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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016.09 福州大学学生 
体育竞赛成果 

 

2015 年 1 月 16～17 日在厦门理工学院举办第 17 届 CUBA 中国大学

生篮球联赛福建赛区选拔赛，福州大学获得男篮小组第四，女篮小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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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特步”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 

2016 年 4 月 20 日至 24 日福州举办的 2015～2016“特步”中国大学

生五人制足球联赛福建赛区的比赛，福州大学在包括华侨大学、厦门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等特招强队在内的比赛中冲出重围，获得福建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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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福州大学“五四”火炬接力赛 
 

以实践“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为指导，以全面加强推动学校体育工

作，在弘扬“五四”精神的基础上，展示我校莘莘学子富于探索，勇于追

求，敢于创造的精神。为谱写属于自己的青春之歌而奋进，努力迎接未来

的挑战。在结合全国大学生阳光体育开展的前提下，2015 年 5 月 4 日晚

19:00 在第一田径场举行“五四”火炬接力赛。接力赛上全体同学表现出

色，运动员顽强拼搏，有的运动员带伤带病参赛，啦啦队为运动员呐喊助

威。这次接力赛共有 20 支队伍参加，其中远道而来的厦门工艺美院勇夺

第一名。充分体现了我校各个学院团结合作精神和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使

广大师生度过了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节日。 

成绩如下： 

名  次 学  院 成 绩  

第一名 厦门工艺美术学院 10’38〞 

第二名 土木工程学院 10’42〞 

第三名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11’06〞 

第四名 石油化工学院 11’07〞 

第五名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11’10〞 

第六名 经济与管理学院  11’13〞 

第七名 物事与信息工程学院 11’16〞 

第八名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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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学第三届跳绳比赛 

    为推进素质教育，普及体育运动，丰富大学生在校生活，提高同学们

的身体素质修养。福州大学舞动绳彩花样跳绳协会在福州大学体育教研部

的统一部署下，在福州大学社团联合会的倾力帮助下，于 2015 年 3 月 22

日在福州大学风雨操场举行了福州大学第三届跳绳比赛。 

本次比赛共吸引了全校 18 个学院参与，每个学院有一支队伍，参赛人

次共计 400 余人。为保证赛事的顺利进行，比赛的公平公正，后勤的保障

跟进，福州大学舞动绳彩花样跳绳协会的成员在赛前一个月时就在福州大

学体育教研部老师的指导下对各学院选定的学生裁判进行培训。同时进行

的是对赛事的宣传报名，对比赛场地的选择以及医疗及安全保障等方面，

赛前细致的准备工作使得比赛最后圆满结束，获得参赛队伍的一致好评。 

跳绳比赛在早上全部结束。本次比赛分四个大项，每个项目按名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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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形式计入最后的总成绩中，为考虑比赛的公平，团体项目的积分比重

大于个人项目的积分比重。最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摘得桂冠、土木工程

学院获得亚军、经济与管理学院获得季军，祝贺他们！ 

附件： 

 

 

 

 

 

 

 

名次 学院 

第一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第二名 土木工程学院 

第三名 经济与管理学院 

第四名 石油化工学院 

第五名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第五名 海洋学院 

第七名 外国语学院 

第八名 化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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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雪津杯”福建省大学生篮球联赛 

 

2015 年 5 月 26 日～5 月 31 日在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篮球馆举行。

经过 4 天激烈的比赛，福州大学男子篮球队四战全胜，获得 2015 年“雪

津杯”福建省大学生篮球联赛福州片区男子组金奖；女子篮球队赢得其中

四场比赛，获得 2015 年“雪津杯”福建省大学生篮球联赛福州片区女子

组银奖。让我们向他们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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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首届中国三对三篮球联赛 

