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届“图书馆杯”广东英语口语大赛

“读者组”晋级复赛名单

（按照选送单位首字母排序）

选送单位 姓名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图书馆 林晓欣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图书馆 刘晓文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图书馆 康阿慧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图书馆 况可馨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UIC图书馆 阮钰智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UIC图书馆 潘奕涵

潮州市图书馆 林梓杰

潮州市图书馆 蔡书宇

从化图书馆 胡文昭

从化图书馆 邱文涛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图书馆 周哲蕾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图书馆 彭思婷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图书馆 徐晓诗

东莞城市学院图书馆 莫希文

东莞城市学院图书馆 李家慧

东莞城市学院图书馆 郑涵

东莞城市学院图书馆 黄燕妮

东莞理工学院图书馆 曾颖琛



东莞理工学院图书馆 钟家俊

东莞理工学院图书馆 孙奕彬

东莞理工学院图书馆 丁可

东莞理工学院图书馆 黎志杰

东莞理工学院图书馆 王梓雯

东莞理工学院图书馆 陈诗琪

东莞图书馆 黄琴凤

东莞图书馆 孙荆山

东莞图书馆石排分馆 郑欣桐

东莞图书馆石排分馆 cynthia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吴敏昕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夏燕娜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图书馆 陆书蕾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图书馆 赵绮晴

佛山市顺德区图书馆 刘嘉俊

佛山市顺德区图书馆 陈奕阳

佛山市图书馆 李白羽

佛山市图书馆 李抆颖

佛山市图书馆 李毅玲

佛山市图书馆 陈乐萱

佛山市图书馆 叶斯源

佛山市图书馆 何倩怡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陈芷华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罗璇

广东白云学院图书馆 邱颂花

广东白云学院图书馆 谢湘楠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图书馆 温璐婷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图书馆 丘颖淇

广东财经大学图书馆 陈煜

广东财经大学图书馆 张丽珍

广东财经大学图书馆 张育铭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图书馆 莫鸿轩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图书馆 陆蔼欣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 蒋欢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 黄宇淇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 关芷蔚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 杨颖琪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 黄嘉瑜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 张伟唯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 江宏斌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 邓烨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 周亦琴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 林娴琪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 林英珠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 苏芯

广东东软学院图书馆 陈嘉欣

广东东软学院图书馆 李嘉琪

广东东软学院图书馆 许明真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刘文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赵梦利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图书馆 马思敏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图书馆 许松涛

广东工业大学图书馆 刘永华

广东工业大学图书馆 邹园媛

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 邹慧敏

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 雷洁

广东海洋大学阳江校区图书馆 杨依琳

广东海洋大学阳江校区图书馆 游艾琳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图书馆 杨慧平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图书馆 蔡紫洁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严格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刘晓芳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王乐怡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图书馆 聂颖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图书馆 陆汝桁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郭映兰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朱志超

广东金融学院图书馆 余凯滢

广东金融学院图书馆 李芊妍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周怡菲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郑旅兵

广东科技学院图书馆 杨嘉宁

广东科技学院图书馆 周芳

广东科技学院图书馆 林佳茵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图书馆 刘晓璇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图书馆 张建濠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程门立雪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吴婷婷

广东理工学院图书馆 石煜意

广东理工学院图书馆 吴楚沂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图书馆 杨天民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图书馆 郑洁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图书馆 林诗韵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傅芷恩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许欣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图书馆 陈晓丹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图书馆 肖淑芬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图书馆 黄静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蔡锦金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黄中桦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许莹莹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张纪菁

广东培正学院图书馆 黄憶琳

广东培正学院图书馆 罗逸童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图书馆 杨馨怡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图书馆 屈青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林颖欣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冉玉楠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图书馆 徐雨欣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陈凯乾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颜文琦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李婉嫦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罗雅琳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吴若璇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李嘉玲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图书馆 张颖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图书馆 庄文杰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图书馆 张晓雯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图书馆 梁慧妮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黄雅麟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赖羚钰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张小燕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刘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 黄颖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 李梓乔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 何苑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图书馆 江敏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图书馆 吴思楠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图书馆 袁洋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图书馆 邹卓君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图书馆 杨紫韵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图书馆 钟丽娜

