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Musclemania ®  Guanjian Xiamen 各组别获奖前五名

名次 参赛号码 姓名

冠军 52 Heintje Benny Pojoh

亚军 53 史津瑞

季军 56 罗焕超

第四名 57 詹培艺

第五名 55 吴涛

冠军 51 林景浩

亚军 60 汪自强

季军 59 刘鹏

第四名 63 乔勇

第五名 58 叶诚毅

冠军 71 黎卓健

亚军 65 周曾心钰

季军 61 林飞Mirko Misceo

第四名 69 罗舒南

第五名 72 罗景旺

冠军 78 巴海

亚军 67 李雄奇

季军 66 黄仁信

第四名 68 陈真诚

第五名 73 黄永斌

冠军 76 OLARA DERRICK

亚军 77 毛杰鑫

季军 83 麦嘉扬

第四名 75 武天元

冠军 85 周浩贤

亚军 88 邓远毫

季军 86 张丛云

第四名 89 欧泽权

第五名 84 林秋泰

男子传统健美公开组（体重85KG以上）

男子传统健美新秀组

男子传统健美公开（65KG以下）

男子传统健美公开组（体重70KG以下）

男子传统健美公开组（体重75KG以下）

男子传统健美公开组（体重85KG以下）



冠军 76 OLARA DERRICK

亚军 78 巴海

季军 51 林景浩

第四名 85 周浩贤

第五名 71 黎卓健

冠军 99 王慧诚

亚军 102 孔庆枭

季军 118 韩斯辉

第四名 111 詹沫若

第五名 115 杨松

第六名 107 吴晓鑫

冠军 121 金城

亚军 337 陈志温

季军 147 张晓俊

第四名 112 汪圣杰

第五名 128 李保霖

冠军 122 Mbuga Moses

亚军 125 陈剑

季军 136 杨铁城

第四名 130 叶龙威

第五名 165 李图发

冠军 141 邱建辉

亚军 129 吴准

季军 158 刘金潭

第四名 155 艾启鹏

第五名 151 王鸣宇

冠军 164 林秋泰

亚军 163 夏天

季军 149 郭翔宇

第四名 156 郑煌裕

第五名 103 杨松

冠军 180 张雄天

亚军 172 章之麟

季军 169 廖书晶

第四名 187 钱沛

第五名 198 毛铭

冠军 189 蒋凯

亚军 195 陈城

季军 190 程宇

第四名 196 李思凡

第五名 202 赵彬彬

男子健体公开C组（身高180CM以下）

男子健体公开D组（身高180CM以上）

男子健体新秀A组（身高170CM以下）

男子健体新秀 B组（身高175CM以下）

男子健体新秀C组（身高180CM以下）

男子传统健美全场

男子健体公开A组（身高170CM以下）

男子健体公开 B组（身高175CM以下）



冠军 181 钱帅

亚军 199 陈哲

季军 209 李泽嘉

第四名 193 高扬

第五名 206 黄国文

冠军 121 金城

亚军 122 Mbuga Moses

季军 189 蒋凯

第四名 141 邱建辉

第五名 181 钱帅

第六名 99 王慧诚

第七名 180 张雄天

第八名 164 林秋泰

冠军 237 林景浩

亚军 252 黎卓健

季军 238 王慧诚

第四名 246 林飞Mirko Misceo

第五名 240 冯湘宇

冠军 249 周曾心钰

亚军 236 栗源博

季军 258 周浩贤

第四名 278
Jonny Samuel 

塞缪儿·乔尼
第五名 257 罗舒南

男子健体新秀D组（身高180CM以上）

男子健体全场

男子古典健体公开 A组（身高170CM以下）

男子古典健体公开 B组（身高175CM以下）



冠军 262 李雄奇

亚军 192 Vladimir Markov 伟拉德

季军 244 叶龙威

第四名 242 毛杰鑫

第五名 265 黄伟鸿

冠军 291 欧泽权

亚军 289 邓远毫

季军 286 王程鹏

第四名 282 夏天

冠军 280 郑佳君

亚军 283 伍君

季军 292 郑毅超

第四名 287 黄俐禄

第五名 293 陈智光

冠军 262 李雄奇

亚军 249 周曾心钰

季军 237 林景浩

第四名 291 欧泽权

冠军 321 孔庆枭

亚军 302 郭翔宇

季军 307 章之麟

第四名 308 叶进勇

第五名 309 叶冬发

冠军 299 李图发

亚军 327 叶天琪

季军 318 陈志温

第四名 325 李保霖

第五名 301 曾维维

冠军 323 邱建辉

亚军 304 王鸣宇

季军 311 刘金潭

第四名 300 康乐

第五名 310 林金池

男子健身模特 C组（身高178CM以上）

男子古典健体新秀 A组（身高175CM以下）

男子古典健体新秀 B组（身高175CM以上）

男子古典健体全场

男子健身模特 A组（身高174CM以下）

男子健身模特 B组（身高174-180CM）

男子古典健体公开 C组（身高175CM以上）



冠军 323 邱建辉

季军 321 孔庆枭

亚军 299 李图发

冠军 334 朱梦怡

亚军 342 魏江舟

季军 347 李华

第四名 333 翁惠娜

第五名 329 陈春妮

冠军 341 刘晨曦

亚军 356 墨莉

季军 370 梁爽

第四名 339 李静

冠军 349 姜黎明

亚军 374 文静

季军 420 余婷婷

第四名 338 林安妮

第五名 367 李英楠

第五名 371 卢晓静

冠军 350 周萍

亚军 365 刘太阳

季军 368 刘洋

第四名 366 谢曼婷

第五名 375 朱佳羽

冠军 440 曾雪晴

亚军 335 朱梦怡

季军 378 吉克思丽

第四名 354 王若芳

第五名 377 朱如意

冠军 349 姜黎明

亚军 350 周萍

季军 440 曾雪晴

第四名 341 刘晨曦

第五名 334 朱梦怡

冠军 403 李华

亚军 405 李锋

季军 401 黄宇英

第四名 410 康春米

第五名 404 杨芸

女子比基尼公开 D组（身高168CM以上）

女子比基尼新秀组

女子比基尼全场

女子形体组

男子健身模特全场

女子比基尼公开 A组（身高160CM以下）

女子比基尼公开 B组（身高164CM以下）

女子比基尼公开 C组（身高168CM以下）



冠军 418 朱梦怡

亚军 422 吉克思丽

季军 417 魏江舟

第四名 450 饶小丽

第五名 364 杨小晴

冠军 412 余婷婷

亚军 415 刘晨曦

季军 435 谢君仪

第四名 413 林安妮

第五名 421 李静

冠军 432 姜黎明

亚军 434 常亚楠

季军 427 刘太阳

第四名 419 朱佳羽

第五名 414 谢曼婷

冠军 432 姜黎明

季军 434 常亚楠

亚军 427 刘太阳

女子健身模特 B组（身高168CM以下）

女子健身模特 C组（身高168CM以上）

女子健身模特全场

女子健身模特 A组（身高163CM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