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科学部组织学生参加省级以上体育比赛获奖情况

2002 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1、湖北省“庐山杯”健美操比赛第二名，地点：武汉

（在 9月 28 日省社体管理中心与省体操协会举办的“2002 庐山杯全国万人健美

2、操大众锻炼标准大赛”湖北省分区赛，我校 5名运动员参赛，取得了团体二

等奖。）

3、湖北省高校田径运动会男子跳高金牌（运动员：乔岳）

4、湖北省高校田径运动会男子跳远银牌（运动员：楚亚楠）

2003 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1、华工杯足球赛第三名

2、华中科技大学田径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二名

3、湖北省第十届运动会高校组获 3金 3银 2铜

金牌：俞瑜 女子三级跳、楚亚楠男子跳远、乔岳 跳高

银牌：刘强 十项全能、方熙 游泳

铜牌：方熙 游泳 2铜

4、全国街舞大赛湖北赛区第一名，地点：武汉

2004 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1、全国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短距离第二名，（运动员：温建平）地点：湖南郴

洲（7月 24 至 28 号，我校 4名运动员参加了在湖南郴洲举行的全国学生定向越

野锦标赛，获得男子团体总分第六名，三项单项奖，其中温建平同学获得短距离

第二名。）

2005 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1、中国学生体育舞蹈暨健康舞锦标赛社交舞 D 组冠军，（运动员：王 靖、余

璐） 地点：长沙

（8 月 6 日至 11 日，我校会计专业的王靖、财管专业的余璐同学参加由中国大

学生体育协会健美操艺术体操分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学生体育舞蹈（国际标准舞）

锦标赛暨中国学生健康舞锦标赛，在高校组社交舞 D组的比赛中获得冠军。）

2、湖北省大学生田径运动会 1银

（10 月 27 日至 30 日，我校 18 名运动员组团参加了在华中农业大学举办的 2005

年湖北省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我校总分列第九位，信息科学系的何静文同学获女

子跳高银牌。）

银牌：何静文 女子跳高



3、湖北省大学生体育舞蹈比赛 3金 2银 5铜

（11 月 13 日，我校 12 名运动员参加了在湖北大学举行的湖北省大学生体育舞

蹈比赛，共有 14 所院校，运动员共有 415 人，共获得了 3金 2银 5铜。）

甲组 C组社交舞第一名 舒 迟、全 琳

甲组 B组社交舞第一名 周 宁、马如飞

甲组 E组社交舞第一名 王 靖、余 璐

甲组 D组摩登舞第二名 周 宁、马如飞

甲组 F组社交舞第二名 胡信亮、郑玉婷

甲组 E组摩登舞第三名 舒 迟、全 琳

甲组 E组拉丁舞第三名 孔令钊、安 琪

甲组 D组摩登舞第三名 孔令钊、安 琪

甲组 D组拉丁舞第三名 王 靖、余 璐

甲组 A组拉丁舞第三名 杨 雷、陶玉婷

4、湖北省大学生健美操比赛团体二等奖

（11 月 26 日，华中师范大学举办了“湖北省高等学校 2005 年大学生健美操比

赛”，全省有 16 所高等院校参加了比赛。本次比赛共设 6 个项目，分为普通院

校组和体育院校组。我校代表队的 12 名运动员分别参加了普通院校组的男子单

人操、女子单人操、三人操、六人操及大众操的比赛。我校健美操队经预、决赛

后，以 607.5 的总分夺得普通院校组团体二等奖。）

2006 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1、全国体育舞蹈公开赛 1金 2铜，地点：武汉

（5月 4号，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了全国体育舞蹈公开赛，我校 6名运动员参赛，

