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全国业余乒乓球锦标赛(南部赛区)报名名单公示

参赛单位 序号
参赛
组别

代表队 姓名 性别
团体

年龄段
单打
年龄段

年龄 领队 教练

一、湖南

1 男甲 湖南省衡阳市乒协代表 冯帆 男 30-39 30-49 36 杨天青    冯帆

2 男甲 湖南省衡阳市乒协代表 魏凯 男 40-49 30-49 44 杨天青    冯帆

3 男甲 湖南省衡阳市乒协代表 宋赛欧 男 40-49 50以上 54 杨天青    冯帆

4 男甲 湖南省衡阳市乒协代表 胡建伟 男 50-59 50以上 56 杨天青    冯帆

5 男甲 湖南省衡阳市乒协代表 杨天青 男 60以上 50以上 68 杨天青    冯帆

6 女甲 湖南省衡阳市乒协代表 简佳 女 30-39 30-49 35 杨天青    肖娜英

7 女甲 湖南省衡阳市乒协代表 肖娜英 女 40-49 50以上 55 杨天青    肖娜英

8 女甲 湖南省衡阳市乒协代表 廖玲娜 女 50-59 50以上 55 杨天青    肖娜英

9 女甲 湖南省衡阳市乒协代表 王果蓉 女 50-59 50以上 56 杨天青    肖娜英

10 女甲 湖南省衡阳市乒协代表 曹钟新 女 60岁以上 50以上 67 杨天青    肖娜英

11 男乙 湖南省乒协京鑫教育代表队 周一鸣 男 30-39 30-49 35 杨湘军 戴民声

12 男乙 湖南省乒协京鑫教育代表队 张林益 男 40-49 50以上 54 杨湘军 戴民声

13 男乙 湖南省乒协京鑫教育代表队 曾劲松 男 50-59 50以上 51 杨湘军 戴民声

14 男乙 湖南省乒协京鑫教育代表队 李  丹 男 50-59 50以上 58 杨湘军 戴民声

15 男乙 湖南省乒协京鑫教育代表队 戴民声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4 杨湘军 戴民声

