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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组团参加 2019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夏令营分营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及义乌市教育局、相关学校：

根据《全国校足办关于举办 2019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

系列活动的通知》要求，结合我省 2019 年青少年校园足球最佳阵容

遴选活动的遴选结果，我省将组织 13 个组别共计 250 名学生及 41

名领队、教练员参加本次全国夏令营分营活动。请各相关地市教育

局、学校积极配合，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 参营人员（名单详见附件）

二、 夏令营时间及地点

高中组：7.30-8.5 江苏常州

初中组：7.23-29 江苏海门

小学组：7.22-29 安徽芜湖

三、 出行安排

三个组别的出行都将采用统一包车由杭州集体出发的形式，

发车时间及点点分别是：

高中组：7 月 30 日 13：00 从杭州学军中学（文三路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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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出发；

初中组：7 月 23 日 11：00 从杭州学军中学（文三路 188

号）出发；

小学组：7 月 22 日 13：00 从杭州学军中学（文三路 188

号）出发；

返程具体时间根据实际情况待定，各相关学校请根据时间

要求负责将学生安全准时送达上车地点，并根据返程时间安全接

回。

四、 报到要求

全体营员请携带二代身份证原件、学籍证明（学生基本信

息表）、健康证明（体检表），营区服装及球袜由赞助商提供，

运动员需自带球鞋和护腿板及日常生活用品。保险统一由省校足

办购买。

五、 相关费用

夏令营期间食宿费用由承办单位负责，杭州至营区交通费

由省校足办负责（自行前往或返回的自理），各地至杭州的交通

费用回原单位报销。（联系人：华云飞；联系电话：0571-88008735）

附件：2019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分营浙江省代表团名单

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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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2019 年青少年校园足球最佳阵容全国分营名单

序号 姓名 组别 学校

1 张繁 高中男子甲组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2 龚义康 高中男子甲组 义乌市第二中学

3 俞快 高中男子甲组 安吉县高级中学

4 阙忠达 高中男子甲组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5 聂嘉良 高中男子甲组 安吉县高级中学

6 王政翔 高中男子甲组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7 侯世铎 高中男子甲组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8 梅晓天 高中男子甲组 台州市路桥中学

9 马广浩 高中男子甲组 浙江省宁波市姜山中学

10 章天宇 高中男子甲组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11 贾博文 高中男子甲组 金华市汤溪高级中学

12 夏子安 高中男子甲组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13 虞加飞 高中男子甲组 安吉县高级中学

14 杨松陶 高中男子甲组 浙江省宁波市姜山中学

15 赵坚 高中男子甲组 苍南县灵溪中学

16 陈书航 高中男子甲组 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

17 余俊豪 高中男子甲组 丽水第二高级中学

18 潘柱豪 高中男子甲组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19 曹宇航 高中男子甲组 艾青中学

20 郑智文 高中男子甲组 浙江省衢州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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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组别 学校

1 胡诗诗 高中女子甲组 浙江省丽水中学

2 卓梦珍 高中女子甲组 浙江省丽水中学

3 钱淋淋 高中女子甲组 绍兴市上虞区城南中学

4 王灵倩 高中女子甲组 杭州九中

5 杨蒙平 高中女子甲组 杭州九中

6 方佳怡 高中女子甲组 杭州九中

7 陈琦錡 高中女子甲组 杭州九中

8 章佳杨 高中女子甲组 杭州九中

9 李晨 高中女子甲组 浦江县第二中学

10 王欣雨 高中女子甲组 嘉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11 徐思维 高中女子甲组 绍兴市柯桥区钱清中学

12 陈佳欣 高中女子甲组 苍南中学

13 陈芝淇 高中女子甲组 苍南中学

14 张思懿 高中女子甲组 嵊州市高级中学

15 沈石宁 高中女子甲组 嵊州市高级中学

16 吴莎蓉 高中女子甲组 嵊州市高级中学

17 汪梦宏 高中女子甲组 临海市大田中学

18 胡丹丹 替补补入 永康丽州中学

21 舒俊佳 高中男子甲组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22 许晨 高中男子甲组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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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赵珍妮 替补补入 丽水中学

