

赛
省部级 李耀辉、吴芸、田杨 吴培杰

自选枪术第六名、
自选南拳第六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序号 项目名称 级别 指导老师 获奖学生名单 奖项等级 获奖时间 举办单位

13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

赛
省部级 李耀辉、吴芸、田杨 蔡诗瑶 自选枪术第六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14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

赛
省部级 李耀辉、吴芸、田杨 蔡诗瑶 自选刀术第四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15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

赛
省部级 李耀辉、吴芸、田杨 吴婉玲

自选南拳第五名、
自选剑术第三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16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

赛
省部级 李耀辉、吴芸、田杨 李满 自选剑术第四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17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

赛
省部级 李耀辉、吴芸、田杨 李满 第十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18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

赛
省部级 李耀辉、吴芸、田杨 郭翔宇 第九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19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

赛
省部级 李耀辉、吴芸、田杨 黄学东 自选剑术第八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20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

赛
省部级 李耀辉、吴芸、田杨 黄学东 第十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21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

赛
省部级 李耀辉、吴芸、田杨 陈榕 自选棍术第七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22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

赛
省部级 李耀辉、吴芸、田杨 陈榕 第十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23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飞镖锦标赛 省部级 余绍健、余铨业 陆少峰 第一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24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飞镖锦标赛 省部级 余绍健、余铨业 骆漫城 第二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25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飞镖锦标赛 省部级 余绍健、余铨业 赖洁婷 第三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26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飞镖锦标赛 省部级 余绍健、余铨业 陈格洁 第三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27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飞镖锦标赛 省部级 余绍健、余铨业 黄司浩 第四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28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飞镖锦标赛 省部级 余绍健、余铨业 左思 第四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29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飞镖锦标赛 省部级 余绍健、余铨业 胡家聪 第四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30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飞镖锦标赛 省部级 余绍健、余铨业 张龙珠 第四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序号 项目名称 级别 指导老师 获奖学生名单 奖项等级 获奖时间 举办单位

31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飞镖锦标赛 省部级 余绍健、余铨业 张龙珠、赖洁婷、黄司浩、陆少峰 四人团体赛第四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32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飞镖锦标赛 省部级 余绍健、余铨业 胡家聪、左思 双人赛第五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33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飞镖锦标赛 省部级 余绍健、余铨业 张龙珠、黄司浩 双人赛第五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34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飞镖锦标赛 省部级 余绍健、余铨业 陈格洁、骆漫城 双人赛第六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35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飞镖锦标赛 省部级 余绍健、余铨业 陆少峰、赖洁婷 双人赛第八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36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飞镖锦标赛 省部级 余绍健、余铨业
陆少峰、赖洁婷、陈格洁、骆漫城
、黄司浩、左思、胡家聪、张龙珠

团体赛第四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37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棒垒球锦标赛 省部级 田杨、邓玲

高明星、钟徐、顾育霖、谢明俊、
邝国锋、陈泽锋、沈开泽、肖泽楷
、张朝文、依沙克、陈铿淞、李俊
、吴昊、洪升茂、戴注远、谭锦华

、赵骏豪、陈乙彬

第三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38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排球联赛 省部级 田杨、陈凯阳

程一煊、吴志明、周业杰、汤伟滨
、张帆、庄铎腾、黄政道、吴德春
、肖庆涛、邹正贤、何锦鸿、刘冠

华、陈永康、何循旭

第六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39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排球联赛 省部级 田杨、陈凯阳

冯韵羽、郑少娜、刘春佳、卿婷、
杜冰淼、黄苑玲、王迦乐、陈思婷
、陈秋娴、邱倩如、郑苑茗、马琼

琼、陈钰怡、黎权漫

第四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40 广东省高校艺术作品征集展演活动 省部级 刘剑  陈冠锋