获得 1金 2铜。）

院校 E组拉丁舞冠军 王 靖、余 璐

院校 D组拉丁舞季军 杨 雷、陶玉婷

院校 E组标准舞季军 周 宁、马如飞

2、湖北省第十二届大学生定向越野 5金 2银 2铜，地点：襄樊

（10 月 16 日-18 日，在襄樊进行的省十二届运动会高校越野比赛，获得 5 金 2

银 2铜。）

女子团体第一名

男子接力第一名

女子接力第一名

短距离第一，吴华伟

短距离第一，唐音

短距离第二，郭铭

男子团体第二名

百米定向第三，洪天麟

短距离第三，徐谦



湖北省大学生体育舞蹈比赛 9金 2银 3铜

（11 月 18 日，在我校体育馆隆重举行 2006 年湖北省高校大学生体育舞蹈大赛，

来自全省 16 所高等院校的 400 多名大学生及研究生选手，参加了包括拉丁舞、

标准舞、普通交际舞和团体舞系列共 31 个组别的比赛。我校 10 对选手参加了甲

组标准舞，甲组拉丁舞，普通交际舞，团体舞各组别的比赛，获 9个第一名，2

个第二名，3个第三名。）

团体：校园青春舞冠军 （16 人）

单项：

甲组标准舞 B组第一名 周宁、马如飞

甲组标准舞 D组第一名 舒迟、刘璨

甲组标准舞 E组第一名 陈松、文艺

甲组拉丁舞 E组第一名 周凯、全琳

甲组普交舞 C组第一名 王翼、吴娜

甲组普交舞 E组第一名 杨雷、全琳

甲组普交舞 F组第一名 王靖、余璐

甲组普交舞 J组第一名 胡信亮、郑玉婷

甲组普交舞 A组第二名 周宁、马如飞

甲组普交舞 H组第二名 陈松、文艺

甲组普交舞 D组第三名 舒迟、刘璨

甲组标准舞 C组第三名 王翼、吴娜

甲组标准舞 D组第三名 戴文杰、何盼

2007 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1、湖北省大学生体育舞蹈比赛 3金 3银 1铜，

（11 月 17 日在湖北省高校体育舞蹈比赛，获得 3金 3银 1铜。）

普交舞 E组第一名, 汪潇 马睿

普交舞 D组第一名,李寅 刘璨

甲组 F组标准舞第一名, 文艺

普交舞 C组第二名， 何晔 李威

普交舞 H组第二名，汪潇 文艺

甲组 E组标准舞第二名，何晔 李威

甲组 E组标准舞第三名，汪潇 马睿

2、湖北省大学生定向越野比赛 1金 1银 1铜，

（12 月 8、9 日，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全省共有 19 所大学派队参赛，近 400

名运动员进行角逐。我校共派出 8 名运动员参赛。我校定向越野队获得 1 金 1

银 1铜。）

女子接力第一

男子团体第二

个人赛第三名，吴华伟



2008 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1、2008 年湖北省大学生武术比赛

2008 年 11 月 20 日，我校 4 名运动员参加了在武汉理工大学举办的湖北省大学

生武术比赛，共有 30 所高校，366 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本次比赛。我校是第

一次组队参加武术比赛，获得 1金，1个第六名，1个第七名。

2、2008 年湖北省大学生定向越野比赛

2008 年湖北省定向越野比赛于 12 月 13-14 日在武汉工程大学举行，共有来自 21

所学校 23 支队伍的 180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我校派出 4男 4女参加这次比赛，

获得女子接力第一，男子接力第二，男子个人第三，女子个人第七，男子团体第

三，女子团体第三的好成绩。

3、2008 年湖北省大学生体育舞蹈比赛

2008 年 12 月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体育舞蹈锦标赛圆满结束，此次比赛由

大学生体育协会体育舞蹈分会主办，中南民族大学协办，来自全省各地共 26 所

高校共八百多名运动员参加，我校体育舞蹈代表队经过赛前系统集训，赛场奋力

拼搏，最终取得标准舞系列第一，二，三，四名各一个，普通交谊舞系列五个一

等奖的优异成绩。

2009 年湖北省高校舞蹈大赛获奖人名单

编号 姓 名 专 业 参赛组别 获奖情况

260
彭 朗 通信 0702

标准舞 D组 第五名
施 思 会计 0801

261
王 强 计应 0702

标准舞 D组 第四名
刘 艺 法学 0702

265
梅 彪 机电 0802

标准舞 E组 第三名
朱 越 国贸 0802

266
丁胜祥 机制 0803

标准舞 E组 第八名
吴卓君 财管 0801

270 艾丹丹 会计 0704 标准舞 F组 第二名

271 郭婧捷 会计 0802 标准舞 F组 第三名

其中艾丹丹，郭婧捷两位同学获得省优秀运动员的称号

4、我校定向越野队于 2009 年 12 月 11 日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参加了湖北省

第十三届运动会高校组定向越野比赛，并取得了 3块金牌、2块银牌和 2块铜牌

的骄人成绩。

本次定向越野比赛为期 3天。第一天的接力和百米定向比赛中，我校队员取得开

门红，一举摘得男子接力和男子百米定向冠军；第二天的比赛在东湖继续开战，

我校男队又在团队赛中获得冠军；第三天，比赛转战华中农业大学，我校学生黄

盛刚在继百米定向夺冠后，又在男子个人赛中夺得金牌。



2009 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保持我校传统项目（体育舞蹈和定向越野）在省级比赛中的优势，积极发展群众

性体育项目的潜力。

1、体育舞蹈队于 12 月 5 日在中南民族大学参加湖北省高校体育舞蹈比赛，获得

1银 2铜，1个第四，1个第五，1个第八。

2、定向越野队于 2009 年 12 月 11 日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参加了湖北省第十