20 徐露莎 替补补入 杭州市开元商贸职业学校

21 夏佳欣 替补补入 浙江省苍南中学

22 葛诗捷 替补补入 义乌二中

序号 姓名 组别 学校

1 俞毅瑞 高中男子乙组 义乌市第二中学

2 王舒洋 高中男子乙组 义乌市第二中学

3 孙杭涵 高中男子乙组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4 戴宁铭 高中男子乙组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5 沈冠霖 高中男子乙组 永康市丽州高级中学

6 葛帆 高中男子乙组 金华市汤溪高级中学

7 余枫 高中男子乙组 浙江省宁波市姜山中学

8 方客 高中男子乙组 浙江省宁波市姜山中学

9 吴佳豪 高中男子乙组 嘉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10 郑广尧 高中男子乙组 台州市路桥中学

11 金崇江 高中男子乙组 台州市院桥中学

12 林星润 高中男子乙组 宁波市第四中学

13 吴奇翔 高中男子乙组 宁波市第四中学

14 陈锦阳 高中男子乙组 安吉县高级中学

15 严祤镭 高中男子乙组 安吉县高级中学

16 潘郅轩 高中男子乙组 杭州学军中学紫金港校区

17 胡凯文 高中男子乙组 杭州学军中学紫金港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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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佳诚 高中男子乙组 杭州学军中学紫金港校区

19 林浩然 高中男子乙组 杭州学军中学紫金港校区

20 赖舒扬 高中男子乙组 艾青中学

21 叶晨浩 高中男子乙组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22
朱俊杰

高中男子乙组 丽水第二高级中学

序号 姓名 组别 学校

1 毛彦涵 高中女子乙组 浙江省丽水中学

2 蓝旖 高中女子乙组 浙江省丽水中学

3 尤晨瑾 高中女子乙组 浙江省丽水中学

4 潘妍 高中女子乙组 永康市丽州高级中学

5 姚佳文 高中女子乙组 绍兴市上虞区城南中学

6 钱瑶瑶 高中女子乙组 杭州九中

7 姬永琴 高中女子乙组 杭州九中

8 王颖 高中女子乙组 杭州九中

9 李娟 高中女子乙组 宁波市慈湖中学

10 李彤彤 高中女子乙组 苍南县灵溪中学

11 章鎏月 高中女子乙组 嘉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12 袁小凤 高中女子乙组 嘉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13 袁心怡 高中女子乙组 嘉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14 李雯婧 高中女子乙组 台州市院桥中学

15 林怡 高中女子乙组 苍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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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胡如艺 高中女子乙组 苍南中学

17 张楚宁 高中女子乙组 嵊州市高级中学

18 许佳艳 高中女子乙组 杭州市服装职高

19 符淑萍 高中女子乙组 杭州市开元商贸职业学校

20 吴菲菲 高中女子乙组 临海市大田中学

21 毛祎 高中女子乙组 杭州高级中学钱江校区

22 俞嘉倩 替补补入 绍兴市上虞区城南中学

序号 姓名 组别 学校

1 余子涵 初中男子甲组 衢州市兴华中学

2 余宙 初中男子甲组 衢州市兴华中学

3 黄磊 初中男子甲组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4 陈鹏昂 初中男子甲组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5 陈宇豪 初中男子甲组 台州市黄岩区院桥初级中学

6 高瑜松 初中男子甲组 诸暨市暨阳初中

7 殷武嗣 初中男子甲组 宁波市余姚阳明中学

8 庄振阳 初中男子甲组 绍兴市柯桥区实验中学

9 应汶臻 初中男子甲组 永康市龙川学校

10 林裕奇 初中男子甲组 金华五中

11 苗佳利 初中男子甲组 姜山镇中学

12 邵嵊锋 初中男子甲组 姜山镇中学

13 凌超 初中男子甲组 姜山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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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洪鑫杭 初中男子甲组 杭州市建兰中学

