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19 年青少年免费技能培训安排表 

足  球 

辖区单位 培训地点 日期 时间 人数/班数 报名地点 联系人/电话 单位联系人电话 

江岸区 武汉市堤角小学 A 区 7.6-17 8:00-9:00 80 人/4 个班 堤角小学 A 区 
叶炬麟 

18672311557 

高  峰 

13986241185 

江汉区 

万松园小学 

7.6-17 8:00-9:00 

30 人/2 个班 万松园小学 
王玲洁 

18627989861 

程  勇 

13886002652 
振兴路小学 20 人/2 个班 振兴路小学 

程  卫 

18971560208 

长港路小学 30 人/2 个班 长港路小学 
张  坤 

13971104817 

硚口区 安徽街小学 7.1-12 
8:30-9:30 40 人/3 个班 安徽街小学 

六水街 3 号 

刘  亮 

13971376475 

陈诗凡 

13871228861 
9:30-10:30 40 人/3 个班 

汉阳区 
汉阳区文旅局全民健

身中心足球场 
7.6-17 16:30-17:30 80 人/5 个班 

汉阳区文旅局青少年活动

中心 1 楼 

刘  鹏 

13554040449 

江国毅 

13986096899 

武昌区 武泰闸体育场 7.6-17 8:00-9:00 90 人/6 个班 武泰闸体育场办公室 
肖  硕 

15387013660 

王  宏 

13971415657 

洪山区 区文体中心体育场 7.14-25 17:00-18:00 80 人/8 个班 洪山文体中心体育场 
杨  俊 

17786446664 

李  军 

18971077518 

青山区 武钢体育中心足球场 7.6-17 9:00-10:00 70 人/4 个班 
仁和路武钢体育中心足球

场 

张文江 

13986124468 

李世军 

13135665448 

蔡甸区 蔡甸江滩足球场 7.6-17 
8:30-9:30 35 人/2 个班 

蔡甸江滩区足协 
高  升 

18672364320 

柳雪涛 

18627887855 
17:30-18:30 35 人/2 个班 

江夏区 江夏四中 7.6-17 7:00-8:00 70 人/6 个班 江夏体育馆 
汤  洋 

 13437164898 

赵  阳 

13387523316 

东西湖区 吴家山实验小学 7.6-17 17:30-18:30 110 人/5 个班 吴家山实验小学 
郭成龙 

13437155478 

刘  峰 

13907188425 

黄陂区 

刘店学校 

7.6-17 

17:00-18:00 30 人/2 班 刘店学校 

李  涛 

13387553395 

邓  超 

18971272089 
盘龙一小 17:00-18:00 40 人/3 班 盘龙一小 

天河街小学 17:00-18:00 30 人/2 班 天河街小学 

新洲区 
新洲区邾城四小足球

场 
7.6-17 

6:30-7:30 20 人/2 个班 

新洲区业余体校 

余锦玲 

89900932 

13886085237 

曹建发 

15827397639 
17:00-18:00 20 人/2 个班 

18:00-19:00 30 人/3 个班 

经开汉南 

武汉体育中心足球公园 

7.6-17 

9:00-10:00 40 人/2 个班 武汉体育中心足球公园 
冯  丹 

13072733919 

全大勇
13871379916 

汉南全民健身中心足球

场 
7:00-8:00 30 人/3 个班 汉南全民健身中心 

周振坤 

15971482777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

新城小学 

 

9:00-10:00 10 人/1 班 
开发区新城小学 

罗  欢 

18502730512 
10:00-11:00 10 人/1 班 

东湖高新 武汉博鸿足球俱乐部 7.6-17 8:00-9:30 70 人/4 个班 
高新六路南山光谷自贸港

足球场 

方  力 

13307119085 

闵勋利 

18694057068 

东湖风景 华侨城小学 7.6-17 
8:00-9:00 20 人/1 个班 

华侨城小学羽毛球馆 
张  威 

13607132777 

黄  松 

13971220667 
9:00-10:00 20 人/1 个班 

市足协 塔子湖体育中心 7.8-20 
8:30-9:30 50 人/3 个班 

市足协青少部 
危  盛 

18986168313 

朱礼忠 

13871010636 
17:00-18:00 50 人/3 个班 



 

