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 2018 年新增硕士生指导教师 

岗位任职资格人员名单的通知 

复旦学位字〔2018〕3号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经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上报，并经 2018 年 1 月 17 日第 94

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议备案，通过了盛益民等 209 人的学术

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Jian SUN(孙健)等 29 人的专业

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现公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八日 

 

附件： 

1.2018年新增学术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人员名单 

2.2018年新增专业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人员名单 

fudan
学位评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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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年新增学术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人员名单 

学科所在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二级学科名称 

中国语言文学系 盛益民 男 1985-12 汉语言文字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赵世锋 男 1976-01 俄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李双志 男 1982-02 德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崔惠玲 女 1982-03 亚非语言文学 

新闻学院 刘景芳 女 1973-06 传播学 

新闻学院 李华强 男 1972-11 广告学 

历史学系 段志强 男 1980-04 专门史 

历史学系 章可 男 1981-10 中国近现代史 

历史学系 谈丽 女 1973-05 世界史 

经济学院 李志远 男 1979-06 世界经济 

经济学院 樊海潮 男 1982-03 国际贸易学 

经济学院 朱宏飞 男 1978-10 数量经济学 

哲学学院 鲁绍臣 男 1980-04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林涓 女 1977-01 中外政治制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秦倩 女 1979-07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陈玉聃 男 1981-03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章节根 男 1977-08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林民旺 男 1979-09 国际关系 

管理学院 郁培文 男 1989-11 物流与运营管理 

管理学院 Xin ZHANG(张新) 男 1977-07 会计学 

法学院 史大晓 男 1976-05 法学理论 

法学院 杨晓畅 女 1983-11 法学理论 

法学院 陈立 男 1980-11 经济法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建昆 男 1976-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琳 女 1984-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薛小荣 男 1977-04 党的建设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任小波 男 1981-04 历史地理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田丰 女 1985-07 社会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骆为祥 男 1982-06 人口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陈斌斌 男 1983-11 应用心理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高隽 女 1982-01 应用心理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陆一 女 1985-03 高等教育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潘艳 女 1981-12 考古学 

旅游学系 胡安安 男 1980-01 旅游管理 

数学科学学院 石荣刚 男 1982-10 基础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张静 女 1981-06 运筹学与控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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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系 周洋 男 1984-10 理论物理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蔚 女 1975-11 物理电子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邱剑 男 1982-10 物理电子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冯辉 男 1980-12 电路与系统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峰 男 1982-12 电路与系统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陆冰睿 女 1983-06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丁萍萍 女 1983-08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付海洋 女 1983-08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国辉 男 1976-11 生物医学工程 

化学系 刘瑞婷 女 1976-12 无机化学 

化学系 雷杰 男 1976-10 分析化学 

化学系 鲍军波 男 1967-05 分析化学 

化学系 王辉 女 1974-01 有机化学 

化学系 房华毅 男 1988-12 有机化学 

化学系 孟歌 女 1968-03 有机化学 

化学系 程荡 男 1985-08 有机化学 

生命科学学院 吴小萍 女 1977-05 遗传学 

生命科学学院 赵冰 男 1987-07 发育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俞瑜 女 1978-09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郑琰 女 1981-11 人类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郑媛婷 女 1981-03 人类生物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凯 男 1986-10 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周喆 男 1992-05 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沙朝锋 男 1976-10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李晟 男 1984-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航空航天系 曹博超 男 1985-05 飞行器设计 

材料科学系 肖倩 女 1973-02 物理电子学 

分析测试中心 王利 男 1982-01 分析化学 

高分子科学系 黄霞芸 女 1985-04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高分子科学系 潘翔城 男 1986-11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李凌 女 1971-10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李庆 男 1984-01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吴彦霖 女 1986-10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张继彪 男 1980-09 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刘平养 男 1981-02 环境管理 

微电子学院 黄伟 男 1974-06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微电子学院 朱颢 男 1985-10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微电子学院 程旭 男 1976-10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软件学院 陈碧欢 男 1986-11 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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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材料实验室 王兵杰 男 1986-10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纪鹏 男 1984-11 应用数学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罗强 男 1981-12 生物医学工程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张孝勇 男 1974-12 生物医学工程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齐立哲 男 1981-04 计算机应用技术 