黄馨馨、董烯桐、胡俊堂、郑育津
、陈壁锋、吕佩琳、杨沁姿、潘丽
萍、孙嘉怡、李婉婷、温丽杨、曾
婉婷、黄菊 、张婉颖、颜嘉琪、
胡家森、付诗婷、蔡雯姿、郭曼琪
、陈炜倩、苏颖婵 、赖心怡、王
桂灿、陈鸿、李琳静、陈杰敏

二等奖 2021年10月 广东省教育厅



序号 项目名称 级别 指导老师 获奖学生名单 奖项等级 获奖时间 举办单位

41
2021年12月广东省大学生网球团体

赛
省部级 刘羽、刘楚泽

梁颖琪、傅培豪、欧阳霞、陈泽濠
、林小龙、林洪圳、黄泽敏、余文
智、冯景涛、夏靖峰、严峻、杨秀

佳

团体赛一等奖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42
2021年11月广东省大学生网球锦标
赛暨广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

网球预赛
省部级 刘羽、刘楚泽

梁颖琪、陈泽濠、林小龙、林洪圳
、黄泽敏、余文智、严峻、杨秀佳

一等奖 2021年11月 广东省教育厅

43
2021年11月广东省大学生网球锦标
赛暨广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

网球预赛
省部级 刘羽、刘楚泽 梁颖琪 女子单打第一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教育厅

44
2021年11月广东省大学生网球锦标
赛暨广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

网球预赛
省部级 刘羽、刘楚泽 严峻、杨秀佳 混双第四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教育厅

45
2021年11月广东省大学生网球锦标
赛暨广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

网球预赛
省部级 刘羽、刘楚泽 林小龙、林洪圳 男双第六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教育厅

46
2021年11月广东省大学生网球锦标
赛暨广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

网球预赛
省部级 刘羽、刘楚泽 余文智、黄泽敏 女双第七名 2021年11月 广东省教育厅

47
2021年12月广东省大学生篮球锦标
赛暨广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

篮球预赛
省级 林鹏杰

李志凯，申治鑫，廖俊羽，黄曦，
郑毅鹏，叶俊旭，王俊浩，罗梓
濠，许贤锋，谭志毅，邱彦龙，谢
骏，翟龙龙，戴振熙，黄聘楠，蔡

彬，伍泽壕，刘坤柱

二等奖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48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

赛
省部级 冯锐骐、陈任远、李耀辉

王佳纯、林晓雪、冯韵淇、张艺宇
、梁钧鸿、梁家彬、林耿捷、黄惜

棋
一等奖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49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

赛
省部级 冯锐骐、陈任远、李耀辉

范涛、黄佳财、谢壁杰、何广棚、
马松洲、杨盛宇、莫梓潮、何嘉豪
、冼伟东、徐育权、张添富、何华

乐

第三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序号 项目名称 级别 指导老师 获奖学生名单 奖项等级 获奖时间 举办单位

50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

赛
省部级 冯锐骐、陈任远、李耀辉

韩锐锋、陈嗣裕、张世荣、邓海成
、谢万涛、张艺宇、黎俊超、梁家
彬、林耿捷、陈永祥、黄惜棋、岑

沭杭、黄佳财

第六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51
2021年中-拉标准舞/拉丁舞国际超
级联赛业余新秀女子单人组牛仔舞

协会 孙媛 曾佩荧 第一名 2021年5月 广东省国际标准舞总会

52

2021天幕杯中国广东国际标准舞全
国公开赛暨中国广东标准舞.拉丁舞
巡回赛亚运城站业余女子单人单项

伦巴

协会 孙媛 邹彩琪 二等奖 2021年5月 广东省国际标准舞协会

53
2021年第七届全国高职院校健美操

锦标赛(阳光组）街舞项目
国家级 谢娜

王婉月、游泽璇、朱卓琳、潘莹、
陈跃、周盈、梁晓琳、黄华乐

三等奖 2021年11月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54
2021年第七届全国高职院校健美操
锦标赛(阳光组）有氧套路项目