网   球 
辖区单位 培训地点 日期 时间 人数/班数 报名地点 联系人/电话 单位联系人电话 

江岸区 
沿江大道 90 号汉口江滩网

球运动中心 
7.6-17 

9:00-10:00 35 人/4 个班 沿江大道 90 号汉口江

滩网球运动中心 

潘汝乔 

18907150303 

高  峰 

13986241185 10:00-11:00 35 人/4 个班 

江汉区 泛海体育公园 7.12-23 
7:30-8:30 35 人/3 个班 

泛海体育公园 
姚劲松

13517283366 

程  勇 

13886002652 8:30-9:30 35 人/3 个班 

硚口区 

同济医科大学内网球场 

巨乾(武汉)体育文化发展有

线公司 

7.6-17 

16:00-17:00 22 人/2 班 

同济医科大学附小 
曹  阳 

15102742131 

陈诗凡 

13871228861 
17:00-18:00 24 人/2 班 

18:00-19:00 24 人/2 班 

汉阳区 鹦鹉花园网球场 7.6-17 
8:00-9:00 40 人/4 个班 区文化局青少年活动

中心 1 楼 

赵  星
15927046701 

江国毅 

13986096899 16:00-17:00 30 人/3 个班 

武昌区 
武汉实验小学 

（美林校区） 
7.6-17 

8:00-9:00 20 人/2 个班 
武昌区实验寄宿小学

美林校区(校门口接待

室) 

张本忠
13036167328 

王  宏 

13971415657 

9:10-10:10 15 人/2 个班 

16:00-17:00 15 人/2 个班 

17:00-18:10 20 人/2 个班 

洪山区 

地质大学西区网球场 

7.6-17 

8:00-9:00 10 人/1 个班 鲁磨路中国地质大学

西区网球场 

张元帅
19971514881 

李  军
18971077518 

9:00-10:00 10 人/1 个班 

保利心语一期网球场 
8:00-9:00 20 人/2 个班 野芷湖西路 

保利心语一期 

刘  琦
18571705467 9:00-10:00 20 人/2 个班 

保利花园网球场 7.6-17 
8:00-9:00 10 人/1 班 

关山一路 74 号 
方  凯 

15926208206 9:00-10：00 10 人/1 班 

崇文广场五楼网球馆 7.6-17 

8:00-9:00 30 人/3 班 雄楚大街268号长江出

版集团崇文广场五楼

网球馆 

张田丁
15337188869 

9:00-10:00 30 人/3 班 

10:00-11:00 30 人/3 班 

蔡甸区 蔡甸江滩 7.6-17 
7:00-8:00 34 人/3 个班 

区总工会健身俱乐部 
郑新波

18071111558 

柳雪涛
18627887855 8:30-9:30 36 人/3 个班 

江夏区 江夏四中 7.6-17 7:00-8:00 70 人/5 个班 江夏体育馆 
王造极 

15807131289 

赵  阳 

13387523316 

东西湖区 

吴家山第四小学 

7.6-17 

8:00-9:00 40 人/4 个班 
全民健身中心 

李雯娟
18827395532 

刘  峰 

13907188425 

9:10-10:10 40 人/4 个班 

常青花园网球培训中心 
8:00-9:00 25 人/3 个班 区常青花园中央公园环路 126

号-常青花园网球培训中心 9:10-10:10 25 人/3 个班 

黄陂区 

武湖东风小学 

7.6-17 

7:00-8:00 10 人/1 班 
东风小学 

陈旭俊 

15171804128 

邓  超 

18971272089 

8:00-9:00 10 人/1 班 

祁家湾小学 
6:00-7:00 10 人/1 班 

祁家湾小学 
罗  雳 

13396061515 7:00-8:00 10 人/1 班 

二龙潭网球场 
7:00-8:00 10 人/1 班 

实验小学 
丁  涛 

13871568857 8:00-9:00 10 人/1 班 

新洲区 

阳逻思源中学 

7.6-17 

6:30-7:30 20 人/1 个班 
阳逻思源中学 

左  琦
18171511191 

曹建发 

15827397639 

7:30-8:30 24 人/1 个班 

邾城全民健身中心网球场 

6:00-7:00 10 人/1 个班 

新洲区业余体校 

余锦玲 

89900932 

13886085237 

7:00-8:00 10 人/1 个班 

17:00-18:00 10 人/1 个班 

18:00-19:00 16 人/2 个班 

经开汉南 卓誉网球俱乐部 7.6-17 
8:00-9:00 40 人/2 班 武汉卓誉网球俱乐部 

（芳草 2 路 248 号） 

刘市骏 

13407130322 

全大勇 

13871379916 9:00-10:00 40 人/2 班 

东湖高新 华科大东校区韵苑网球场 7.6-17 8:00-9:00 50 人/8 个班 华科大光谷体育馆 
王炳琰

17786106812 

闵勋利  

18694057068 

东湖风景 东湖山庄梨园网球俱乐部 7.6-17 
8:00-9:10 20 人/2 个班 

东湖路 180 号 
董金祥

13627107768 

黄  松 

13971220667 8:00-9:10 20 人/2 个班 

武城院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南校区） 
7.14-25 

8:30-10:00 50 人/4 个班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北校区）体育馆 

闫老师
15994287277 

彭代斌
18986253433 17:30-19:00 50 人/4 个班 

全民健身

中心 
武汉全民健身中心网球馆 7.6-17 

9:00-10:10 50 人/5 个班 后湖大道 99 号 

综合楼一楼大厅 

全展昌
15071247500 

叶志祥 

85578003 10:20-11:30 50 人/5 个班 

二桥基地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综合馆 
7.6-17 

8:45-9:55 100 人/10 个班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教学楼一楼大厅 

