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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SFP 

AASFP 优秀学员名单（2013 年） 
AASFP Outstanding Trainers Listing（2013） 

 
 

专业体适能教练证书课程 
 

北京市 

孝文 郭梓栋 刘福军 郭立新 乔樑 席红蕾 胡继华 尚楠 王斌 

南芳 李博 王洋     

上海市 

任建化 李博达 尤小乐 荣明 刘昕 朱风刚  

成都市 

左光成 黄艳龙 刘恒     

济南市 

周恩平 王强      

杭州市 

张永建 宣羽匡 罗骁 黄蒙 张亚红   

广州市 

田春伟       

南京市 

王钰博       

南宁 

贾梦喆       

郑州市 

王玉 王鹏飞 徐杰 王依明    

厦门市 

陈钦 王成久 杨兴     

西安市 

郭捷 霍煜龙 曹建雅     

重庆市 

李世伟 李勇 黄文容 明万红 王雪峰 宋会强 曹海宁 

 
 

 
高级私人体适能教练证书课程 

 
北京市 

黄艳龙 孝文 郭梓栋 刘福军 杨磊 何朦曦 王加明 刘冰 南芳 

彭博 王奇超 马吉红     

上海市 

陈梦也 梁文宇 任建化 杨海峰 周阳   

昆明市 

马丽波 魏江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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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市 

刘飞 曹巍清 蔡志强       

济南市 

康晓东         

南京市 

翁晓熠 黄磊 冯存琼 王肸      

义乌市 

李东 张欢欢 于建鹏       

杭州市 

金才品 吴侃文 高佳杰 张亚红      

重庆市 

刘闯 王江平 李世伟 韩东林 秦辉学 左光成 李勇 黄文容 雷玺 

汪婷婷 卢璇 明万红 李坤阳      

西安市 

胡进进 郭捷 李建超 戚怡 霍煜龙     

 
 
 

普拉提基础-垫上运动教练证书 
 

北京市 
高华 刘宏飞        

 
综合高级私人体适能教练证书 

 
北京市 

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