2015 年 7 月 4 日～5 日由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篮

球协会、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主办的 2015 年首届中国三对三篮球

联赛华南大区赛在深圳龙岗大运中心开战，决赛由室内篮球场搬到室外篮

球场，吸引了众多观众，气氛非常热烈。经过省级赛选拔，来自广东、广

西、福建三省的 128 支球队进入华南大区赛，福州大学男女篮双双小组第

一出线，福大一队成功杀入女子组决赛获得华南赛区女子组亚军并将参加

2015 年 8 月 1-2 日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总决赛；福州大学男队也进入华南

赛区男子组前八。让我们向他们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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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暨中国啦啦操之星争霸赛 
 

由全国啦啦操比赛组织委员会和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办

的2014～2015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暨中国啦啦操之星争霸赛于2015

年 7 月 16 日在江苏南京拉开序幕，福州大学啦啦队经过激烈的比拼，最

终获得双人花球自选动作项目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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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全国大学生桥牌锦标赛 

 
7 月 22 日至 26 日，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

会桥牌分会协办的 2015 年全国大学生桥牌锦标赛在湖北工程学院隆重举

行。本次比赛为期 5 天，共有来自 58 所高校的 92 支队伍(男 55 支，女

37 支)600 余名运动员参赛。规模超过历届，参赛代表队涉及全国 20 个省

市，影响广泛。经过紧张而激烈的角逐，福州大学桥牌队取得了领队及教

练员双人赛第一名和学生组混合双人赛第三名的好成绩。 

 

第二届“易建联杯”全国三人篮球赛 
 

由中国篮球协会、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

司主办的 2015 年第二届“易建联杯”全国三人篮球赛于 7 月 24 日在深圳

福田体育公园拉开序幕，福州大学男子篮球队经过激烈的比拼，最终获得

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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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澳门国际武术节与第四届厦门国际武术节 
 

由物信学院林恩平、电气学院徐心靖、物信学院曾少群、经管学院许

艳秋、经管学院陈圣楠、数计学院叶艺洁、机械学院孙晓锋以及环资学院

余泽晖组成的福州大学武术队，在体育部章颖、黄巧奇两位教练的带领下，

经过一个暑假艰苦集训，分别于 8 月 16～19 日参加了在澳门举办的第四

届澳门国际武术节，和 8 月 28-31 日在厦门举办的第四届厦门国际武术节

比赛，在这两项赛事中共获得 8 金 10 银 12 铜的好成绩。其中，来自物信

学院的林恩平和来自电气学院的徐心靖同学，以他们精湛的技艺、完美的

赛场表现获得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并获得当场比赛的最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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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福州大学学生游泳比赛 
 

2015 年 9 月 20 日，2015 年福州大学学生游泳比赛在旗山校区游泳池

隆重举行。来自 15 个学院的 179 名运动员对男女 16 个项目的展开角逐。

值得赞扬的是男子4×50米自由泳接力和男子4×50米混合泳两个项目的

纪录均被来自经济管理学院的运动健儿打破。经过一天紧张激烈的比赛，

最后获得团体前三名的分别是：第一名：经管学院（369 分）；第二名：

电气学院（189 分）；第三名：土木学院（11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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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福州大学桥牌赛 

11 月 8 日，经过一天紧张激烈的角逐，2015 年福州大学桥牌赛圆满

结束，紫金，数计，电气获得女队前三名，数计，紫金，电气获得男队前

三名，通过小分计算，紫金学院获得总成绩第一名，数计学院获得第二名，

电气学院获得第三名土木，环资，物信分获四到六名。 

 

福州大学第 44 届田径运动会 

11 月 12～14 日历时三天的福州大学第 44 届田径运动会圆满结束，学

生组方面，厦门工艺美院位居总分第一，经管学院与土木学院则名列二、

三名。其中，厦门工艺美院、物信学院、土木学院位列男学甲前三；厦门

工艺美院、经管学院、石化学院位列女学甲前三；海洋学院、生工学院、

材料学院居男学乙前三；外语学院、海洋学院、法学院居女学乙前三。教

工组方面，厦门工艺美院以 211.5 的高分获得总分第一名。土木学院与直

属联队获得第二、第三名。值得一提的是，环资学院的董家林同学在男子

5000 米决赛中，以 16 分 53 秒的成绩打破了历史记录，为本次校运会增

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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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校越野赛登记表 