朱金婷
13476380441 

祝小山 

13098824243 16:00-17:10 100 人/10 个班 



 

羽 毛 球 
辖区单位 培训地点 日期 时间 人数/班数 报名地点 联系人/电话 单位联系人电话 

江岸区 

江岸区堤角公园绿色动力 

羽毛球馆 
7.8-19 

11:00-12:00 20 人/2 个班 
堤角南街与解放大道口 

绿色动力羽毛球馆 

石  云 

15827547525 

高  峰 

13986241185 

13:00-14:00 20 人/2 个班 

14:30-15:30 20 人/2 个班 

江岸区堤角公园绿色动力 

文博体育中心羽毛球馆 
7.6-17 

9:00-10:00 25 人/2 个班 堤角南街与解放大道口 

绿色动力羽毛球馆 

文柏成
13797029281 10:00-11:00 25 人/2 个班 

解放大道 2803 号 

星羽仁众羽毛球馆 
7.8-19 

10:00-11:00 30 人/2 个班 解放大道 2803 号 

星羽仁众羽毛球馆 

罗金阳 

18602710752 11:00-12:00 30 人/2 个班 

江汉区 金色雅园羽毛球馆 7.12-23 
07:30-08:30 40 人/4 个班 

金色雅园羽毛球馆 
姚劲松

13517283366 

程  勇 

13886002652 15:00-16:00 40 人/4 个班 

硚口区 

汉江湾健身中心羽毛球馆 

7.6-17 

9:00-10:00 20 人/2 班 汉江湾健身中心羽毛 

球馆古田三路 2 附 1 

高治中
13377858896 陈诗凡 

13871228861 

15:00-16:00 20 人/2 班 

韩爱萍羽毛球俱乐部 
11:15-12:15 20 人/2 班 韩爱萍羽毛球俱乐部 

营房路 128 号 

梁汉恒
15926272712 11:15-12:15 20 人/2 班 

汉阳区 
区文化局 

青少年活动中心 4 楼 
7.6-17 

8:00-9:00 40 人/4 个班 区文化局 

青少年活动中心 1 楼 

武  军 

13317196789 

江国毅 

13986096899 9:15-10:15 40 人/4 个班 

武昌区 天恒星体育中心 7.6-17 
11:15-12:15 40 人/4 个班 

粮道街吕坦巷 18 号 
赵引萍

18702735411 

王  宏 

18971205065 13:20-14:20 40 人/4 个班 

洪山区 崇文广场 5 楼羽毛球馆 7.5-16 

14:00-15:00 27 人/3 个班 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广场五楼网球馆 