16 男乙 湖南省乒协京鑫教育代表队 简建平 男 6岁以上 50以上 63 杨湘军 戴民声

17 女乙 湖南省乒协京鑫教育代表队 陈佳 女 30-39 30-49 31 杨湘军 李丹 

18 女乙 湖南省乒协京鑫教育代表队 莫华 女 40-49 40-49 42 杨湘军 李丹 

19 女乙 湖南省乒协京鑫教育代表队 周小芳 女 50-59 50以上 51 杨湘军 李丹 

20 女乙 湖南省乒协京鑫教育代表队 张易红 女 50-59 50以上 56 杨湘军 李丹 

21 女乙 湖南省乒协京鑫教育代表队 盛幼红 女 60岁以上 50以上 64 杨湘军 李丹 

22 女乙 湖南省乒协京鑫教育代表队 胡红 女 60岁以上 50以上 61 杨湘军 李丹 



二、四川

23 男乙 四川炳森队 钟睿 男 30-39 30-49 35 宋贵富 陈新文

24 男乙 四川炳森队 黄英俊 男 40-49 50以上 51 宋贵富 陈新文

25 男乙 四川炳森队 罗伟 男 50-59 50以上 50 宋贵富 陈新文

26 男乙 四川炳森队 王书太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1 宋贵富 陈新文

三、贵州

27 男乙 贵州省乒乓球协会 高  晟 男 30-39 30-49 32 施仲浩 田祥开

28 男乙 贵州省乒乓球协会 刘  超 男 30-39 30-49 32 施仲浩 田祥开

29 男乙 贵州省乒乓球协会 向健宏 男 40-49 30-49 43 施仲浩 田祥开

30 男乙 贵州省乒乓球协会 田祥开 男 50-59 50以上 58 施仲浩 田祥开

31 男乙 贵州省乒乓球协会 施仲浩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1 施仲浩 田祥开

四、江西

32 男乙 江西省乒协代表队 卢小强 男 30-39 30-49 35
郑晓玲     

赵  勇

戴海霞   

王俊杰

33 男乙 江西省乒协代表队 何明 男 40-49 30-49 44
郑晓玲     

赵  勇

戴海霞   

王俊杰

34 男乙 江西省乒协代表队 陆坚波 男 50-59 50以上 54
郑晓玲     

赵  勇

戴海霞   

王俊杰

35 男乙 江西省乒协代表队 卫选灵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5
郑晓玲     

赵  勇

戴海霞   

王俊杰

36 女乙 江西省乒协代表队 吕萍 女 30-39 30-49 41
郑晓玲     

赵  勇

戴海霞   

王俊杰

37 女乙 江西省乒协代表队 徐鸣 女 40-49 30-49 42
郑晓玲     

赵  勇

戴海霞   

王俊杰

38 女乙 江西省乒协代表队 陈琦 女 50-59 50以上 51
郑晓玲     

赵  勇

戴海霞   

王俊杰

39 女乙 江西省乒协代表队 孙萍 女 60岁以上 50以上 61
郑晓玲     

赵  勇

戴海霞   

王俊杰

五、九江市

40 男甲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吕果 男 30-39 30-49 39 但汉飞 陈少章

41 男甲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王泉 男 30-39 30-49 35 但汉飞 陈少章

42 男甲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柳欣 男 40-49 30-49 37 但汉飞 陈少章

43 男甲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谢平 男 50-59 50以上 58 但汉飞 陈少章

44 男甲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吴政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2 但汉飞 陈少章

45 女甲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楼梦玲 女 30-39 30-49 34 但汉飞 楼梦玲

46 女甲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邓学枝 女 40-49 50以上 55 但汉飞 楼梦玲



五、九江市

47 女甲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张艳萍 女 50-59 50以上 54 但汉飞 楼梦玲

48 女甲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揭玲玲 女 60岁以上 50以上 68 但汉飞 楼梦玲

49 男乙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冯时 男 30-39 30-49 30 但汉飞 楼梦玲

50 男乙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陈少章 男 40-49 30-49 47 但汉飞 陈少章

51 男乙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毛承喜 男 50-59 50以上 50 但汉飞 陈少章

52 男乙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张捷 男 50-59 50以上 51 但汉飞 陈少章

53 男乙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王洲球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4 但汉飞 陈少章

54 女乙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喻星 女 30-39 30-49 38 但汉飞 陈筱艳

55 女乙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冯建华 女 40-49 30-49 49 但汉飞 陈筱艳

56 女乙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陈筱艳 女 50-59 50以上 50 但汉飞 陈筱艳

57 女乙 九江市乒乓球协会 李韵簧 女 60岁以上 50以上 71 但汉飞 陈筱艳

六、广东省

58 男甲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郑俊杰 男 30-39 30-49 31 甘兆胜 赵国成

59 男甲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张国智 男 30-39 30-49 34 甘兆胜 赵国成

60 男甲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蒙刚雄 男 40-49 30-49 42 甘兆胜 赵国成

61 男甲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朱震宇 男 40-49 30-49 45 甘兆胜 赵国成

62 男甲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李征 男 50-59 50以上 52 甘兆胜 赵国成

63 男甲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欧锦辉 男 50-59 50以上 57 甘兆胜 赵国成

64 男甲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伍锦星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0 甘兆胜 赵国成

65 男甲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冯锦满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2 甘兆胜 赵国成

66 女甲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麦乐乐 女 30-39 30-49 37 彭志广 李联益

67 女甲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刘媛子 女 30-39 30-49 35 彭志广 李联益

68 女甲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曹幸妮 女 40-49 30-49 40 彭志广 李联益

69 女甲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仲唯燕 女 40*49 30-49 46 彭志广 李联益