团体总分统计表      

院（系） 基本分 总分 出缺勤 总分 名次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30 60.8 0 90.80 1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30 52.2 0 82.20 2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30 51.2 0 81.20 3

外国语学院 30 47.8 0 77.80 4

经济与管理学院 30 47 0 77.00 5

石油化工学院 30 46.4 0 76.40 6

土木工程学院 30 38.8 0 68.80 7

化学学院 30 36 0 66.00 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0 22.2 0 52.20 9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30 18.4 0 48.40 10

海洋学院 30 31.6 8 45.60 11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30 11.8 0 41.80 12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30 8.4 0 38.40 13

环境与资源学院 30 17.8 6 35.80 14

紫金矿业学院 30 16.6 7 32.60 15

法学院 30 0 0 30.00 16

建筑学院 30 3 5 23.0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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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福建赛区 

 

我校男子篮球队在2016年 1月7日到10日在集美大学体育馆举行的

第 18 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福建赛区三天五场比赛最终三胜两负，

战胜了福建省两所体字头院校最终获得第三名的好成绩，有较大突破。 

 

 

2015年“省安杯”福建省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桥牌总决赛 
 

由福建省全民健身领导小组举办的 2015 年“省安杯”福建省第三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桥牌总决赛中，福州大学学生队面对众多职业桥牌高手，

顶住压力，沉着冷静，最终获得公开组第三名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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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 2016 年全国桥牌通讯赛福州赛区的比赛中，紫金学院

连伟宸和材料学院徐志辉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在此向他们取得的优异成

绩表示热烈的祝贺！ 

 

福州大学第四届跳绳比赛 
 

    于2016年3月27日在福州大学风雨操场举行了福州大学第四届跳绳

比赛。本次比赛共吸引了全校 16 个学院参与，每个学院有一支队伍，参

赛人次共计 500 余人。本次跳绳比赛较往届比赛新增了“一分钟交互竞速”

项目，新项目的增加也刺激了全校师生对跳绳比赛的关注度。跳绳比赛在

一整个青春激扬的早上全部结束。本次比赛分五个大项，每个项目按名次

以积分形式计入最后的总成绩中，并且团体赛的积分比重大于个人项目，

最终土木学院获得冠军、经济与管理学院获得亚军、材料学院获得季军，

恭喜他们！希望在来年的比赛中保持自己的强势劲头，同时也祝贺其他获

得名次的同学，感谢所有参与本次比赛的同学。 

附件： 

 

名  次 学    院 

第一名 土木工程学院 

第二名 经济与管理学院 

第三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第四名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第五名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第五名 环境与资源学院 

第七名 外国语学院 

第八名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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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福州大学排球联赛 
 

为了带动福州大学排球运动的发展，带领更多大学生认识排球、学习

排球，同时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运动，锻炼身体强健体魄，福州大学排球

协会于 2016 年 3 月 19 日至 4 月 10 日开展了第四届福州大学排球联赛。 

2016 年福州大学排球联赛于 4月 10日下午 6点在旗山校区体育馆排

球场圆满落幕。经过近一个月的激烈角逐与裁判的公正判决，最终至诚学

院获得男子排球组冠军、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和经济与管理学院分别获得

男子组亚军、季军；女子气排球组由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获得冠军，外国

语学院和建筑学院分获亚军、季军。 

本届排球联赛吸引了全校18个学院的28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健儿

参加。为确保赛事顺利开展，福州大学体育教学研究部的老师们不仅在赛

前召开协调会，而且在比赛中多次到场给予指导与帮助。福州大学排球协

会在此次比赛的组织协调、宣传报名、场地保障、赛场服务、裁判服务、

医疗及安全保障等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筹划与部署，最终公正、优质、高

效地完成了本届赛事的承办任务，获得了参赛人员们的一致好评。 

附件：名次 

名次 男子排球组 女子气排球组 

第一名 至诚学院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第二名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 