博  闻
13377898247 

李  军 

18971077518 
15:15-16:15 27 人/3 个班 

16:30-17:30 27 人/3 个班 

青山区 瀚翔羽毛球馆 7.6-17 

8:00-9:00 20 人/1 个班 

青山公园 2 号门内 

瀚翔羽毛球馆 

赵向利 

15827285824 

李世军 

13135665448 

9:00-10:00 20 人/1 个班 

14:00-15:00 20 人/1 个班 

15:00-16:00 20 人/1 个班 

蔡甸区 区总工会健身俱乐部 7.6-17 
7:00-8:00 40 人/3 个班 

区总工会健身俱乐部 
郑新波

18071111558 

柳雪涛 

18627887855 8:30-9:30 40 人/3 个班 

江夏区 
羽杨球馆 

7.6-17 

7:00-8:00 20 人/2 个班 

江夏体育馆 
赵  阳 

13387523316 

赵  阳 

13387523316 
8:00-9:00 20 人/2 个班 

湖北省生态技术学院 7:00-8:00 30 人/3 个班 

东西湖区 区全民健身中心 7.6-17 
8:30-9:30 40 人/4 个班 

全民健身中心 
李中彦

18071459405 

刘  峰 

13907188425 9:40-10:40 40 人/4 个班 

黄陂区 

前川黄陂大道田秀街 17 号 
（予益羽毛球俱乐部） 

7.6-17 

10:30-11:30 30 人/3 班 
前川黄陂大道田秀街 17 号 
（予益羽毛球俱乐部） 汤  峰 

13387550345 

邓  超 

18971272089 
盘龙城汤云海路巢 

NEST 别墅区 6 号门 
进去 30 米（羽毛球馆） 

10:00-11:00 30 人/3 班 佰昌小学 

（盘龙城三小） 11:00-12:00 20 人/2 班 

新洲区 
邾城全民健身中心天天羽毛

球馆 
7.6-17 

6:30-7:30 10 人/1 个班 

区业余体校 

余锦玲 

89900932 

13886085237 

曹建发 

15827397639 

7:30-8:30 20 人/2 个班 

8:30-9:30 20 人/2 个班 

9:30-10:30 20 人/2 个班 

经开汉南 汉南区综合体育馆 7.6-17 
9:00-10:00 40 人/2 班 汉南大道 626 号 

（中百仓储旁） 

王  英 

13264748566 

全大勇 

13871379916 10:00-11:00 40 人/2 班 

东湖高新 武汉未来科技城运动中心 7.6-17 

9:00-10:00 20 人/2 个班 
高新大道武汉未来 

科技城运动中心 

肖  迪 

18627163401 

闵勋利 

18694057068 
10:00-11:00 20 人/2 个班 

11:00-12:00 10 人/1 个班 

东湖风景区 华侨城小学（三楼羽毛球馆） 7.6-17 
08:00-09:30 20 人/2 个班 

华侨城小学羽毛球馆 
邹师思

13871227222 

黄  松 

13971220667 13:00-14:30 20 人/2 个班 

合作路 合作路体育馆 7.6-17 
10:00-11:10 60 人/6 个班 

合作路 34 号 
王祖微

13006129314 

黄继东 

027-82811377 14:00-15:10 60 人/6 个班 

武城院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南校区） 
7.14-25 

8:30-10:00 50 人/3 个班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北校区）体育馆 

周  磊 

18986212396 

彭代斌 

18986253433 17:30-19:00 50 人/3 个班 

全民健身中

心 

武汉全民健身中心 

羽毛球馆 
7.6-17 

15:00-16:10 30 人/3 个班 后湖大道 99 号 

综合楼一楼大厅 

张  宁 

13098847514 

叶志祥 

13971124307 16:20-17:30 30 人/3 个班 

市体校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综合馆 
7.6—17 

13:00—14:10 60 人/4 班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教学楼一楼大厅 

杜  昊 

15827062015 

祝小山 

13098824243 19:00—20:10 60 人/4 班 



 