15 杨奇铠 初中男子甲组 湖州市第四中学教育集团

16 陈一帆 初中男子甲组 义乌市绣湖中学教育集团城阳校区

17 洪 旗 初中男子甲组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18 郑文俊 初中男子甲组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19 林家煊 初中男子甲组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20 章汗允 初中男子甲组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21 叶楚恒 （替补补入）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22 谢平波 （替补补入） 湖州市第四中学教育集团

序号 姓名 组别 学校

1 王佳慧 初中女子甲组 浙江师范大学婺州外国语学校

2 应星洪 初中女子甲组 嵊州市爱德初级中学

3 贝超楠 初中女子甲组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中学

4 高静雅 初中女子甲组 杭州市景成实验学校

5 梅盛红 初中女子甲组 丽水市莲都区处州中学

6 陶安欣 初中女子甲组 丽水市莲都区处州中学

7 陈姿燕 初中女子甲组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中学

8 方新梅 初中女子甲组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中学

9 陈菁 初中女子甲组 浙江省义乌市宾王中学

10 何奕谦 初中女子甲组 义乌市稠州中学教育集团

11 张佳献 初中女子甲组 宁波市余姚阳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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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黄奕 初中女子甲组 浦江县第四中学

13 刘佳慧 初中女子甲组 姜山镇中学

14 王云晓 初中女子甲组 强蛟镇初级中学

15 庞佳佳 初中女子甲组 衢州市白云学校

16 姚嘉懿 初中女子甲组 永康市第四中学

17 陈诗婷 初中女子甲组 义乌市绣湖中学教育集团城阳校区

18 王成青 初中女子甲组 义乌市绣湖中学教育集团城阳校区

19 柯耀翔 初中女子甲组 椒江区第五中学

20 吴涵 初中女子甲组 椒江区第五中学

21 王佳慧 初中女子甲组 杭州市三墩中学

22 金伊丽 初中女子甲组 东塍镇中学

序号 姓名 组别 学校

1 吴锐勐 初中男子乙组 衢州市兴华中学

2 徐杨 初中男子乙组 衢州市兴华中学

3 刘子为 初中男子乙组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4 周子诚 初中男子乙组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5 李瑞龙 初中男子乙组 绍兴市袍江中学

6 周涵 初中男子乙组 桐乡市求是实验中学

7 黄锐杰 初中男子乙组 绍兴市柯桥区实验中学

8 许俊强 初中男子乙组 金华五中

9 徐靖超 初中男子乙组 金华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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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方子恒 初中男子乙组 金华九中

11 赵苏楠 初中男子乙组 姜山镇中学

12 牛青杭 初中男子乙组 姜山镇中学

13 钟明明 初中男子乙组 湖州市第四中学教育集团

14 马一帆 初中男子乙组 湖州市第四中学教育集团

15 陶哲轩 初中男子乙组 义乌市绣湖中学教育集团城阳校区

16 唐朝润 初中男子乙组 义乌市绣湖中学教育集团城阳校区

17 许易豪 初中男子乙组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18 陈朔浩 初中男子乙组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19 陈朔瀚 初中男子乙组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20 陈恩龙 初中男子乙组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21 傅中天 初中男子乙组 台州椒江区第二中学

22 叶名扬 初中男子乙组 台州椒江区第二中学

序号 姓名 组别 学校

1 范芯涵 初中女子乙组 嵊州市爱德初级中学

2 袁熳佳 初中女子乙组 嵊州市爱德初级中学

3 邬环伊 初中女子乙组 温州翔宇中学

4 吴佩颖 初中女子乙组 台州市仙居县实验中学

5 朱佳佳 初中女子乙组 台州市仙居县实验中学

6 叶蒙蒙 初中女子乙组 杭州市景成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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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叶乐怡 初中女子乙组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中学