第三名 经济与管理学院 建筑学院 

第四名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第五名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第六名 海洋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第七名 石油化工学院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第八名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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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福州大学武术套路大赛 
 

2016 年 4 月 16 日下午，在福州大学风雨操场举办了 2016 年福州大

学武术套路大赛。本次比赛分拳术、短器械、长器械等六类项目，还增设

了福州大学特色项目双截棍比赛。 

本次武术大赛早在 2 月底就由福州大学武术队在体育部领导统筹下

开始筹备，比赛通知一经发出就收到了 200 多名同学的线上报名，经过两

轮培训、角逐后筛选出 60 名同学参与正式比赛。比赛分为个人单项赛，

集体项目赛，团体赛。 

比赛开始，赛场气氛活跃，赛事纷呈。咏春拳的选手们拳快马步灵活，

借力发力，充分展现了咏春拳“刚柔并济，攻守兼备”的精髓；太极剑的

选手们人剑合一，身法轻盈不失稳健，剑法飘逸不失刚劲。同时，长拳、

南拳、太极拳、南棍、双截棍等各式武术套路轮番上阵，翻、滚、扑、奔、



-20- 
 

窜、跳、挂，各路招式层出不穷，使人应接不暇；关系到团体名次的集体

二十四式太极拳比赛更是把整个赛事推向白热化。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角逐，经管学院最终以团体总分 85 分位列第一，

电气学院以 1 分之差紧随其后，获得第三名的是物信学院，第四名是以研

究生选手为主的建筑学院，第五名是数计学院。 

本次武术大赛为展现中国功夫提供了很好的展示平台，本次比赛期

间，特地请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福建省地术拳协会”陈伟强

会长与他的团队进行精彩的地术拳演练，给福州大学参赛选手带来全新的

视野感受，大开眼界。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行动，切实提高了我校学生

的武术训练水平与欣赏水平。极大地调动了我校学生对传统武术的兴趣，

促进了校园文化的多元发展，将中华文明更好的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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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福州大学“五四”火炬接力赛 

比赛前八名成绩 

名次 学院简称 成 绩 

第一名 土木学院 10′35 

第二名 物信学院 10′38 

第三名 工艺美院 10′40 

第四名 石化学院 10′45 

第五名 经管学院 11′01 

第六名 化学学院 11′02 

第七名 电气学院 11′03 

第八名 机械学院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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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 
 

2016 年的夏天又一场啦啦操的盛宴在南京开宴，2016 年 7 月 13 日～

15 日，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中国

中学生体育协会主办，全国啦啦操委员会和东南大学承办的 2015～2016

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中学组、大学组和俱乐部丙、丁组）在东南大学

（九龙湖校区）体育馆隆重开幕，460 余支队伍的 6000 多名运动员汇聚

于此；16 日～18 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江苏省体育总会

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南京）啦啦操公开赛在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体育馆举

行，这届比赛是中国啦啦操公开赛举办以来规模最大、参加国家、报名运

动员人数最多的一届，来自中国、韩国、德国、俄罗斯、日本、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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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中国台北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60 支队伍，共 1100 多名运动

员齐聚南京，展开激烈的角逐。在这场盛宴中，运动员们充分展示了啦啦

操人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赛场上运动员们努力拼搏，赛场下

大家互相交流技术增进友谊，分享青春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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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练员李粲的带领下福州大学啦啦操队的队员：谢榕芳、鲁自云，以饱

满的热情、专业的态度，在赛场上表现出良好的竞技水平。在与国内外高

水平队伍的竞争中，最终在 2015-2016 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中学组、

大学组和俱乐部丙组、丁组）中斩获双人花球自选动作和双人爵士自选动

作的冠军；在中国（南京）啦啦操公开赛中荣获双人花球自选动作的季军，

并获得代表中国参加 2016～2017 年国际啦啦操系列赛事的资格。 

 