游  泳 
辖区单位 培训地点 日期 时间 人数/班数 报名地点 联系人/电话 单位联系人电话 

江岸区 七一中学游泳馆 

7.6-17 

12:00-13:00 45 人/3 个班 

七一恒温游泳馆 

京汉大道 1433 号 

周  婷 

18107276233 

高  峰 

13986241185 

13:00-14:00 45 人/3 个班 

14:00-15:00 45 人/3 个班 

7.19-3

0 

12:00-13:00 45 人/3 个班 

13: 00-14:00 45 人/3 个班 

14: 00-15:00 45 人/3 个班 

江汉区 金色雅园游泳馆 7.6-17 

08:00-09:00 50 人/4 个班 

红旗渠路 88 号 
姚劲松 

13517283366 

程  勇   

13886002652 

09:00-10:00 50 人/4 个班 

10:00-11:00 50 人/4 个班 

11:00-12:00 50 人/4 个班 

14:00-15:00 60 人/5 个班 

硚口区 

硚口区添天游泳馆 

7.6-17 

7:30-8:30 60 人/5 班 
硚口区荣华街武胜西街

爵士嘉园 6 一 19 号恒温

游泳馆 

邹文刚 

15871746006 

陈诗凡 

13871228861 

8:40-9:40 60 人/5 班 

9:50-10:50 60 人/5 班 

11:00-12:00 20 人/3 班 

汉江湾体育公园游

泳馆 
16:00-17:00 40 人/4 班 汉江湾体育公园游泳馆 

刘  林
18627156713 

冠军游泳池 

解放大道 606 号 

7:50-8:50 20 人/2 班 
硚口区解放大道 606 号 

雷  芳
13807173268 13:50-14:50 20 人/2 班 

汉阳区 

月湖天然游泳池 

7.6-17 
7:30-8:30 50 人/4 个班 

区文化局青少年活动中

心 1 楼 

马  力 

18627773305 江国毅 

13986096899 

8:45-9:45 50 人/4 个班 

7.19-3

0 

7:30-8:30 50 人/4 个班 

8:45-9:45 50 人/4 个班 

莲花湖水上乐园 7.6-17 
8:00-9:00 40 人/3 个班 马  亮

15007177126 9:15-10:15 40 人/3 个班 

武昌区 紫阳湖游泳池 7.6-17 
8:30-9:30 

150 人/10 个
班 

紫阳湖游泳池 
冯  婷

13886087731 

王  宏 

13971415657 9:50-10:50 
150 人/10 个

班 

洪山区 区文体中心游泳馆 

7.6-17 

8:30-9:30 48 人/4 个班 

洪山区文体 

中心游泳馆 

方志刚
13407114166 

李  军
18971077518 

9:45-10:45 48 人/4 个班 

11:00-12:00 48 人/4 个班 

7.19-3

0 

8:30-9:30 48 人/4 个班 

9:45-10:45 48 人/4 个班 

11:00-12:00 48 人/4 个班 

青山区 
青山区红钢二街 

恒温游泳馆 
7.6-17 

8:00-9:00 78 人/6 个班 

建设八路红钢二街 27 号 

（原武钢一招院内） 

江  浩 

13016490510 

李世军 

13135665448 

9:10-10:10 78 人/6 个班 

10:20-11:20 66 人/6 个班 

11:30-12:30 78 人/6 个班 

蔡甸区 莲花苑游泳池 7.6-17 

7:00-8:00 70 人/4 个班 

区总工会健身俱乐部 
郑新波 

18071111558 

柳雪涛
18627887855 

8:15-9:15 70 人/4 个班 

9:30-10:30 70 人/4 个班 

10:45-11:45 70 人/4 个班 

江夏区 

纸坊大街 91 号江之

南广场（海尚水世

界） 

7.6-17 

9:00-10:00 20 人/2 个班 

江夏体育馆 

 

冯亚希 

18372002065 

赵  阳 

13387523316 

10:00-11:00 20 人/2 个班 

11:00-12:00 30 人/3 个班 

14:00-15:00 30 人/3 个班 

文化大道清江泓景小区 

江夏清江泓景游泳池 

9:00-10:00 20 人/2 个班 
江夏体育馆 

 

谢宣威  

17671678662 
10:00-11:00 20 人/2 个班 

14:00-15:00 20 人/2 个班 

保利海上五月花小

区（保利海上五月花

游泳池） 

9:00-10:00 20 人/2 个班 

保利海上五月花 

游泳池 

沈  攀  

13437110892 

10:00-11:00 20 人/2 个班 

11:00-12:00 30 人/3 个班 

14:00-15:00 30 人/3 个班 



 

