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 2018 年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 

岗位任职资格人员名单的通知 

复旦学位字〔2018〕2号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经 2018年 1 月 17 日第 94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议，并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同意批准唐雯等 147 人的博士生指导教

师岗位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公布见附件。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八日 

 

 

附：2018年新增及认定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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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增及认定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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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称 二级学科名称 

中国语言文学系 唐雯 女 1977-11 研究员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梁燕丽 女 1969-02 教授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段怀清 男 1966-03 教授 中国现当代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高永伟 男 1973-07 教授 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张琼 女 1971-08 教授 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陶友兰 女 1972-09 教授 英语语言文学 

新闻学院 周葆华 男 1979-11 教授 传播学 

新闻学院 周笑 女 1972-11 教授 广播电视学 

历史学系 张仲民 男 1978-10 教授 中国近现代史 

历史学系 司佳 女 1978-06 教授 中国近现代史 

经济学院 高帆 男 1976-11 教授 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院 陈硕 男 1980-02 教授 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院 袁堂军 男 1967-10 教授 世界经济 

经济学院 杜莉 女 1972-05 教授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院 刘庆富 男 1973-09 教授 金融学 

哲学学院 郝兆宽 男 1968-09 教授 逻辑学 

哲学学院 孙小玲 女 1968-08 教授 伦理学 

哲学学院 刘平 男 1969-06 教授 宗教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沈逸 男 1976-11 副教授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包霞琴 女 1964-04 教授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蔡翠红 女 1972-04 研究员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刘淑华 女 1977-10 副教授 行政管理 

管理学院 李玲芳 女 1980-02 副教授 产业经济学 

管理学院 吴肖乐 女 1984-08 副教授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院 冯天俊 男 1978-07 教授 物流与运营管理 

法学院 杨严炎 女 1977-07 教授 诉讼法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董雅华 女 1966-02 研究员 思想政治教育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樊如森 男 1966-03 研究员 历史地理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朱磊 女 1981-06 教授 社会心理学 

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杨光辉 男 1968-03 研究馆员 古籍保护 

数学科学学院 王凯 男 1981-10 教授 基础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谢纳庆 男 1980-01 教授 基础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Vladas 

Sidoravicius 
男 1963-08 教授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物理学系 戚扬 男 1983-07 研究员 理论物理 

物理学系 绳田聪 男 1982-02 青年研究员 理论物理 

物理学系 郑长林 男 1977-09 研究员 凝聚态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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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系 李炜 男 1985-12 青年研究员 凝聚态物理 

现代物理研究所 王小龙 男 1981-11 青年研究员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现代物理研究所 
Daekyoung 

KANG 
男 1979-12 青年研究员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詹义强 男 1978-08 研究员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宇 男 1977-01 教授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翠微 女 1969-12 教授 生物医学工程 

化学系 李晓民 男 1986-10 青年研究员 无机化学 

化学系 刘建伟 男 1976-11 青年研究员 分析化学 

化学系 李伟 男 1986-06 青年研究员 物理化学 

化学系 李晔飞 男 1984-01 青年研究员 物理化学 

生命科学学院 凌晨 男 1986-05 青年研究员 遗传学 

生命科学学院 朱炎 男 1978-06 副教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常芳 女 1980-01 副教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吕智慧 男 1975-07 副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文强 男 1970-02 研究员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钱振兴 男 1981-02 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李斌 男 1982-04 青年研究员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池明旻 女 1977-04 副教授 数据科学 

航空航天系 徐凡 男 1986-05 青年研究员 流体力学 

航空航天系 王盛章 男 1976-12 副教授 生物力学 

材料科学系 方方 男 1981-10 教授 材料物理与化学 

高分子科学系 王国伟 男 1978-10 副教授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高分子科学系 郭佳 男 1979-12 副教授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高分子科学系 潘翔城 男 1986-11 青年研究员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叶兴南 男 1969-10 教授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王玉涛 男 1984-01 青年研究员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付杰 男 1982-09 青年研究员 环境工程 

微电子学院 韩军 男 1977-12 研究员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先进材料实验室 张丽娟 女 1972-07 主任技师 无机化学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

究院 
张捷 男 1980-01 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研究院 金红 女 1968-09 正高级实验师 化学生物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董琼珠 女 1971-09 副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余红秀 女 1976-10 副研究员 医学系统生物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仇超 男 1980-05 副研究员 医学系统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吕雷 男 1981-12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易志刚 男 1979-05 副研究员 病原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陈龙 男 1963-11 副教授 法医学 

