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 2021“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高职组） 

复赛（浙江赛区）成绩的通知 

 

各高职院校： 

2021“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高职组）浙江赛区复赛于 10 月 31

日在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隆重举行。共有来自我省各所高校的 119名选手参加了本届

大赛复赛。现将比赛成绩公布如下： 

2021“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浙江高职组）英语专业组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学校 获奖情况 

1 郑诗音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特等奖 

2 卢一鸣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特等奖 

3 刘星雨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特等奖 

4 缪越芳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5 孙歌言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6 江倩倩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7 金慧颖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8 杨雨婷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9 胡欣欣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0 王和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1 刘纯冰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二等奖 

12 潘奕颖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3 仇治渊 嘉兴学院平湖校区 二等奖 

14 陈星汝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5 李惟珊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16 马可宁 浙江宇翔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7 黄玺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8 严碧茹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9 张琦琼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0 胡昕悦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1 蒋心怡 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 三等奖 

22 黄红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三等奖 

23 王昕怡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4 曹烨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5 陈彦兆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6 沈佳艺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7 罗丹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8 魏昕程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9 漏伊欣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30 张清怡 温州商学院 优胜奖 

31 董宁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优胜奖 

32 胡巧霞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优胜奖 

 

2021“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浙江高职组）公共英语组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学校 获奖情况 

1 刘雨欣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特等奖 

2 蒋晓哲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特等奖 

3 潘钰彤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特等奖 

4 黄杰美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特等奖 

5 周涤非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特等奖 

6 夏佳妍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特等奖 

7 顾芷玥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特等奖 

8 石妍菲 嘉兴学院平湖校区 特等奖 

9 陆劭川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特等奖 

10 任琦琦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一等奖 

11 沈志强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12 杨星宇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13 符纪源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14 麻诚真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一等奖 

15 朱川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16 邓海伦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一等奖 

17 苏艺鑫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18 蒋佳雨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19 李雨纯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二等奖 

20 周婉婷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1 应诗曼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2 杨咏琪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3 边沈洋 温州商学院 二等奖 

24 陆佳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5 谢建青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二等奖 

26 潘麒而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7 严舒婷 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二等奖 

28 张继洋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9 姚晨雨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30 毛胜男 嘉兴学院平湖校区 二等奖 

31 李诗宸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二等奖 

32 杨议喆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33 曹函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34 方星月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35 徐晓萍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36 金熙珍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二等奖 

37 周肖彤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38 颜敏格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39 唐坤娜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40 方先康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41 楼靖铷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三等奖 

42 林雅雯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43 吴诗意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44 朱悦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45 夏卓婷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46 沈乐瑶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三等奖 

47 江菲琳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三等奖 

48 叶家豪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49 陈勖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0 刘晴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1 朱海蓉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2 杨洁茹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3 沈遥蝶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4 韩昕晖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5 叶晓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6 张威 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 三等奖 

57 傅若涵 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三等奖 

58 房佳慧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9 盛依蕾 浙江宇翔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60 徐萌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61 康佳莉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三等奖 

62 孙心意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63 金若慈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三等奖 

64 汪霞阳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65 黄焯行 浙江宇翔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66 吴乐盈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三等奖 

67 陈荟芃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68 黄敬茜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69 楼倩倩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70 鲁欢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三等奖 

71 徐枫芸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72 陈智慧 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 三等奖 

73 贾惠惠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74 陈琳琳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三等奖 

75 高舒萍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76 王璟萱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77 黄亚琴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三等奖 

78 潘迪娜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80 陈宇捷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79 柳皓程 温州商学院 优胜奖 

81 张玉兰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优胜奖 

82 李蔓菁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优胜奖 

83 施政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优胜奖 

84 田晴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优胜奖 

85 章昱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优胜奖 

86 彭棋愿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优胜奖 

87 李文祺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优胜奖 

                                

                  第十二届“外研社杯”全国高等职业院校英语写作大赛 

浙江赛区组委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