70 女甲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于红伟 女 50-59 50以上 51 彭志广 李联益



六、广东省

71 女甲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卢倩红 女 50-59 50以上 52 彭志广 李联益

72 女甲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张金莲 女 60岁以上 50以上 61 彭志广 李联益

73 女甲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李克宁 女 60岁以上 50以上 64 彭志广 李联益

74 乙男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沈鹏 男 30-39 30-49 35 甘兆胜 邝远科

75 乙男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温方廷 男 30-39 30-49 39 甘兆胜 邝远科

76 乙男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陈 敏 男 40-49 30-49 42 甘兆胜 邝远科

77 乙男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陈京彪 男 40-49 30-49 47 甘兆胜 邝远科

78 乙男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甄智勇 男 50-59 50以上 55 甘兆胜 邝远科

79 乙男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洪唯健 男 50-59 50以上 54 甘兆胜 邝远科

80 乙男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何堪如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1 甘兆胜 邝远科

81 乙男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邵永基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5 甘兆胜 邝远科

82 乙女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段 妍 女 30-39 30-49 37 彭志广 伍光辉

83 乙女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朱运璇 女 30-39 30-49 39 彭志广 伍光辉

84 乙女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李宇星 女 40-49 30-49 42 彭志广 伍光辉

85 乙女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黄显婷 女 40-49 30-49 44 彭志广 伍光辉

86 乙女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曾  婉 女 50-59 50以上 59 彭志广 伍光辉

87 乙女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罗小娟 女 50-59 50-59 57 彭志广 伍光辉

88 乙女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王绮华 女 60岁以上 50以上 61 彭志广 伍光辉

89 乙女 广东林内乒乓球队 卢保良 女 60岁以上 50以上 65 彭志广 伍光辉

七、安徽省

90 乙男 安徽省乒乓球运动协会 王雪山 男 30-39 30-49 30 周保华 程晋黎

91 乙男 安徽省乒乓球运动协会 许翔 男 40-49 30-49 41 周保华 程晋黎

92 乙男 安徽省乒乓球运动协会 张金 男 40-49 30-49 48 周保华 程晋黎

93 乙男 安徽省乒乓球运动协会 戴安 男 50-59 50以上 50 周保华 程晋黎

94 乙男 安徽省乒乓球运动协会 张建国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2 周保华 程晋黎