8 黎嘉欣 初中女子乙组 诸暨市天马实验学校

9 毛凤霞 初中女子乙组 诸暨市天马实验学校

10 张佳颖 初中女子乙组 宁波市余姚阳明中学

11 余晴 初中女子乙组 金华市第十五中学

12 范昕奕 初中女子乙组 金华市第十五中学

13 王思甜 初中女子乙组 衢州市白云学校

14 朱婷 初中女子乙组 桐乡市第六中学

15 黄亦菲 初中女子乙组 义乌市绣湖中学教育集团城阳校区

16 吴怡冉 初中女子乙组 义乌市绣湖中学教育集团城阳校区

17 虞安琪 初中女子乙组 义乌市绣湖中学教育集团城阳校区

18 孙娆 初中女子乙组 义乌市绣湖中学教育集团城阳校区

19 杨懿忻 初中女子乙组 义乌市绣湖中学教育集团城阳校区

20 孙义函 初中女子乙组 金华市西苑中学

21 任童 初中女子乙组 椒江区第五中学

22 陈幽伊 初中女子乙组 椒江区第五中学

序号 姓名 组别 学校

1 郦哲斌 小学男子甲组 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红旗完全小学

2 张峻豪 小学男子甲组 仙居县田市镇中心小学

3 陈黎明 小学男子甲组 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第五小学

4 林为栋 小学男子甲组 嘉兴市实验小学

5 马丹垚 小学男子甲组 北京师范大学南湖附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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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宋超铭 小学男子甲组 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第四小学

7 周轩宇 小学男子甲组 衢州市实验学校（菱湖校区）

8 潘建江 小学男子甲组 东阳横店第三小学

9 盛家聪 小学男子甲组 金华市金东区实验小学

10 应昕烨 小学男子甲组 黄岩区昕前街道中学小学

11 周子涵 小学男子甲组 金华市江滨小学

12 严梓昊 小学男子甲组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小学

13 许海涛 小学男子甲组 临海市杜桥镇中心校

14 朱奕衡 小学男子甲组 临海市杜桥镇中心校

15 金泽宇 小学男子甲组 临海市杜桥镇中心校

16 王宇硕 小学男子甲组 义乌市青口小学

序号 姓名 组别 学校

1 张耀月 小学女子甲组 绍兴市柯桥区钱清镇中心小学

2 车怡欢 小学女子甲组 温州滨海学校

3 张荣 小学女子甲组 温州滨海学校

4 张洁 小学女子甲组 余姚市肖东第二小学

5 田丽 小学女子甲组 余姚市肖东第二小学

6 唐青青 小学女子甲组 嵊州市东圃小学

7 朱思涵 小学女子甲组 义乌市廿三里第二小学

8 吴渟渟 小学女子甲组 金华市秋滨小学

9 李芊 小学女子甲组 义乌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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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宋佳怡 小学女子甲组 苏孟小学

11 范筱雨 小学女子甲组 苏孟小学

12 张钰皎 小学女子甲组 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中心小学

13 项奕睿 小学女子甲组 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中心小学

14 熊远香 小学女子甲组 慈溪市横河镇彭桥小学

15 何京英 小学女子甲组 丽水市景宁民族小学

16 贾思毓 （替补补入）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义乌小学

序号 姓名 组别 学校

1 吴丰涛 小学男子乙组 仙居县田市镇中心小学

2 倪豪 小学男子乙组 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第五小学

3 温子睿 小学男子乙组 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第五小学

4 裘劲乐 小学男子乙组 萧山区湘湖小学

5 陈庆 小学男子乙组 嘉兴市实验小学

6 屠桦 小学男子乙组 嘉兴市实验小学

7 邓鑫炜 小学男子乙组 稠城第一小学教育集团

8 王阳 小学男子乙组 临海市大洋小学

9 朱启鸿 小学男子乙组 临海市大洋小学

10 顾轩杨 小学男子乙组 临海市大洋小学

11 徐铭皓 小学男子乙组 金华市秋滨小学

12 张煜昆 小学男子乙组 金华市金东区实验小学

13 邵一涵 小学男子乙组 金华市江滨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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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朱汪柯 小学男子乙组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小学