大数据学院 张楠 男 1987-10 统计学 

大数据学院 侯燕曦 男 1987-09 统计学 

大数据学院 魏轲 男 1986-02 统计学 

大数据学院 王健 男 1983-11 统计学 

大数据学院 黄增峰 男 1986-02 统计学 

大数据学院 王勤文 女 1988-01 统计学 

大数据学院 魏忠钰 男 1987-03 统计学 

大数据学院 江如俊 男 1989-02 统计学 

大数据学院 高凤楠 男 1988-01 统计学 

大数据学院 付彦伟 男 1986-11 统计学 

大气研究院 Lei WANG(王蕾) 男 1978-08 环境科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徐薇 女 1983-07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杨玲 女 1979-03 遗传学 

基础医学院 史勇红 女 1971-09 生物医学工程 

基础医学院 章琛曦 女 1978-02 生物医学工程 

基础医学院 付永锋 男 1977-10 病原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刘国元 女 1977-08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基础医学院 吴慧娟 女 1979-08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基础医学院 米文丽 女 1982-04 中西医结合基础 

基础医学院 陈长瑞 女 1978-12 药理学 

公共卫生学院 王娜 女 1982-04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公共卫生学院 杨娟 女 1984-09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公共卫生学院 郑莹 女 1969-05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公共卫生学院 陈仁杰 男 1986-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公共卫生学院 徐燕意 女 1988-06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公共卫生学院 肖千一 女 1984-05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公共卫生学院 胡敏 女 1982-11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公共卫生学院 李程跃 男 1982-10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公共卫生学院 王薇 女 1982-09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药学院 李炜 男 1981-01 药物化学 

药学院 熊娟 女 1982-11 药物化学 

药学院 高原 女 1972-01 药剂学 

药学院 庞志清 男 1977-08 药剂学 

药学院 雷春 女 1980-01 生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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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院 翁鸿博 女 1971-01 药理学 

药学院 辛宏 女 1971-09 药理学 

药学院 董继斌 女 1971-01 药理学 

药学院 马国 男 1973-03 临床药学 

中山医院 蒋进军 男 1972-05 内科学（呼吸系病） 

中山医院 吴晓丹 女 1981-10 内科学（呼吸系病） 

中山医院 周建 男 1979-10 内科学（呼吸系病） 

中山医院 张岚 女 1976-10 内科学（消化系病） 

中山医院 林寰东 男 1969-07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中山医院 陈晓 男 1982-03 内科学（肾内） 

中山医院 冯国栋 男 1977-12 神经病学 

中山医院 彭伟锋 女 1976-09 神经病学 

中山医院 丁振斌 男 1981-07 外科学（普外） 

中山医院 刘凤林 男 1975-07 外科学（普外） 

中山医院 汪学非 男 1978-04 外科学（普外） 

中山医院 竺挺 男 1976-10 外科学（普外） 

中山医院 顾宇彤 男 1970-11 外科学（骨外） 

中山医院 林红 男 1976-01 外科学（骨外） 

中山医院 陈伟 男 1978-10 外科学（泌尿外） 

中山医院 过常发 男 1976-04 外科学（胸心外） 

中山医院 李军 男 1980-03 外科学（胸心外） 

中山医院 林宗武 男 1979-08 外科学（胸心外） 

中山医院 刘琛 男 1976-06 外科学（胸心外） 

中山医院 孙勇新 男 1974-12 外科学（胸心外） 

中山医院 武多娇 女 1979-06 肿瘤学 

中山医院 张舒 女 1986-05 肿瘤学 

中山医院 李晓宇 男 1971-02 药理学 

华山医院 马春来 女 1979-01 临床药学 

华山医院 金波 男 1977-11 内科学（心血管病） 

华山医院 孙韬 男 1976-05 内科学（心血管病） 

华山医院 马燕 女 1979-10 内科学（血液病） 

华山医院 陈嘉臻 男 1982-08 内科学（传染病） 

华山医院 李宁 女 1974-04 内科学（传染病） 

华山医院 林东昉 男 1973-10 内科学（传染病） 

华山医院 程忻 女 1980-02 神经病学 

华山医院 崔梅 女 1979-12 神经病学 

华山医院 韩翔 男 1975-03 神经病学 

华山医院 全超 女 1978-04 神经病学 

华山医院 张成锋 男 1978-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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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医院 张弢 女 1973-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华山医院 王思群 男 1967-01 外科学（骨外） 