七、安徽省 95 乙女 安徽省乒协同和堂 李月 女 30-39 30-49 37 音晓莉 方晓玲

96 乙女 安徽省乒协同和堂 张东芳 女 40-49 30-49 55 音晓莉 方晓玲

97 乙女 安徽省乒协同和堂 张忠秀 女 40-49 30-49 46 音晓莉 方晓玲

98 乙女 安徽省乒协同和堂 凌虹 女 50-59 50以上 51 音晓莉 方晓玲

99 乙女 安徽省乒协同和堂 方晓玲 女 50-59 50以上 54 音晓莉 方晓玲

100 乙女 安徽省乒协同和堂 刘云 女 60岁以上 50以上 65 音晓莉 方晓玲

八、江苏省

101 甲男 江苏省乒协一队 胡  彬 男 30-39 30-49 36 左安全 蒋铁

102 甲男 江苏省乒协一队 朱  江 男 30-39 30-49 35 左安全 蒋铁

103 甲男 江苏省乒协一队 张英杰 男 40-49 30-49 45 左安全 蒋铁

104 甲男 江苏省乒协一队 赵  畅 男 40-49 30-49 40 左安全 蒋铁

105 甲男 江苏省乒协一队 汤敬东 男 50-59 50以上 50 左安全 蒋铁

106 甲男 江苏省乒协一队 王国春 男 50-59 50以上 55 左安全 蒋铁

107 甲男 江苏省乒协一队 吴光琦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5 左安全 蒋铁

108 甲男 江苏省乒协一队 纪永德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0 左安全 蒋铁

109 乙男 江苏省乒协二队 翟一波 男 30-39 30-49 32 左安全 许建荣

110 乙男 江苏省乒协二队 戴  清 男 30-39 30-49 35 左安全 许建荣

111 乙男 江苏省乒协二队 仲  敏 男 40-49 30-49 46 左安全 许建荣

112 乙男 江苏省乒协二队 李海翔 男 40-49 30-49 43 左安全 许建荣

113 乙男 江苏省乒协二队 张  强 男 50-59 50以上 54 左安全 许建荣

114 乙男 江苏省乒协二队 陈惠贤 男 50-59 50以上 56 左安全 许建荣

115 乙男 江苏省乒协二队 庄东海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1 左安全 许建荣

116 乙男 江苏省乒协二队 王  军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4 左安全 许建荣

117 乙女 江苏省乒协 朱晓弟 女 30-39 30-49 33 左安全 顾云超

118 乙女 江苏省乒协 孙  丹 女 30-39 30-49 33 左安全 顾云超



八、江苏省

119 乙女 江苏省乒协 张瑞霞 女 40-49 30-49 49 左安全 顾云超

120 乙女 江苏省乒协 赵丹丹 女 40-49 30-49 41 左安全 顾云超

121 乙女 江苏省乒协 胡东芳 女 50-59 50以上 52 左安全 顾云超

122 乙女 江苏省乒协 吴亚萍 女 50-59 50以上 53 左安全 顾云超

123 乙女 江苏省乒协 周  聪 女 60岁以上 50以上 60 左安全 顾云超

124 乙女 江苏省乒协 沙  蔚 女 60岁以上 50以上 61 左安全 顾云超

九、重庆市

125 乙男 重庆市乒协万州卓越队 温东 男 30-39 30-49 36 魏民 王小五

126 乙男 重庆市乒协万州卓越队 魏民 男 40-49 30-49 52 魏民 王小五

127 乙男 重庆市乒协万州卓越队 魏中华 男 40-49 30-49 48 魏民 王小五

128 乙男 重庆市乒协万州卓越队 郭斌 男 50-59 50以上 55 魏民 王小五

129 乙男 重庆市乒协万州卓越队 印志雄 男 50-59 50以上 56 魏民 王小五

130 乙男 重庆市乒协万州卓越队 尹策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6 魏民 王小五