 

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 
 

“石狮杯”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为期 6 天，于 7 月 15 日

至 7 月 20 日在闽南理工学院举办，吸引了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188 所高校的近 2800 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

其中包括 35 所“985”学校和 42 所“211”学校。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

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参赛学校和人数最多的全国性大学生田

径赛事，是仅次于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的高校体育盛会。福州大学代表队（机

械学院何火德、物信学院何日农、土木学院林伟杰、外语学院钟启明）在

男子乙组 4×100 米比赛中获得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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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国大学生桥牌锦标赛 
 

2016 年暑假，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山东大学承办、中国桥

牌协会作为指导单位的“中体明星”杯 2016 年全国大学生桥牌锦标赛在

山东大学隆重举行，这是全国高校范围内最高水平的桥牌赛事，到今年已

经成功举办了 12 届，对于推动桥牌运动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普及和发展以

及桥牌文化的传播、提高学生逻辑思维和科学决策能力、培养团队精神和

集体荣誉感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从创办至今，比赛的竞技水平

和参赛规模稳步提升，今年更是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

全国 56 所高校的 90 支代表队、600 余名教练员、运动员参赛。场上，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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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自然是精彩激烈；场下，同学们以牌为媒，相互交流学习、切磋技艺，

一番其乐融融的景象。 

在此次大赛中，福州大学桥牌队在李仕丰、谢佳辉老师的带领下，双

双保甲成功，男队（土木学院林建建、颜炜康；材料学院许志辉；紫金学

院连伟宸、张生音、林嘉辉）获得公开团体组二等奖，女队（物信学院邱

菁；数计学院李娟、张萌；紫金学院陈雅芳、李敏、刘丽薇）获得女子团

体组二等奖，土木学院林建建、颜炜康还获得公开双人赛第七名，显示出

福州大学桥牌队强劲的综合和整体实力，让我们向他们取得的优异成绩表

示热烈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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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福建省成人游泳锦标赛 
 

2016 年 6 月，在“蜗牛杯”2016 年福建省成人游泳锦标赛中，游泳

队选派 10 名同学参赛。通过此次比赛，队员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而提

升了士气，为接下来的备战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本次比赛，沙鑫煜同

学获 50 米蛙泳第一名、100 米蛙泳第二名；杨先赫同学获 50 米自由泳第

一名、100 米自由泳第一名；沈煜同学获 50 米自由泳第三名、50 米蛙泳

第三名；杨育松同学获 50 米仰泳第三名、50 米蝶泳第五名；毛小军同学

获 50 米蝶泳第三名、100 米自由泳第三名；江祥元同学获 50 米蝶泳第四

名、100 米自由泳第四名；王诗琦同学获 50 米蛙泳第一名、100 米蛙泳第

二名；翟雪同学获 50 米仰泳第一名、100 米自由泳第二名；蔡琳同学获

50 米蝶泳第四名；林元婷同学获 50 米仰泳第四名、50 米自由泳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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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冠深杯”中国将乐游泳争霸赛 
 

7 月 16 日，在 2016 年“冠深杯”中国将乐游泳争霸赛上，福大游泳

队选派了 5 位队员参赛，在一天激烈的比赛中，斩获了 9 金 1 银，取得了

惊人的辉煌战绩。这不仅是对队员们努力训练的最好褒奖，还起到了优秀

榜样的带头作用，鼓励其余队员向他们学习，勇往直前。比赛中，王诗琦

同学获 50 米蛙泳第一名 、50 米蝶泳第一名；杨先赫同学获 100 米自由

泳第一名、50 米自由泳第一名；林元婷同学获 50 米自由泳第一名、100

米仰泳第二名；曾琛睿同学获 50 米蛙泳第一名、100 米蛙泳第一名；刘

若寒同学获 100 米蛙泳第一名、100 米自由泳第一名。 

 