广东药科大学图书馆 黄明慧

广东药科大学图书馆 徐星昊

广东药科大学图书馆 周紫卿

广东医科大学图书馆 陈珮瑜

广东医科大学图书馆 陈玉菁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何喆宇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陈凯茵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图书馆 李艳琪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图书馆 高胜寒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图书馆 曾坤凌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图书馆 刘珂璇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图书馆 许慧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 陈紫琳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 陈敏鸿

广州大学图书馆 李莹

广州大学图书馆 赵俊

广州大学图书馆 王文静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李淑玲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谭丽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李芬芬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蔡晓盈

广州工商学院图书馆 邱秀丽

广州工商学院图书馆 杨晓婷

广州航海学院图书馆 张懿

广州航海学院图书馆 许秋仪

广州航海学院图书馆 曾晓菲

广州航海学院图书馆 李鎏俊

广州华商学院图书馆 杜碧泓

广州华商学院图书馆 庞楚婷

广州华商学院图书馆 张思琪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图书馆 陈倩缘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图书馆 宣进敏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图书馆 李卓颖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图书馆 周雅暄

广州理工学院图书馆 杨婷茹

广州理工学院图书馆 潘秋沁

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 江玉欣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胡桂霞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李晓楠

广州南方学院图书馆 陈昕蕾

广州南方学院图书馆 李颖妍

广州南方学院图书馆 向恒燊

广州商学院图书馆 邹婷婷

广州商学院图书馆 郑宝怡

广州商学院图书馆 黄雨嘉

广州商学院图书馆 张思祺

广州商学院图书馆 吴小龙

广州商学院图书馆 廖嘉茹

广州商学院图书馆 陈文霞

广州商学院图书馆 杨瑜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具靖翔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梁琬灵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孔颖桐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车存远



广州市黄埔区图书馆 蔡昭奕

广州市黄埔区图书馆 左俊杰

广州市黄埔区图书馆 林琳

广州市黄埔区图书馆 刘璐洁

广州市南沙区图书馆 黄诗雅

广州市南沙区图书馆 刘洪钰

广州市天河区图书馆 郭宝灿

广州市天河区图书馆 乔文淑

广州市天河区图书馆 莫嘉熙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图书馆 王敏钊

广州体育学院图书馆 黄子欣

广州体育学院图书馆 李璨粲

广州体育学院图书馆 蓝婉婷

广州体育学院图书馆 姚泽钰

广州体育学院图书馆 郭烨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黄智滢

广州图书馆 杨惊霞

广州图书馆 艾书莲

广州图书馆 杨钰嘉

广州图书馆 卢学贤

广州图书馆 余洁雯

广州图书馆 陈袁袁



广州新华学院图书馆 吴晓萱

广州新华学院图书馆 林楚婷

广州新华学院图书馆 李婕仡

广州新华学院图书馆 郑佳仪

广州新华学院图书馆 马文英

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 徐思中

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 谢湘琪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图书馆 王英傑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图书馆 黄婷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图书馆 李带娣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吴静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张启佳

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陈梦霞

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林千荷

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陈思淇

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陈思琪

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刘泽薇

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李薇

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林妹

河源市图书馆 谢皓茵

河源市图书馆 李璟儿

河源市图书馆 罗丽君



河源市图书馆 曾伟云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肖冰洋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钟华均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白泽妍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张芯语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李子婷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罗双娇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邱幸妍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李邦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杜语芊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冯钰珂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图书馆 黄靖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图书馆 黄佩琳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徐微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黄嘉敏

惠州慈云图书馆 罗德伟

惠州慈云图书馆 陈瑞婷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资心玥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梁嘉耀

惠州学院图书馆 张心怡

惠州学院图书馆 汪佳琪

暨南大学图书馆 陈晞



暨南大学图书馆 左辉

嘉应学院图书馆 陈琦

嘉应学院图书馆 颜蔚瑜

江门市江海区图书馆 梁颖琳

江门市江海区图书馆 刘颖茵

江门市江海区图书馆 刘素云

江门市图书馆 范馨予

江门市图书馆 许嘉慧

江门市图书馆 许睿琪

江门市图书馆 苏倩文

江门市图书馆 吴沛恩

江门市图书馆 麦靖敏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罗皓华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卢莉淋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邓湛薇

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 郑佳佳

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 张妍

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 李晨希

罗定市图书馆 陈家裕

罗定市图书馆 黄豪轩

茂名市电白区图书馆 林苑莹

茂名市电白区图书馆 吴冰冰



茂名市茂南区图书馆 吴泳妍

茂名市图书馆 李苑桦

茂名市图书馆 梁淼

梅州市剑英图书馆 罗婧欢

梅州市剑英图书馆 胡善亿

梅州市梅县区图书馆 赖依林

梅州市梅县区图书馆 罗宇昕

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 周嘉舜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 吕瑾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 王依玲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 赵玥