十、福建

131 乙男 福建南征北战队 艾训林 男 30-39 30-49 35 林忠华 林忠华

132 乙男 福建南征北战队 林忠华 男 40-49 30-49 43 林忠华 林忠华

133 乙男 福建南征北战队 张朝阳 男 50-59 50以上 55 林忠华 林忠华

134 乙男 福建南征北战队 丁国松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5 林忠华 林忠华

十一、浙江省

135 甲男 浙江古城乒乓球俱乐部 吴  劲 男 30-39 30-49 37 金小龙 陈临威

136 甲男 浙江古城乒乓球俱乐部 陈临威 男 40-49 30-49 47 金小龙 陈临威

137 甲男 浙江古城乒乓球俱乐部 胡剑军 男 40-49 30-49 48 金小龙 陈临威

138 甲男 浙江古城乒乓球俱乐部 金小龙 男 50-59 50以上 54 金小龙 陈临威

139 甲男 浙江古城乒乓球俱乐部  俞  皓 男 60岁以上 50以上 67 金小龙 陈临威

140 乙男 浙江省乒协鸿翔男队 董  庆 男 30-39 30-49 32  何海珠 闻纯正

141 乙男 浙江省乒协鸿翔男队 陈  律 男 30-39 30-49 36  何海珠 闻纯正

142 乙男 浙江省乒协鸿翔男队 宋  雄 男 40-49 30-49 48  何海珠 闻纯正



十一、浙江省

143 乙男 浙江省乒协鸿翔男队 钟向充 男 40-49 30-49 48  何海珠 闻纯正

144 乙男 浙江省乒协鸿翔男队 王晓峰 男  50-59  50以上 55  何海珠 闻纯正

145 乙男 浙江省乒协鸿翔男队 楼天刚 男  50-59  50以上 57  何海珠 闻纯正

146 乙男 浙江省乒协鸿翔男队 陈新华 男
60岁以上

组
50以上 64  何海珠 闻纯正

147 乙男 浙江省乒协鸿翔男队 朱立耀 男
60岁以上

组
50以上 67  何海珠 闻纯正

148 乙女 浙江省乒协鸿翔女队 姜筱琳 女  30-39  30-49 34  何海珠 朱乃桢

149 乙女 浙江省乒协鸿翔女队 吴晓丹 女 30-39 30-49 39  何海珠 朱乃桢

150 乙女 浙江省乒协鸿翔女队 金  虹 女  40-49  30-49 48  何海珠 朱乃桢

151 乙女 浙江省乒协鸿翔女队 陈雪君 女  40-49  30-49 49  何海珠 朱乃桢

152 乙女 浙江省乒协鸿翔女队 汪素萍 女  50-59  50以上 55  何海珠 朱乃桢

153 乙女 浙江省乒协鸿翔女队 童  萍 女  50-59 50以上 57  何海珠 朱乃桢

154 乙女 浙江省乒协鸿翔女队 金小平 女
 60岁以

上组
 50以上 62  何海珠 朱乃桢

155 乙女 浙江省乒协鸿翔女队 付子山 女
 60岁以

上组
 50以上 65  何海珠 朱乃桢

十二、湖北省

156 甲男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刘佳 男   30-39  30-49 36 刘小玲 麦建国

157 甲男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柯鑫 男  30-39  30-49 37 刘小玲 麦建国

158 甲男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曾文 男  40-49  30-49 49 刘小玲 麦建国

159 甲男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杨柳 男  50-59  50以上 56 刘小玲 麦建国

160 甲男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杨国胜 男
 60岁以

上
 50以上 61 刘小玲 麦建国

161 甲男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丰跃进 男
 60岁以

上
50以上 60 刘小玲 麦建国

162 甲女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高晓霞 女  30-39  30-49 46 张玉杰 夏金萍

163 甲女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吴静 女  40-49  30-49 44 张玉杰 夏金萍

164 甲女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王静 女  40-49  30-49 44 张玉杰 夏金萍

165 甲女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刘爱华 女  50-59  50以上 51 张玉杰 夏金萍

166 甲女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张丽丽 女  50-59  50以上 54 张玉杰 夏金萍



十二、湖北省

167 甲女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杨汉梅 女
 60岁以

上
 50以上 66 张玉杰 夏金萍

168 甲女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罗凤萍 女
 60岁以

上
 50以上 62 张玉杰 夏金萍

169 乙男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刘超 男  30-39   30-49 30 梅慧 麦建国

170 乙男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梁浩 男  30-39  30-49 38 梅慧 麦建国

171 乙男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唐聪勇 男  40-49  30-49 45 梅慧 麦建国

172 乙男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夏京生 男  40-49  30-49 41 梅慧 麦建国

173 乙男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李平 男  50-59  50以上 55 梅慧 麦建国

174 乙男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汪绪安 男  50-59  50以上 51 梅慧 麦建国

175 乙男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王金灿 男
 60岁以

上
 50以上 68 梅慧 麦建国

176 乙男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尤正书 男
 60岁以

上
 50以上 62 梅慧 麦建国

177 乙女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程璐 女  30-39   30-49 31 梅慧 夏萍

178 乙女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李珍 女  40-49  30-49 41 梅慧 夏萍

179 乙女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卢艾华 女  40-49   30-49 47 梅慧 夏萍

180 乙女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高思思 女  50-59 50以上 50 梅慧 夏萍

181 乙女 湖北省乒乓球协会 尹武 女  50-59 50以上 53 梅慧 夏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