东西湖

区 
吴家山熙龙湾 7.6-17 

8:00-9:00 60 人/5 个班 

全民健身中心 
李雯娟

18827395532 

刘  峰 

13907188425 

9:10-10:10 60 人/5 个班 

10:20-11:20 60 人/5 个班 

14:30-15:30 60 人/5 个班 

15:40-16:40 60 人/5 个班 

黄陂区 

巨龙大道恒大名都

一楼 

7.6-17 

8:00-9:00 12 人/2 班 

巨龙大道恒大名都二楼 
张  欢 

17607171116 

邓  超 

18971272089 

9:00-10:00 12 人/2 班 

10:00-11:00 13 人/2 班 

11:00-12:00 13 人/2 班 

南德国际荟游泳馆 

8:00-9:00 30 人/3 班 

南德国际荟游泳馆 
应云茜

13627212667 
11:00-12:00 20 人/2 班 

14:00-15:00 30 人/3 班 

卡萨健身游泳馆 
8:00-9:00 38 人/3 班 

卡萨健身游泳馆 
陈艳丽

13819012346 9:20-10:20 37 人/3 班 

滠口街鑫动力游泳

馆 

9:00-10:00 12 人/1 班 

滠口街鑫动力游泳馆 
黄  静 

13006328889 

10:20-11:20 11 人/1 班 

12:00-13:00 11 人/1 班 

13:00-14:00 11 人/1 班 

新洲区 

邾城全民健身中心

新天地游泳馆 

7.6-17 

6:00-7:00 30 人/3 个班 

区业余体校 
余锦玲

13886085237 

曹建发 

15827397639 

7:00-8:00 30 人/3 个班 

8:00-9:00 20 人/2 个班 

9:00-10:00 20 人/2 个班 

新洲区新豪汇游泳

馆 

7:00-8:00 30 人/3 个班 

8:00-9:00 30 人/3 个班 

9:00-10:00 20 人/2 个班 

10:00-11:00 20 人/2 个班 

素月湖游泳馆 

7:00-8:00 20 人/2 个班 

素月湖游泳馆 
郭  丹 

18995616659 

8:00-9:00 20 人/2 个班 

9:00-10:00 20 人/2 个班 

10:00-11:00 20 人/2 个班 

经开汉

南 

汉南区纱帽广场游

泳池 

7.6-17 

9:00-10:00 60 人/4 班 

纱帽街育才路 45 号 

（纱帽广场旁） 

程  招 

17612724149 

全大勇 

13871379916 

10:00-11:00 60 人/4 班 

14:00-15:00 60 人/4 班 

15:00-16:00 60 人/4 班 

武汉开发区（汉南

区）神龙游泳池 

9:00-10:00 26 人/1 班 
武汉开发区宁康路宁康

园小区游泳池 

涂友山
15387108160 

15:00-16:00 26 人/1 班 

16:00-17:00 28 人/1 班 

东湖高

新 

当代国际花园游泳

池 

7.6-17 

8:00-9:00 60 人/5 个班 

光谷大道 112号当代国际

花园游泳池 

刘中华
18907111990 

闵勋利   

18694057068 

9:00-10:00 60 人/5 个班 

10:00-11:00 60 人/5 个班 

11:00-12:00 60 人/5 个班 

武汉工程大学流芳

校区游泳馆 

8:00-9:00 35 人/3 个班 

武汉工程大学流芳校区

游泳馆 

蒋志伟
15342348889 

9:10-10:10 35 人/3 个班 

10:20-11:20 35 人/3 个班 

11:30-12:30 35 人/3 个班 



 

