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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校足〔2019〕18 号 

 

 

河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公布全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小学） 

第三届“百名优秀小球员和十大小球星” 

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省辖市、直管县（市）校足办，省实验小学： 

为深入贯彻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

的实施意见》，进一步落实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加快发展河

南省校园足球的实施办法》，把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作为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

充分发挥足球育人功能，培育健康足球文化，弘扬阳光向上的体

育精神，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全面发展，2019 年上

半年，省校足办在全省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小学）开展了

河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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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百名优秀小球员和十大小球星”评选活动。 

全省各级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积极组织，认真选拔优秀小球

员参加评选活动。省校足办邀请有关专家组成评审组，本着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活动流程对参评小球员进行了严格评审，

最终评选出“优秀小球员”80 名（附件 1）、“十大小球星”10

名（附件 2），现将评选结果予以公布，对获奖学生及优秀辅导

老师进行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以资鼓励。 

 

附件：1.河南省校园足球第三届“百名优秀小球员”获奖名单 

2.河南省校园足球第三届“十大小球星”获奖名单 

 

 

 

2019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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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省校园足球第三届“百名优秀小球员”

获  奖  名  单 
 

序号 学校 姓名 辅导老师 

1 河南省实验学校英才国际小学 孙扬 韩旭 

2 河南省实验学校英才国际小学 赵帅钦 刘利梅 

3 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 李翰熙 张国芳 

4 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 李合钰 李静 

5 郑州市二七区陇西小学南校区 吴臣珂 李春玉 

6 郑州市二七区陇西小学南校区 赵星懿 张东梅 

7 登封清华园学校 常志恒 任宏峰 

8 登封清华园学校 李浩天 任宏峰 

9 开封市大厅门小学 李佳润 汪永丽 

10 开封市大厅门小学 刘怡钧 于红梅 

11 开封市大厅门小学 张家康 王景亚 

12 开封市夏理逊小学 李书漾 张德芳 

13 开封市夏理逊小学 张晋硕 张德芳 

14 开封市夏理逊小学 张卓群 张德芳 

15 开封市县街小学 丁韵菲 刘璐 

16 开封市县街小学 郝紫绚 刘璐 

17 开封市县街小学 王子豪 刘敬群 

18 开封市杏花营小学 王晨航 周小利 

19 开封市杏花营小学 王毅轩 赵冬梅 

20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 申家赫 李扬 

21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 魏宗鹏 魏虢 

22 洛宁县城郊乡余庄小学 李世杰 曹新朝 

23 洛宁县回族镇王东小学 乔江峰 彭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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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偃师市伊洛中学小学部 武马成 武海峰 

25 平顶山市卫东区行知小学 倪博睿 王乔乔 

26 平顶山市卫东区行知小学 倪睿博 王乔乔 

27 平顶山市湛河区沁园小学 楚京文 堵春芳 

28 平顶山市湛河区沁园小学 刘融宇 堵春芳 

29 安阳市安阳桥小学 李锦波 闫涛 

30 安阳市安阳桥小学 尚奥鑫 闫涛 

31 安阳市北关区程寸营小学 杜泽俞 许磊 

32 安阳市文峰区红庙街小学 户雅茜 陈澎 

33 安阳市文峰区红庙街小学 李沂宸 申盼盼 

34 鹤壁市鹿鸣小学 秦乾博 张勇 

35 鹤壁市鹿鸣小学 孙健鑫 张勇 

36 鹤壁市鹿鸣小学 武国状 张勇 

37 新乡市育才小学明德校区 韩笑言 王淑超 

38 新乡市育才小学明德校区 王梓涵 曹笑 

39 新乡市新区小学 彭弈程 焦振国 

40 新乡市红旗区双馨实验小学 赵冠衡 刘亚鹏 

41 焦作市中站实验小学 李想 李新亮 

42 许昌实验小学 郭子傲 寇冠宇 

43 禹州市夏都学校 石展搏 程登 

44 长葛市新区实验学校 蔡润茁 高紫阳 

45 漯河市实验小学 侯懿轩 丁灏然 

46 漯河市实验小学 王淳熙 丁灏然 

47 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初级中学小学部 王宇航 王明午 

48 漯河市源汇区交通路小学 杜文祥 安晓 

49 漯河市源汇区空冢郭乡半坡朱小学 朱文彤 王晓艺 

50 漯河市源汇区受降路小学 何朋灿 张亚鹏 

51 漯河市召陵区实验中学小学部 宋昊函 张丽莉 

52 漯河市召陵区实验中学小学部 张梦阳 张丽莉 

53 漯河市郾城区城关镇许洼小学 马家驹 杨运峰 

54 三门峡市陕州区陕州小学 谢佳欣 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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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三门峡市陕州区陕州小学 赵欣慧 曹刚 

56 西峡县城区第三小学 任垚 王学士 

57 商丘市行知学校 侯笑千 刘吉利 

58 商丘市梁园区第一回民小学 曹琦 郭亚 

59 商丘市梁园区第一回民小学 李琮毓 郭亚 

60 商丘市梁园区第一回民小学 刘家辉 郭亚 

61 商丘市梁园区第一回民小学 徐荣灿 郭亚 

62 商丘市梁园区第一回民小学 杨秋涵 李福建 

63 商丘市新城实验小学 邱羿博 竟晗 

64 沈丘县槐店镇南关小学 韩明轩 胡晓婷 

65 沈丘县槐店镇南关小学 欧阳亦泽 王亚琼 

66 沈丘县槐店镇南关小学 庞博铭 窦晓健 

67 沈丘县槐店镇南关小学 王辰旭 杨国标 

68 上蔡中学小学部 王紫豪 陈田田 

69 上蔡中学小学部 吴家豪 张慧 

70 济源市北海路小学 刘益棚 原路 

71 济源市黄河路小学 卢宁远 冷杰斌 

72 济源市沁园路小学 牛一佟 张少华 

73 济源市太行路学校 李黄宇 陈学芹 

74 邓州市花洲实验小学 张轩赫 李侃 

75 永城市第九小学 李奥迪 高思宇 

76 永城市第九小学 梅特 高思宇 

77 永城市第九小学 孟帅朴 高思宇 

78 永城市第九小学 倪铭志 高思宇 

79 永城市第五小学 韩良冰 陈远 

80 永城市第五小学 周子懿 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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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省校园足球第三届“十大小球星”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学校 辅导老师 

1 赵帅钦 河南省实验学校英才国际小学 刘利梅 

2 吴臣珂 郑州市二七区陇西小学南校区 李春玉 

3 王子豪 开封市县街小学 刘敬群 

4 魏宗鹏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 魏虢 

5 申家赫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 李扬 

6 楚京文 平顶山市湛河区沁园小学 堵春芳 

7 刘融宇 平顶山市湛河区沁园小学 堵春芳 

8 任垚 西峡县第三小学 王学士 

9 杨秋涵 商丘市第一回民小学 李福建 

10 牛一佟 济源市沁园路小学 张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