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 
 

2016 年 7 月，在竞争激烈的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上，福

州大学游泳队队员们不畏实力强劲的对手，用不屈的拼搏精神闯出了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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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一片天空。为了这次比赛，队员们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全心全意

地投入训练。努力总会有回报比赛中，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杨学钰同学获

400 米个人混合泳第一名、200 米个人混合泳第二名；翟雪同学 100 米仰

泳第四名、50 米仰泳第七名；苏牧哲同学获 100 米仰泳第四名、50 米仰

泳第七名；沙鑫煜同学获 200 米蛙泳第七名；林正阳同学获 200 米蛙泳第

八名；丁柳青同学获 50 米蛙泳第七名、200 米个人混合泳第八名；蔡琳

同学获 200 米仰泳第七名；沈枭杰同学获 200 米个人混合泳第八名；王诗

琦同学获 50 米蝶泳第八名。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杨先赫同学获 50 米自由

泳第二名、100 米自由泳第二名。建筑学院的毛颖婷同学获 50 米蛙泳第

二名、50 米仰泳第五名；吴雅芳同学获 100 米蝶泳第三名、50 米蝶泳第

四名。化学学院的林翔同学获 100 米蝶泳第六名。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的毛小军同学获 100 米蝶泳第六名、1500 米自由泳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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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刻苦的训练铺就通往辉煌的道路，用激烈的比赛历练愈发坚强的灵

魂。在获得诸多荣誉的时候，游泳队没有松懈，而是更加认真刻苦地开展

训练，以此迎接未来更灿烂的辉煌。在校训“明德至诚，博学远志”的熏

陶下，福州大学游泳队必定会用最真诚质朴的心面对学习训练中的困难，

认真对待学业，积极开展训练，树立远大志向，不浪费时光，不辜负韶华。 

 

第五届澳门国际武术节与第五届厦门国际武术大赛 
 

2016 年 8 月，第五届澳门国际武术节与第五届厦门国际武术大赛分

别在澳门、厦门举办。福州大学武术队本着磨练精神意志，提升技术能力，

加强交流沟通的目的，在福州大学体育部大力支持下，派出林恩平、徐心

靖、孙晓峰、余晓越、许艳秋、陈圣楠、叶艺洁、杨昕彧、黄盛锋等 9

名运动员，同全世界的优秀运动员切磋交流。在两场国际比赛中，福州大

学武术队共荣获 16 枚金牌、6 枚银牌、3 枚铜牌。赛场上，队员们身如桅

杆脚如船，伸缩如鞭势如澜，神藏一气运如球，吞吐沾盖冷崩弹，以精湛

的技术征服了裁判与观众，赢得高分与掌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早在 7 月末，参加比赛的队员们就陆续回到学校开始了训练，冬练三九，

夏练三伏，习武之人必须持之以恒。夏季的福州，骄阳似火，闷热的体操

房里，是衣服全部被汗湿的队员们的勤练的身影，是队友间相互鼓励的加

油声…… 

精武艺，铸武魂，以武会友。通过此次比赛，队员们开阔了眼界，与

各个高校武术队运动员一起感受了武术运动的魅力，在互相交流中学习进

步，为武术运动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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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海峡两岸高校帆船赛暨第三届泛太平洋大学生帆船邀请赛 
 

9 月 1 日至 5 日在厦门市五缘湾海域举行。经过 4 天 15 轮的紧张比

赛，福州大学帆船队（队员杨先赫、沙鑫煜、曾琛睿、沈枭杰、江祥元，

教练吴杰忠老师）取得了长航赛第二名、场地赛总分第三名的好成绩。该

赛事创办于 2011 年，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海上运动分会主办，厦门市

人民政府、厦门大学协办，赛事经过五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目前国内规模

最大的高校大帆船赛。来自厦门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武汉海军工

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青岛大学等 17 所内地高校及新加坡、韩国等 8

所海外院校代表队近 200 名大学生选手参加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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