国家级 谢娜
王婉月、游泽璇、朱卓琳、潘莹、
陈跃、周盈、梁晓琳、黄华乐

三等奖 2021年11月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55
2021年12月广东省大学生锦标赛暨
广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健美

操预赛

省部级 谢娜
陈跃、王婉月、郭思思、朱卓琳、

蓝钰佳
第一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56
2021年12月广东省大学生锦标赛暨
广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健美

操预赛
省部级 谢娜

朱卓琳、张梓熙、王婉月、杨佩颖
、葛炜圣、黄华乐、唐涛、鲁志鹏

、罗楠、郭思思、罗雪佳
第六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57
2021年12月广东省大学生锦标赛暨
广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健美

操预赛
省部级 谢娜

梁晓琳、周盈、张培琳、张妍、罗
佳欣、郑智航、陈钰宁、黄炜健、
杨宏宇、郭梦婉、蓝钰佳、林诺莹

、杨均、陈炜燊、卢俊辉

第七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58
2021年12月广东省大学生锦标赛暨
广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健美

操预赛

省部级 谢娜
 禤慧中、肖丽婷、谢慧琳、李珊
珊、钟滢滢、官锐仪、周盈、詹培

虹 

第七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59
2021年12月广东省大学生锦标赛暨
广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健美

操预赛

省部级 谢娜
张梓熙、梁晓琳、黄华乐、罗楠、

杨佩颖
第七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60
2021年12月广东省大学生锦标赛暨
广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健美

操预赛

省部级 谢娜
罗钰薇、林米冰、丘杨芬、戴燕娜
、林金倩、郑佳儿、徐子惠、吴渝

珊

第八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61
2021年12月广东省大学生锦标赛暨
广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健美

操预赛
省部级 谢娜

吴渝珊、徐子惠、江慧丹、殷维维
、曾佳璇、黄玉连、李嘉慧、戴燕
娜、罗佳欣、绕鑫、郭梦婉、陈泓

兵

第九名 2021年12月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2021年体艺类大赛获奖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数量（项）

1 2021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
组）全省总决赛

最佳射手 1

2 第一名 1

3

2021年广东省第四届院校体操锦标赛

第一名 2

4 第二名 4

5 第三名 1

6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团体一等奖 1

7 第一名 1

8 第三名 1

9 第四名 2

10 第六名 2

11 第七名 1

12 第八名 1

13 第九名 1

14 第十名 3

15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飞镖锦标赛

第一名 1

16 第二名 1

17 第三名 2

18 第四名 6

19 第五名 2

20 第六名 1

21 第八名 1

22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棒垒球锦标赛 第三名 1

23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排球联赛

第四名 1

24 第六名 1

25 广东省高校艺术作品征集展演活动 二等奖 1

26

2021年11月广东省大学生网球锦标赛暨广东省第十一届
大学生运动会网球预赛

一等奖 1

27 第一名 1

28 第四名 1

29 第六名 1

30 第七名 1



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数量（项）

31 2021年12月广东省大学生网球团体赛 团体一等奖 1

32
2021年12月广东省大学生篮球锦标赛暨广东省第十一届

大学生运动会篮球预赛
二等奖 1

33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

一等奖 1

34 第三名 1

35 第六名 1

36
2021年中-拉标准舞/拉丁舞国际超级联赛业余新秀女子

单人组牛仔舞
第一名 1

37
2021天幕杯中国广东国际标准舞全国公开赛暨中国广东
标准舞.拉丁舞巡回赛亚运城站业余女子单人单项伦巴

二等奖 1

38 2021年第七届全国高职院校健美操锦标赛(阳光组） 三等奖 2

39

2021年12月广东省大学生锦标赛暨广东省第十一届大学
生运动会健美操预赛

第一名 1

40 第六名 1

41 第七名 3

42 第八名 1

43 第九名 1

合计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