15 叶耔驿 小学男子乙组 临海市杜桥镇中心校

16 应洢帆 （替补补入） 台州市仙居县田市镇中心小学

序号 姓名 组别 学校

1 兰舒幻 小学女子乙组 义乌市江湾小学

2 叶悠然 小学女子乙组 温州滨海学校

3 于子晨 小学女子乙组 温州滨海学校

4 曾令萍 小学女子乙组 余姚市肖东第二小学

5 杨肖雨 小学女子乙组 余姚市肖东第二小学

6 叶贞吟 小学女子乙组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义乌小学

7 姜禹含 小学女子乙组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义乌小学

8 郑羽彤 小学女子乙组 稠城第一小学教育集团

9 曹文欣 小学女子乙组 杭州市长阳小学

10 徐珊 小学女子乙组 杭州市长阳小学

11 俞欣彤 小学女子乙组 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中心小学

12 任 瑭 小学女子乙组 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中心小学

13 施涵涵 小学女子乙组 义乌市廿三里第二小学

14 王婧瑜 小学女子乙组 义乌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15 林丹苗 小学女子乙组 义乌市青口小学

16 徐米琦 小学女子乙组 义乌市青口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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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组别 学校

1 朱璨 小学混合组 义乌市江湾小学

2 吴宇轩 小学混合组 义乌市江湾小学

3 贾诗语 小学混合组 余姚市肖东第二小学

4 雷晴 小学混合组 杭州市胜蓝实验小学

5 廖安之 小学混合组 稠城第一小学教育集团

6 张家豪 小学混合组 稠城第一小学教育集团

7 李冠良 小男混合组 金华市秋滨小学

8 蔡子潇 小男混合组 义乌绣湖小学教育集团

9 吴苗凯 小学混合组 苏孟小学

10 许俊杰 小学混合组 金华市江滨小学

领队（高中组）： 肖鑫 嘉兴市大桥小学
领队（初中组）： 赵明志 杭州市三墩中学
领队（小学组）： 陆欢君 绍兴市柯桥小学

高中组教练员

序号 姓名 组别 单位

1 李增 高中男子甲组 安吉县高级中学

2 林锋 高中男子甲组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3 章箭 高中女子甲组 杭州服装职高

4 李响 高中女子甲组 浙江省苍南中学

5 许亮 高中女子甲组 柯桥区钱清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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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伟亮 高中男子乙组 台州市路桥中学

7 孙宇 高中男子乙组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8 李兵 高中女子乙组 绍兴嵊州市高级中学

9 周鹏 高中女子乙组 绍兴市上虞区城南中学

10 王峥峥 高中女子乙组 杭州第九中学

11 陈伟波 高中女子甲组 丽水中学

12 朱斌 高中男子乙组 嘉兴第四高级中学

13 邹勇 高中女子乙组 丽水第二高级中学

14 刘志华 高中女子乙组 杭州高级中学

初中组教练员

序号 姓名 组别 单位

1 余发林 初中男子甲组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2 吕世春 初中男子甲组 宁波姜山镇中学

3 吴立科 初中男子甲组 余姚市阳明中学

4 许聪 初中女子甲组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中学

5 谢锦涛 初中女子甲组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中学

6 李昕旸 初中女子甲组 浙师大婺州外国语学校

7 罗建清 初中男子乙组 金华市第五中学

8 王文俊 初中男子乙组 衢州市兴华中学

9 冯坤 初中男子乙组 椒江二中

10 应志豪 初中男子乙组 金华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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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曹琳（女） 初中女子乙组 台州市椒江区第五中学

12 胡旭鸽 初中女子乙组 义乌市绣湖中学教育集团

13 王涛 初中女子乙组 诸暨市天马实验学校

14 沈雪伟 初中女子乙组 桐乡市第六中学

小学组教练员

序号 姓名 组别 单位

1 何锋华 小学男子甲组 东阳市横店镇第三小学

2 潘志金 小学男子甲组 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第五小学

3 孟利炎 小学男子甲组 诸暨市红旗小学

4 沈陈钢 小学男子甲组 嘉兴市实验小学

5 江志彬 小学女子甲组 金华市秋滨小学

6 袁海滨 小学女子甲组 嵊州市东圃小学

7 陈会君 小学男子乙组 台州临海杜桥镇中心校

8 沈铖嘉 小学女子乙组 余姚市肖东第二小学

9 杨晓东 小学女子乙组 金华市孝顺镇中心小学

10 李原谷（女） 小学女子乙组 温州滨海学校

11 刘胜凯 小学混合组 义乌稠城一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