华山医院 侯剑刚 男 1973-07 外科学（泌尿外） 

华山医院 温晖 男 1976-07 外科学（泌尿外） 

华山医院 马勤运 男 1974-05 外科学（胸心外） 

华山医院 马德选 男 1970-09 外科学（神外） 

华山医院 徐宏治 男 1977-01 外科学（神外） 

华山医院 魏颖 女 1986-07 中西医结合临床 

肿瘤医院 程竞仪 女 1976-06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肿瘤医院 何新红 男 1976-08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肿瘤医院 刘莉 女 1975-04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肿瘤医院 张汐 男 1971-11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肿瘤医院 曹依群 男 1974-12 外科学（神外） 

肿瘤医院 李大卫 男 1982-01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凌泓 女 1980-03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刘晓健 男 1968-05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刘晓文 男 1981-11 肿瘤学 

肿瘤医院 潘奇 男 1974-12 肿瘤学 

肿瘤医院 严望军 男 1970-11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张剑 男 1979-11 肿瘤学 

肿瘤医院 朱晓燕 女 1972-01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徐亚军 男 1974-07 麻醉学 

儿科医院 饶佳 女 1978-11 儿科学 

妇产科医院 张鹤 男 1977-06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妇产科医院 陈义松 男 1976-04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范灵玲 女 1980-01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邵珺 女 1970-05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王超 女 1980-05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谢锋 男 1978-05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袁蕾 女 1982-05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张晓燕 女 1980-11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张旭垠 男 1982-07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汤静 女 1979-10 临床药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季樱红 女 1979-08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竺向佳 女 1982-09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陈岩 女 1980-07 耳鼻咽喉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程磊 女 1972-05 耳鼻咽喉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袁雅生 男 1972-03 耳鼻咽喉科学 

放射医学研究所 韩俊斌 男 1985-12 放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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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院 胡晓静 女 1979-06 护理学 

护理学院 万宏伟 女 1967-08 护理学 

华东医院 尹曙明 男 1971-10 内科学（消化系病） 

华东医院 邹峻 男 1975-10 内科学（风湿病） 

华东医院 周俊 男 1969-11 外科学（泌尿外）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徐迎佳 女 1971-06 内科学（心血管病）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吴丹红 女 1971-10 神经病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汪进 男 1970-06 免疫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吴凡 男 1982-03 病原生物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戚勋 男 1979-10 内科学（传染病） 

青浦区中心医院 杜春玲 女 1972-04 内科学（呼吸系病） 

闵行区中心医院 徐旭东 男 1963-05 内科学（肾病） 

闵行区中心医院 孟哲峰 男 1978-12 临床检验诊断学 

闵行区中心医院 张紫平 男 1968-12 外科学（普外） 

闵行区中心医院 孙克玉 男 1974-12 急诊医学 

闵行区中心医院 韩冰 男 1967-03 临床药学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甄蕾 女 1980-07 临床口腔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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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年新增专业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人员名单 

     
学科所在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学位名称（领域） 

经济学院 Jian SUN(孙健) 男 1972-07 金融硕士 

经济学院 黄明 男 1975-11 金融硕士 

经济学院 李志青 男 1975-11 资产评估硕士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郑冰岛 女 1985-11 公共管理硕士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曾庆捷 男 1985-09 公共管理硕士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胡鹏 男 1989-06 公共管理硕士 

管理学院 沈娟 女 1987-04 应用统计硕士 

管理学院 黄达 男 1978-04 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管理学院 徐倩 女 1986-04 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管理学院 窦一凡 男 1985-04 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田芊 女 1984-01 应用心理硕士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杨锦绵 女 1981-10 应用心理硕士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孔达 女 1988-10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姚一青 女 1970-08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石鼎 男 1982-08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旅游学系 刘金华 女 1975-01 旅游管理硕士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冯辉 男 1980-12 工程硕士（电子与通信工程） 

生命科学学院 杨亚军 男 1969-02 工程硕士（生物工程） 

材料科学系 曹荣根 男 1981-04 工程硕士（材料工程） 

微电子学院 薛晓勇 男 1984-08 工程硕士（电子与通信工程） 

公共卫生学院 刘星 女 1985-02 公共卫生硕士 

公共卫生学院 钱梦岑 女 1988-07 公共卫生硕士 

公共卫生学院 郑雪莹 女 1987-11 公共卫生硕士 

公共卫生学院 刘雨薇 女 1988-02 公共卫生硕士 

公共卫生学院 胡艺 男 1980-11 公共卫生硕士 

公共卫生学院 杨肖光 男 1979-10 公共卫生硕士 

公共卫生学院 王和兴 男 1979-10 公共卫生硕士 

护理学院 杨晓莉 女 1972-05 护理硕士 

护理学院 颜美琼 女 1968-09 护理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