篮  球 
区单位 培训地点 日期 时间 人数/班数 报名地点 联系人/电话 单位联系人电话 

江岸区 汉铁高中 7.6-17 
8:00-9:00 50 人/4 个班 

汉铁高中 
郑文建 

13628642797 

高  峰 

13986241185 9:30-10:30 40 人/4 个班 

江汉区 
武汉市篮球培训学校荡客

球馆 
7.12-23 

08:30-09:30 45 人/3 个班 江汉区机电路 2 号（地铁 6 号

线杨汊湖站 C 出口左转 100 米） 

何  迪 

18602709047 

程  勇   

13886002652 14:30-15:30 55 人/4 个班 

硚口区 
硚口区崇仁路英弢羽毛球

俱乐部（篮球场） 
7.6-17 

8;30-9:30 45 人/2 班 
英弢羽毛球俱乐部一楼 

杨  鹏 

18071054411 

陈诗凡 

13871228861 10:30-11:30 45 人/2 班 

汉阳区 
汉阳大道大桥局俱乐部 1楼

篮球馆 
7.6-17 

8:00-9:00 30 人/3 个班 

大桥局俱乐部 1 楼 
吴彦璋 

18627914326 

江国毅 

13986096899 
9:15-10:15 30 人/3 个班 

10:30-11:30 30 人/3 个班 

武昌区 天恒星体育中心 7.6-17 

7:55-8:55 30 人/2 个班 

粮道街吕坦巷 18 号 
赵引萍 

18702735411 

王  宏 

13971415657 
9:00-10:00 30 人/2 个班 

10:05-11:05 30 人/2 个班 

洪山区 

洪山初级中学 

7.6-17 

7:30-8:30 30 人/2 班 
洪山初中校门口 

梅启发 

15308657163 李  军 

18971077518 

9:00-10:00 15 人/1 班 

武珞路小学 
7:30-8:30 30 人/2 班 

武珞路小学校内 
马秋云 

13037138138 9:00-10:00 15 人/1 班 

青山区 
和平公园青山篮协篮球训

练基地篮球场 
7.6-17 

8:30-9:30 20 人/1 个班 
和平公园青山篮协训练基

地篮球场（和平公园建四路

西门进去右转至篮球场） 

王东东 

18008642199 

李世军 

13135665448 

8:30-9:30 20 人/1 个班 

16:00-17:00 20 人/1 个班 

17:00-18:00 20 人/1 个班 

蔡甸区 树藩体育馆 7.6-17 
7:00-8:00 40 人/2 个班 

区总工会健身俱乐部 
郑新波 

18071111558 

柳雪涛 

18627887855 8:30-9:30 40 人/2 个班 

江夏区 

江夏区体育馆 

7.6-17 

7:00-8:00 40 人/4 个班 

江夏体育馆 

谢宣威  

17671678662 赵  阳 

13387523316 普安新村车辆管理所 

羽扬羽毛球馆 
7:00-8:00 40 人/4 个班 

王  庆 

17671638496 

东西湖区 吴家山二中 7.6-17 
7:30-8:30 40 人/4 个班 

东西湖全民健身中心 
郭成龙 

13437155478 

刘  峰 

13907188425 8:40-9:40 40 人/4 个班 

黄陂区 黄陂文体广场 7.6-17 

6:00-7:0（东） 20 人/2 个班 

黄陂文体广场 
曹马根 

18040520630 

邓  超 

18971272089 

7:00-8:0（东） 20 人/2 个班 

6:00-7:0（西） 20 人/2 个班 

7:00-8:0（西） 20 人/2 个班 

新洲区 邾城全民健身中心篮球场 7.6-17 

6:00-7:00 20 人/2 个班 

区业余体校 
余锦玲 

13886085237 

曹建发 

15827397639 

7:00-8:00 20 人/2 个班 

18:00-19:00 20 人/2 个班 

19:00-20:00 20 人/2 个班 

经开汉南 

武汉开发区奥林小学 

7.6-17 

8:00-11:00 60 人/5 个班 武汉开发区奥林小学 
魏  威 

13277091078 

全大勇 

13871379916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贰零

零陆运动中心 

8:00-10:00 10 人/1 班 
东风大道 36 号附 31 号新华

工业园内贰零零陆运动中

心 

刘  磊 

17771791999 

10:00-12:00 10 人/1 班 

14:00-16:00 10 人/1 班 

16:00-18:00 10 人/1 班 

东湖高新 
武汉工程大学流芳校区篮

球场（馆） 
7.6-17 

8:00-9:00 36 人/3 个班 武汉工程大学流芳校区体

育馆 

刘飞平 

18171480239 

闵勋利 

18694057068 9:10-10:10 34 人/3 个班 

武城院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南校区） 
7.14-25 

8:30-10:00 30 人/2 个班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北校区）体育馆 

汪  凯 

15377066646 

童锦锋 

13429848835 17:30-19:00 30 人/2 个班 

市体校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综合馆 
7.6-17 

8:00-9:10 60 人/2 个班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教学

楼一楼大厅 

刘  科 

18571571133 

祝小山 

13098824243 13:00-14:10 60 人/2 个班 

全民健身中

心 
武汉全民健身中心篮球场 7.8-20 

9:00-10:30 60 人/4 个班 后湖大道 99 号 

篮球场 

叶志祥 

13971124307 

叶志祥 

13971124307 10:30-12:00 60 人/4 个班 



 

马  术 

辖区单位 培训地点 日期 时间 人数/班数 报名地点 联系人/电话 单位联系人电话 

江夏区 武汉海淀外国语学校 7.6~17 9:00-11:00 70 人（3 个班） 武汉海淀外国语学校 
茹化东

15927274249 

王  涛 

13317152005 
东西湖区 

东方骑士会俱乐部 7.6~17 9:00-11:00 65 人（3 个班） 东方马城国际马术场 
王汝苏

13971177715 

黄鹤楼马业 7.6~17 9:00-11:00 65 人（3 个班） 黄鹤楼马业俱乐部 
梅  坤

13971396020 

 



 

武  术 

区单位 培训地点 日期 时间 人数/班数 报名地点 联系人/电话 单位联系人电话 

黄陂区 

盘龙城奥莱西街

S8 栋 301 华武堂

武术俱乐部 

7.6-17 

8:00-9:00 20 人/2 班 
武汉市黄陂区盘龙

城奥莱西街 S8 栋

301 华武堂武术俱

乐部 

汤  杰 

13476797675 

邓  超 

18971272089 

9:05-10:05 20 人/2 班 

14:00-15:00 20 人/2 班 

15:10-16:10 20 人/2 班 

蔡甸区 
蔡甸职业教育中

心学校 
7.6-17 

8:00-9:00 20 人（1 班） 

蔡甸区总工会健身

俱乐部 

郑新波
18071111558 

柳雪涛
18627887855 

9:00-10:00 20 人（2 班） 

16:00-17:00 20 人（3 班） 

17:00-18:00 20 人（4 班） 

硚口区 

硚口区东方红第

二小学 

（云鹤小区内) 

