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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五届“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获奖结果

突出贡献奖

安阳市龙安高中

安阳市开发区高中

安阳市第五中学

安阳正一中学

安阳市昼锦中学

安阳市鸿鹄足球青少年俱乐部

优秀组织奖

文峰区教育局

北关区教育局

殷都区教育局

龙安区教育局

林州市教体局

安阳县教育局



—2—

安阳市第五届“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小学组成绩
小学女子组个人奖项

最佳射手 林州市桂园学校 王贞懿

最佳球员 安阳外国语小学 范科心

最佳守门员 安阳市建安小学 王嘉玥
小学男子组个人奖项

最佳射手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小学 焦新凯

最佳球员 安阳市建安小学 王浩然

最佳守门员 林州市第三小学 李国豪

小学女子组道德风尚奖

安阳市安阳桥小学

殷都区水冶镇北环路小学

安阳市胜利路小学

小学男子组道德风尚奖

内黄县第七实验小学

安阳县白壁镇羊店明德小学

林州市桂园学校

汤阴县文王小学

小学女子组排名

第一名 安阳外国语小学

第二名 安阳市建安小学
第三名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北校
第四名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学
第五名 林州市桂园学校

第六名 安阳市刘家庄小学

第七名 文峰区育才小学

第八名 林州市河顺镇申村献生希望小学

小学男子组排名

第一名 安阳市建安小学

第二名 安阳外国语小学

第三名 林州市第三小学
第四名 安阳市文明大道小学

第五名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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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名 安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第七名 安阳市钢三路小学

第八名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小学南校

安阳市第五届“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初中组成绩
初中女子组个人奖项

最佳射手 安阳市第八中学 裴佳琪

最佳球员 安阳市第五中学 王禹心

最佳守门员 安阳市第八中学 郭紫涵

初中男子组个人奖项

最佳射手 安阳市殷都外国语中学 牛铎翰

最佳球员 安阳市第五中学 李邦华

最佳守门员 安阳市第八中学 康文卓

初中女子组道德风尚奖

安阳县瓦店乡第二初级中学

安阳市第十一中学

北关区柏庄镇第二初级中学

初中男子组道德风尚奖

安阳市昼锦中学

安阳正一中学

内黄县城关镇第三初级中学

林州市政北中学

汤阴县实验中学

安阳市第九中学

初中女子组排名

第一名 安阳市第五中学

第二名 安阳市殷都外国语中学

第三名 安阳市第八中学

第四名 安阳市第六十六中学

第五名 安阳市七中学区

第六名 安阳市第十中学

第七名 林州市阜民中学

第八名 安阳市第二十中学

初中男子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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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安阳市第五中学

第二名 安阳市第八中学

第三名 安阳县第二高级中学附属初中

第四名 安阳市七中学区

第五名 安阳市幸福中学

第六名 安阳市殷都外国语中学

第七名 安阳市第十中学

第八名 文峰区宝莲寺镇一中

安阳市第五届“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组成绩
高中女子组个人奖项

最佳射手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杨 妍

最佳球员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黄利萌

最佳守门员 安阳市新一中学 王超悦

高中男子组个人奖项

最佳射手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苏 健

最佳球员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赵康欣

最佳守门员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刘明轩

高中女子组道德风尚奖

汤阴县第一中学

林州市第一中学

高中男子组道德风尚奖

安阳市文源高级中学

安阳县高级中学

安阳市新一中学

高中女子组排名

第一名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第二名 安阳市新一中学

第三名 林州市第一中学

第四名 安阳正一中学

第五名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第六名 安阳县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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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名 安阳市实验中学

高中男子组排名

第一名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第二名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第三名 安阳市殷都区正一中学

第四名 安阳正一中学

第五名 安阳市实验中学

第六名 林州市第一中学

第七名 安阳市第二中学

第八名 安阳市洹北中学

安阳市第五届“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优秀裁判员

序号 姓名 单位

1 高培尚 安阳师范学院

2 李金桐 安阳市殷都区正一中学

3 宋微微 安阳市第三十六中学

4 王鹏 安阳市龙安区锦绣学校

5 张建 安阳市龙安区马家乡马家小学

6 牛郅凯 林州市采桑镇第一初级中学

7 陈澎 安阳市红庙街小学

8 牛洹涌 安阳市第三十六中学

9 申林波 林州市原康镇北大荒小学

10 靳炜 林州市第七中学

11 张晓璇 文峰区宝莲寺镇小营小学

12 范超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13 常海伟 安阳市第六十三中学

14 何慧杰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15 邓晓光 安阳市建安小学

16 骆秀杰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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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申翔宇 林州市临淇镇第一初级中学

18 许磊 安阳市双营小学

19 罗宁 安阳正一中学

20 王培文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第一实验中学

21 王志昊 安阳市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学校

22 郝剑 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镇薛庄小学

23 刘国栋 安阳外国语小学

24 李智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小学南校

25 贾斌 安阳县第二高级中学附属初中

26 甄鹏立 安阳市龙安区马家乡中心校

27 姜泽辰 安阳市幸福中学

28 张涛 安阳市幸福中学

29 刘钊 安阳市第六十六中学

30 王晓虎 安阳市第六中学

校园足球社团优秀指导教师
姓名 单位

刘国栋 安阳外国语小学

邓晓光 安阳市建安小学

王政凯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北校

索亚丽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学

曲真琦 林州市桂园学校

董波 安阳市刘家庄小学

马敬峰 文峰区育才小学

刘增毅 林州市河顺镇申村献生希望小学

赵俊生 安阳市建安小学

王江潮 林州市第三小学

张珂 安阳市文明大道小学

韩彦鹏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小学

薛白 安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李红运 安阳市钢三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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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小学南校

张会昌 安阳市第五中学

许庆军 安阳市殷都外国语中学

石晓峰 安阳市第八中学

史海斌 安阳市第六十六中学

李少波 安阳市七中学区

李锋 安阳市第十中学

元垚淼 林州市阜民中学

张秀中 安阳市第二十中学

刘 伟 安阳市第五中学

张万鹏 安阳市第八中学

常永彪 安阳县第二高级中学附属初中

李俊锋 安阳市七中学区

张涛 安阳市幸福中学

吴伟 安阳市第十中学

郑红生 文峰区宝莲寺镇一中

骆秀杰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朱琳 安阳市新一中学

陈冲 林州市第一中学

李莹 安阳正一中学

赵鹏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董梦飞 安阳县实验中学

路长 安阳市实验中学

何慧杰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范超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郭凯 安阳市殷都区正一中学

张琪 安阳正一中学

史旭 安阳市实验中学

王宝卫 林州市第一中学

邢 钊 安阳市第二中学

李兴宇 安阳市洹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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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1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