清新区图书馆 岑炜彬

清新区图书馆 何海泳

清远市图书馆 朱伶燕

清远市图书馆 何淳怡

汕头大学图书馆 林振雯

汕头大学图书馆 霍韵怡

汕头市龙湖区图书馆 王涵

汕头市龙湖区图书馆 李晨

汕头市图书馆 饶轶

汕头市图书馆 李臻

汕头市图书馆 陈书彦



汕头市图书馆 杨枫璇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袁萍珠

韶关市图书馆 邓雨程

韶关市图书馆 邓俊敏

韶关市武江区图书馆 刘俊

韶关市武江区图书馆 王欣

韶关学院图书馆 张梓圆

韶关学院图书馆 邱洁

深圳大学图书馆 杨娟

深圳大学图书馆 朱琪

深圳大学城（深圳市科技）图书馆 陈程

深圳大学城（深圳市科技）图书馆 李佳羽

深圳技术大学图书馆 刘晓锦

深圳技术大学图书馆 文宝仪

深圳技术大学图书馆 林溪

深圳技术大学图书馆 黄慧芳

深圳南山图书馆 何奕凝

深圳南山图书馆 李嘉仪

深圳南山图书馆 谢晨

深圳南山图书馆 钱程远

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 陈韵丞

深圳市宝安区图书馆 张文康



深圳市宝安区图书馆 郭永钱

深圳市光明区公共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光明区图书馆） 谢玉玲

深圳市光明区公共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光明区图书馆） 纪玮琪

深圳市龙岗区图书馆 鲁蔓

深圳市龙岗区图书馆 黄国荣

深圳市龙岗区图书馆 蔡思榕

深圳市龙岗区图书馆 邓秋玲

深圳市罗湖区图书馆 苏晋

深圳市盐田区图书馆 程典

深圳市盐田区图书馆 郭嘉淇

深圳图书馆 左欢

深圳图书馆 杨文琪

深圳图书馆 郑芥楠

深圳图书馆 陈创辉

深圳图书馆 叶琼丹

深圳图书馆 李若瑜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许柔香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吴思桔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李婷婷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许柔依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陈慧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张瑞清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许少娜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梁焕尧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陈琪芬

五华县图书馆 李珊

五邑大学图书馆 郭嘉馨

五邑大学图书馆 陈欣熙

新兴县图书馆 欧秀兰

新兴县图书馆 郝桐

星海音乐学院图书馆 何苑欣

星海音乐学院图书馆 黄昕

阳江市图书馆 谢腾飞

阳西县图书馆 陈洁红

郁南县图书馆 周淑贤

云浮市图书馆 周蕗

云浮市图书馆 原典

湛江科技学院图书馆 王美云

湛江科技学院图书馆 陈雪晴

湛江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李方秀

湛江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王宇晗

湛江市图书馆 王碧玲

湛江市图书馆 李文静

肇庆市图书馆 项再盈



肇庆市图书馆 杜颖欣

肇庆市图书馆 曾钰然

肇庆学院图书馆 梁颖勇

肇庆学院图书馆 李彤

中山大学图书馆 郑悦琳

中山大学图书馆 裴丹迪

中山纪念图书馆 郑诗雅

中山纪念图书馆 李晓滢

中山纪念图书馆 陈绮筠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张晓萍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胡欣欣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图书馆 刘慧雅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图书馆 陈菁菁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李佳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梁可晴

珠海科技学院图书馆 刘成章

珠海科技学院图书馆 仝烨

珠海科技学院图书馆 李宜静

珠海科技学院图书馆 刘妍燕

珠海科技学院图书馆 谢晓怡

珠海科技学院图书馆 邱晓菲

珠海科技学院图书馆 李呈祥



珠海市金湾区图书馆 王梦炯

珠海市金湾区图书馆 伍佩珊

珠海市图书馆 金珈羽

珠海市图书馆 高语辰

珠海市图书馆 陈梦娜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韩江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袁茵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王以又

附晋级说明：

①“网络初赛”排名前 100 名的选手晋级“网络复赛”。

②以图书馆为单位，每个单位前 2名选手晋级“网络复赛”（不包含第①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