7.6-17 

8：00-9:30 30 人/3 个班 

硚口区东方第二小

学 

郝明祥
17740699901 

陈诗凡 

13871228861 
10:00-11:30 20 人/2 个班 

15:00-16:30 20 人/2 个班 

青山区 
青山体育场武术

训练房 
7.6-17 

8:00-9:00 26 人/2 个班 
青山区建设十路桥

头体育场业余体校

院内 

李  平 

15902728821 

庄凌云 

13016494568 
9:10-10:10 28 人/2 个班 

10:20-11:20 26 人/2 个班 

新洲区 新洲区业余体校 7.6-17 

6:00-7:00 20 人（2 个班） 

新洲区业余体校 
余锦玲

13886085237 

李世军 

13135665448 

7:00-8:00 20 人（2 个班） 

8:00-9:00 20 人（2 个班） 

6:00-7:00 20 人（2 个班） 

东西湖区 
东西湖区全民健

身中心 
7.6-17 

8:00-9:00 40 人（4 个班） 东西湖区全民健身

中心 

李中彦
18071459405 

刘  峰 

13907188425 9:10-10:10 40 人（4 个班） 

汉南区 
武开发区（汉南

区）洪山小学 
7.6-17 

8:00-9:00 20 人/1 个班 
武汉开发区（汉南

区）洪山小学体育

馆 

石海祥
15207143034 

全大勇 

13871379916 
9:00-10:00 20 人/1 个班 

10:00-11:00 40 人/2 个班 

洪山区 

洪山区武心志 

跆拳武术馆 

（马湖新村特一号） 

7.10-21 
8:30-9:30 40 人/2 个班 洪山区武心志跆拳

武术馆 

马湖新村特一号 

明振声
18627734020 

李  军
18971077518 10:00-11:00 40 人/2 个班 

武昌区 
武昌区徐东路小学 

（武术） 
7.6-17 8:30-9:30 70 人/5 个班 武昌区徐东路小学 

姚志坚 

13871449271 

王  宏 

13971415657 

江岸区 
江岸区堤角小学

A 区 
7.10-21 

9:00-10:00 25 人/1 个班 

江岸区堤角小学 A

区 

张汇敏
13545151143 

高  峰 

13986241185 
10:00-11:00 25 人/1 个班 

14:00-15:00 20 人/1 个班 

江汉区 江汉区武术学校 7.6-17 

08:00-09:00 30 人/2 个班 

武汉市先锋中学 
田  武 

13006117997 

程  勇 

13886002652 
09:30-10:30 30 人/2 个班 

11:00-12:00 30 人/2 个班 

江夏区 
江夏区体育馆威

斯顿 
7.6-17 

7:00-8:00 35 人/3 个班 
江夏区体育馆 

王  萧 

15071188018 

赵  阳 

13387523316 8:30-9:30 35 人/3 个班 

汉阳区 
汉阳区文旅局青

少年活动中心3楼 
7.6-17 

8:00-9:00 40 人/3 个班 汉阳区文旅局青少

年活动中心 1 楼 

王  涛 

13720106399 

江国毅 

13986096899 9:15-10:15 40 人/3 个班 



 

冰上滑行 

区单位 培训地点 日期 时间 人数/班数 报名地点 联系人/电话 单位联系人电话 

江汉区 

武汉市全明星滑冰

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7.6-17 

10:00-11:00 200 人/20 个班 江汉区解放大

道 690 号武汉

国际广场 F6 

高  熊 

13671246676 

程  勇 

13886002652 

11:00-12:00 200 人/20 个班 

16:30-17:30 200 人/20 个班 

武汉冰龙冰上运动

中心 

一期 

7.5、8-12 

二期 

7.15-20 

10:00-11:00 100 人/10 个班 

泛海二期城市

广场负一层 

曾  晖 

13720247103 

11:00-12:00 100 人/10 个班 

12:30-13:30 100 人/10 个班 

13:30-14:30 100 人/10 个班 

青山区 

奥山真冰场 

7.5-7.10 

9:00-10:00 65 人/7 个班 

奥山真冰场 

（奥山世纪广

场三楼） 

方婷婷 

17771609723 

李世军 

13135665448 

12:00-13:00 65 人/7 个班 

15:00-16:00 65 人/7 个班 

7.11-16 

9:00-10:00 65 人/7 个班 

12:00-13:00 70 人/7 个班 

15:00-16:00 70 人/7 个班 

冰龙滑冰俱乐部 

7.5-12 

9:00-10:00 50 人/4 个班 

众圆广场B馆4

楼真冰场 

李  枫 

15927556281 

13:30-14:30 50 人/4 个班 

15:00-16:00 50 人/4 个班 

7.15-20 

12:00-13:00 50 人/4 个班 

13:30-14:30 50 人/4 个班 

15:00-16:00 50 人/4 个班 

洪山区 
洪山区丁字桥南湖 

维佳体验城 4 楼 

7.5-10 

 

10:30-11:30 70 人/8 个班 

丁字桥南湖维

佳体验城 4 楼 

李  巍 

13216677819 

庞  巍 

18717149369 

李  军
18971077518 

11:45-12:45 70 人/8 个班 

13:30-14:30 70 人/8 个班 

18:00-19:00 70 人/8 个班 

19:10-20:15 70 人/8 个班 

7.12-17 

10:30-11:30 70 人/8 个班 

11:45-12:45 70 人/8 个班 

13:30-14:30 70 人/8 个班 

18:00-19:00 70 人/8 个班 

19:10-20:15 70 人/8 个班 

硚口区 

硚口区长宜路 1 号

武汉荟聚中心 1F 

飞凡冰上文化中心 

7.5-10 

13:00-14:00 35 人/3 个班 

长宜路 1 号武

汉荟聚中心 1F 

飞凡冰上文化

中心 

陈卓彬
15683224008 

陈诗凡 

13871228861 

14:30-15:30 35 人/3 个班 

16:00-17:00 30 人/3 个班 

7.11-16 

13:00-14:00 35 人/3 个班 

14:30-15:30 35 人/3 个班 

16:00-17:00 30 人 3/个班 

古田二路凯德广场

3 楼冠军冰场 

7.5-10 

10:00-10:30 66 人/10 个班 

古田二路凯德

广场 3 楼冠军

冰场 

陈  仙 

13995589011 

13:00-13:30 67 人/10 个班 

15:00-15:30 67 人/10 个班 

7.11-16 

10:00-10:30 66 人/10 个班 

13:00-13:30 67 人/10 个班 

15:00-15:30 67 人/10 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