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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业大学教务处 二〇一七年四月七日

2016年国家及自治区级学生体育竞赛光荣榜

全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赛总决赛

第五名



热法提江·克依木（人资 151） 阿迪力江·帕尔曼（动科 131）

买尔丹·阿比来提（国贸 141） 克力比夏特·库尔万（动科 121）

吾拉思·阿拉达别勒干（交工 141） 库德热提·库尔班（汉专 141）

达吾列提汗·木哈买提汗（交工 121） 米热扎提·阿斯木（机化 131）

迪力亚尔·阿不力米提（新能源 142） 阿迪力江·阿扎提（农水 121）

阿不都外里·阿布都克力木（农水 121）杰苏尔·吐尔洪江（动科 155）

教练员

阿不来提·阿不拉 地里木热提·阿不都卡的尔

全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赛西北赛区比赛

冠 军

阿迪力江·阿扎提（农水 121） 杰苏尔·吐尔洪江（动科 155）

热法提江·克依木（人资 151） 阿迪力江·帕尔曼（动科 131）

买尔丹·阿比来提（国贸 141）克力比夏特·库尔万（动科 121）

吾拉思·阿拉达别勒干（交工 141）库德热提·库尔班（汉专 141）



迪力亚尔·阿不力米提（新能源 142）米热扎提·阿斯木（机化 131）

叶尔夏提·多尔坤（植保 111）达吾列提汗·木哈买提汗（交工 121）

玉荪江·玉苏普（应化 111）阿不都外里·阿布都克力木（农水 121）

优秀教练员 阿不来提·阿不拉

教练员 地里木热提·阿不都卡的尔

自治区大学生排球赛

大学乙组冠军

依热夏提·艾买提（预科 8）为力·买买提（土管 121）

阿地力·艾尔肯（会计 121）艾克拜尔·卡马力丁（旅馆 111）

图荪·阿卜力孜（园林 111）阿卜力米提·如斯太木（农资 121）

阿不都色米·热和曼（旅馆 111）玉苏甫·阿吾来提（物联 131）

阿山江·赛买提江（法学 131）依斯马义力·玉山巴义（园林 111）

吐合台木尼牙孜·艾买提（园林 111）鲁提普拉·穆太力普（园艺 121）

优秀教练员 艾山江·吾守尔



自治区大中专学生田径运动会

大学甲组团体第三名

400 栏第一名（破纪录）

地里夏提·肉孜（动科 141）

教练员 帕尔哈提江·吐尔洪

跳高第一名（破纪录）

艾孜海尔·瓦伊提（动科 155）

教练员 杨海娜

4×400 第一名

珠玛别克·卡尼提别克（动医 153）

800 米第一名

阿卜力克木·阿吉木（旅管 141）

5000 米第一名

郭疆霞（国贸 132）

100 米第二名

古丽扎尔·纳买提（农资 151） 李 杨（国贸 142）



4×100 第三名

艾尼克尔·艾斯卡尔（动科 155）

1500 米第三名

久帕尔（动医 143）

5000 米第三名

海拉提·包尔江（交通 141）

教练员 帕尔哈提江·吐尔洪

三级跳第二名

艾力坎木·尔肯（农水 121）

三级跳第三名

王洪翠（森保 142）

教练员 杨海娜

优秀教练员 帕尔哈提·吐尔洪

自治区大学生乒乓球比赛



男子团体第二名

唐栎凯（维语 154）

女子团体第二名

周晓宇（维语 142）

陈 霜（旅管 132）

于欣然（新能源 152）

教练员 刘 恒

新疆农业大学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自治区大学生 CUBA 篮球赛

季 军

郑玉磊 杨 鲲（维语 132）王瀚达（机化 152）

达 港（人资 151） 阿卜杜萨拉木·依明（旅馆 151）

孟庆轩 胡 鑫（电气 142） 叶尔哈力克·马吾力（土管 152）

阿拉巴提·库来西（机制 152） 达吾列提·米兰别克（农学 141）

教练员 马歆乐



自治区大学生男子足球赛

季 军

买尔丹·阿比来提（国贸 141）克力比夏特·库尔万（动科 121）

如则·阿吉（信管 151）奥布力喀斯木·阿卜杜许库尔（预科 17）

阿合交路·努尔波力（预科 9）艾合塔尔·买合木提 （信管 163）

吾拉思·阿拉达别勒干（交工 141）库德热提·库尔班（汉专 141）

迪力亚尔·阿不力米提（新能源 142）霍义闹·沙那特（机交 161）

吾舒尔·奥布力喀斯木（信管 163）加尔哈斯·木拉提（园林 141）

达吾列提汗·木哈买提汗（交工 121）米热扎提·阿斯木（机化 131）

库尔班江·阿吉买买提（预科 1）

教练员

阿不来提·阿不拉 地里木热提·阿不都卡的尔



自治区大、中学生武术比赛

大学生女子甲组传统软器械金牌

周彩虹（草业 152）

大学生女子甲组传统软器械银牌

唐梦凡（英语 164）

大学生女子甲组四类传统拳术银牌

周彩虹（草业 152）

大学生男子甲组剑术铜牌

徐玉辉（植保 162）

大学生甲组集体拳术第五名

何俊良（电气 162） 王宝山（园艺 152）

周彩虹（草业 152） 徐玉辉（植保 162）

教练员 杨耀荣



自治区大学生、中学生健美操、啦啦操、健康街舞比赛暨

全国学生健美操联赛新疆分站赛

荣获啦啦操规定技巧动作大学甲组第一名

啦啦操规定花球大学甲组第二名

田 曌（农水 132） 苏 红（动医 142） 李雪婷（计科 142）

李文瀚（草业 142） 张 曼（农资 153） 刘昱含（人资 152）

李韵潇（人资 152） 舒 瑶（公管 132） 刘思佳（法学 152）

马 琴（会计 142） 乌鲁木吉（食科 152） 李 岩（水工 142 ）

肖艳花（人资 144） 赵彤彤（公管 152） 张省委（信管 132）

孙佳琪（动医 142） 张 会（商务英语 152） 赵 默（法学 132）

优秀教练员 张 婷 教练员 杨海娜



自治区大学生羽毛球比赛

男子单打第四名

魏志强（土管 142）

女子单打第四名

吕雪婧（动检 152）

男子双打第四名

蔺栋升（物联 142） 魏志强（土管 142）

混合团体第五名

郑淑文（水工 132） 相 丽（国贸 142） 马 燕（英语 142）

周怡菲（英语 142） 吕雪婧（动检 152） 胡冬冬（国商 142）

魏志强（土管 142） 蔺栋升（物联 142） 党延东（园林 122）

优秀教练员 石韬



自治区首届“古得亚杯”大学生国际象棋锦标赛

团体第四名

个人第三名

叶尔畔·艾尔肯（机化 151）

优秀教练员 阿肯努尔·达那别克（农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