三届运动会高校组定向越野比赛，并取得了 3块金牌、2块银牌和 2块铜牌的骄

人成绩。

2010 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1、6 月参加湖北省交谊舞比赛获得 1块金牌、4 块银牌和 2 块铜牌,2 个第五，

以及教师个人的优秀裁判员，优秀教师称号。

2、定向越野男子接力第一，男子百米第一、二，男子个人赛第一、二，男子团

队第三，男子团体第一。

全国定向越野巡回赛湖北站，男子积分赛第一。

2010 全国学生定向越野精英赛：男子积分赛第四（城建李壮壮）、团队赛第二、

短距离第八

3、2010 大运会体育舞蹈比赛两个第一名、两个第二名，一个第三名



2011 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1、2011 年湖北省大学生交谊舞比赛获奖情况 5块金牌、4块银牌和 2块铜牌,1

个第四，2个第五，1个第七。

2011 年湖北省大学生交谊舞比赛获奖情况

序号
姓 名

院校组别

（填甲、乙、

丙、研究生）

参赛舞种
参赛项目

组 别
备 注

男 女

1 丁圣翔 吴卓君

甲组 摩登 A 组 第一名

乙组 摩登 A 组 第三名

慢三 单项 第二名

2 梅镖 朱越

甲组 摩登 B 组 第二名

乙组 摩登 B 组 第二名

慢四 单项 第一名

3 陈强 谭凯文

甲组 摩登 C 组 第四名

探戈 单项 第七名

4 杨锐 张琳

甲组 摩登 D 组 第一名

乙组 摩登 D 组 第一名

快三 单项 第五名

5 刘哲 刘霄

甲组 摩登 E 组 第三名

快四 单项 第五名

6 桑梦凡 刘月

甲组 摩登 E 组 第一名

快四 单项 第二名

7 张恒 胡彦君

甲组 摩登 F 组 未进决赛

慢三 单项 未进决赛

2、2011 年 12 月 24 日湖北省大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暨参加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

动会选拔赛落下帷幕。我校定向越野队以男子团体第一、女子团体第三的好成绩

满载而归。

团队赛中，女子斩获丙组第一，男子将丙组第二收入囊中；积分赛中，李壮壮、



张袁芬分别获得男子丙组、女子丙组第二名；个人赛上，唐林、张袁芬分获女子

丙组第二和第三名，刘陈炼、李壮壮分获男子丙组第三和第五名；百米赛上，张

袁芬获女子丙组第二，刘陈炼获男子丙组第三。此外，男、女队员各拿下接力赛

第二名和第三名。五项成绩综合，男子收获团体冠军，女子则摘得团体第三。

2012 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1、2012 年 5 月 26、27 日，我校体育舞蹈队参加了湖北省普通高等院校大学生

交谊舞比赛，经过激烈的角逐，我校运动员取得了 4 个第一名，4 个第二名，5

个第三名，5个第四名，2个第五名，2个第六名，1个第七名，3个第八名的好

成绩，并获得了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师等奖励。

2013-2014 学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1、体育舞蹈队于 2013 年 12 月在武汉体育学院参加湖北省大学生体育舞蹈锦标

赛，获得 10 金 1 银，3个第五，1个第六。

2、体育舞蹈队于2014年6月在武汉体育学院参加湖北省大学生运动会体育舞蹈、

交谊舞锦标赛，获得 9金 6 银，1个第四，2个第五，3个第六，1个第七，1 个

第八。

3、2013 年湖北省大学生定向越野比赛成绩：女子团队赛第一，女子接力赛第一

名，男子接力赛第二名，男子个人赛第二名，男子接力第二名，男子团体总分第

一名。

2014-2015 学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1、2014 年 9 月 19 日到 21 日参加湖北省第十四届大学生运动会定向越野获得：

男子积分赛第一名，女子积分赛第一名，男子百米赛第一名，男子接力赛第一名，

男子团体赛第三名，男子百米第三名，女子团体赛第三名，女子接力赛第三名，

女子百米赛第四名。

2、 2014 年 9 月 24 日到 10 月 13 日篮球队参加 2014 年省大运会篮球比赛.我校

篮球队在此次比赛中三胜三负，战胜了华中农业大学、武昌理工学院、武汉邮电

工程学院；负于三峡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湖北文理学院，小组排在第三名。因

每个小组出线 2个学校，我校未能进入前八名。

3、 2015 年 4 月首届 CUBL 中国大学生阳光体育篮球比赛（湖北赛区）第六名。

4、2015 年 5 月参加湖北省大学生跆拳道邀请赛获得：2个第一名、4个第三名、

3个第五名。



2015-2016 学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1、2015 年 10 月我校男子篮球队参加 CUBA 阳光组湖北赛区比赛，经过 7场比赛，

最终取得了湖北省第三名的历史最好成绩，也创造了民办高校参加此项赛事的最

好成绩。

2、2015 年 12 月 13 日，全国体育舞蹈公开赛和湖北省高等学校大学生体育舞蹈、

交谊舞锦标赛在武汉体育学院圆满落幕，校体育舞蹈队在比赛中获得 1个全国第

二名、3个省第一名、4个省第二名、4个省第三名的佳绩。

3、湖北省 2015 年大学运动会定向越野比赛于 2015 年 12 月 11—13 日在襄阳举

行，本次比赛由省教育厅、省体育局、团省委共同主办,共有 20 多少湖北省高校

参加这次比赛。我校定向越野队与 2015 年 6 月份开始组队并开始训练，队员每

周训练 6次，每次训练 2个小时以上。我校代表队在本次比赛中获个人赛 2银 2

铜，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总分第三名和“体育道德风尚奖”。

4、2015 年 11 月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湖北省大学生健美操艺术体操比赛，我校

各专业 12 名学生参赛，获团体二等奖。

2017-2018 学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1、2 月 2、3 日，我校体育舞蹈队参加了 2017 年全国校园体育舞蹈联赛暨湖北

省高等学校大学生体育舞蹈、交谊舞锦标赛，并夺得省赛 1个第一名、1个第二

名、3个第三名、2个第五名、2个第六名。

2、2018 年 6 月我校男子篮球队参加湖北省运动会高校篮球甲组比赛，成功晋级

16 强。校篮球队队长李德昌被授予“精神文明运动员”称号。

3、湖北省第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定向越野比赛于 2018 年 6 月在华中科技大学举

行，武昌首义学院定向越野代表队与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多所院校学子同台竞技，不畏强手、努力拼搏，

夺得 1金 1银。女子积分赛第六，女子接力第七，女子百米赛第七，男子积分赛

第八。

4、2018 年 6 月体育舞蹈比赛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武昌首义学院体育舞蹈队夺

得 3金 1银 1铜。其中，谢文霞、庹莉娜获甲组巾帼 1支舞组女子双人标准舞第

一名，郑玮怡、罗宇凡获甲组巾帼 2支舞组女子双人标准舞第一名，罗宇凡获甲

组 F组女子单人标准舞第一名，谢文霞获甲组 G组女子单人标准舞第二名，徐文

发、庹莉娜获甲组 D组标准舞第三名。谢文霞被授予“精神文明运动员”称号。



2018-2019 学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1、2018 年 12 月湖北省定向越野锦标赛男子个人赛第一。

2、2018.11 校男子篮球队参加第 21 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湖北赛区二级

比赛.

3、2019 年 6 月“军运杯”城市定向挑战赛暨武汉市第二届定向运动锦标赛，男

子短距离第二，女子公开组第八，挑战赛第三。

4、2019 年 6 月，我校羽毛球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参加湖北省大学生羽毛球锦标

赛，取得了女子团体第五名和男子团体十六强的好成绩。

5、2019 年 7 月，我校跆拳道队在浙江理工大学参加了中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

获得了女子甲组三段冠军，并被评为体育道德风尚奖。

2019-2020 学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1、2019 年 11 月 我校篮球代表队参加湖北省大学生篮球联赛，进入十六强。

2、2019 年 12 月 我校 14 名体育教师参加湖北省高等学校体育教师羽毛球比赛，

获得团体第五名。

3、2019 年 12 月 我校定向越野队参加湖北省定向越野比赛，获得团体赛第五名、

接力赛第五名，余伟同学获得短距离赛亚军。

4、2019 年 11 月 我校体育舞蹈队参加湖北省体育舞蹈比赛，获得一个第一名，

一个第二名，一个第五名，二个第八名。

2020-2021 学年度组织学生体育竞赛获奖情况

1、2020 年 12 月 18 日至 20 日，在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南区体育馆举行了 2020 年

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羽毛球比赛。据悉，我校甲 A组女子团体取得了第四名的好

成绩，并且在单项上，我校获得了混双第一名，女双第五名，女单第五名的好成

绩。

2、2020 年 12 月 4 日到 6 日湖北省定向运动锦标赛在武汉市举行，我校学生获

得多个名次，男子积分赛第二（严文斌）、公开组百米赛第二（李晶晶）、女子接

力第二（鄢佳欣、张钰佳、来纺）、男子接力第二（陈晨、梁博、黄桓圣）、女子

百米赛第二（来纺）、男子百米赛第三（严文斌）、女子团队赛第三（鄢佳欣、张

钰佳、来纺、朱琳）、女子百米赛第三（鄢佳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