公共卫生学院 王伟炳 男 1973-11 教授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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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学院 刘宝 男 1973-02 教授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药学院 魏刚 男 1974-02 教授 药剂学 

药学院 谭文福 男 1971-06 副研究员 药理学 

药学院 翟青 女 1963-08 主任药师 临床药学 

中山医院 卢韶华 女 1972-07 主任医师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中山医院 卞华 女 1972-06 主任医师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中山医院 程蕾蕾 女 1973-08 主任医师 内科学（心血管病） 

中山医院 范隆华 男 1968-08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外） 

中山医院 史颖弘 男 1974-01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外） 

中山医院 沈坤堂 男 1965-01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外） 

中山医院 高强 男 1981-04 研究员 外科学（普外） 

中山医院 代智 男 1974-05 研究员 肿瘤学 

华山医院 陈明泉 男 1970-09 主任医师 内科学（传染病） 

华山医院 钟良 男 1963-12 主任医师 内科学（消化系病） 

华山医院 周厚广 男 1973-08 主任医师 老年医学 

华山医院 陈向军 男 1970-07 主任医师 神经病学 

华山医院 王毅 男 1962-08 教授 神经病学 

华山医院 李巍 男 1974-01 教授 皮肤病与性病学 

华山医院 杨艳梅 女 1970-01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华山医院 林勇 男 1970-07 主任技师 临床检验诊断学 

华山医院 吴雪海 男 1972-02 主任医师 外科学（神外） 

华山医院 陈疾忤 男 1973-03 主任医师 运动医学 

肿瘤医院 孔琳 女 1971-04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盛伟琪 女 1968-02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王卓颖 男 1972-05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蔡国响 男 1978-07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徐近 男 1976-12 主任医师 肿瘤学 

妇产科医院 朱芝玲 女 1965-09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王凌 女 1977-08 研究员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丁景新 女 1974-05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吴继红 女 1971-01 研究员 眼科学 

金山医院 周晓东 男 1963-07 主任医师 眼科学 

护理学院 丁焱 女 1971-05 主任医师 护理学 

华东医院 林光武 男 1970-10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华东医院 范永前 男 1970-01 主任医师 外科学（骨外）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牛建英 女 1967-11 主任医师 内科学（肾病）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范小勇 男 1977-02 副研究员 病原生物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陈良 男 1965-02 主任医师 内科学（传染病） 

闵行区中心医院 赵静 女 1968-05 主任医师 神经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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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中心医院 殷潇凡 男 1968-12 主任医师 外科学（骨外）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张颖 女 1969-07 主任医师 临床口腔医学 

脑科学研究院 陈献华 女 1966-12 研究员 神经生物学 

 

以下为认定备案（一）的博导名单（10人） 

  学科所在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二级学科名称 

物理学系 朱黄俊 男 1981-01 研究员 理论物理 

化学系 张俊良 男 1974-12 教授 有机化学 

化学系 
Richard 

N.Zare 
男 1939-11 教授 物理化学 

生命科学学院 李霖锋 男 1982-11 教授 生态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顾而丹 男 1956-06 教授 物理电子学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王洪波 男 1956-07 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

究院 
李春贺 男 1981-07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

究院 
王守岩 男 1972-08 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

究院 
赵兴明 男 1977-09 教授 生物医学工程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杨奕清 男 1966-11 研究员 内科学（心血管病） 

 

以下为认定备案（二）的博导名单（8人） 

学科所在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二级学科名称 审核类别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学院 
彭希哲 男 1954-01 教授 老年学 转专业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学院 
顾东辉 男 1966-08 教授 社会工作 转专业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学院 

John 

Kenneth 

Miller 
男 1966-09 教授 社会工作 转专业 

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吴格 男 1952-12 研究馆员 古籍保护 转专业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隋国栋 男 1974-03 教授 环境科学 转专业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蒋平 男 1971-12 副研究员 环境管理 转专业 

大数据学院 庄吓海 男 1980-12 青年研究员 统计学 转专业 

基础医学院 吴健 男 1959-11 教授 病原生物学 转专业 

 

以下为审核认定的博导名单（13人） 

学科所在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二级学科名称 审核类别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拥军 男 1967-04 教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原博导认定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建军 男 1969-08 教授 党的建设 跨专业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晓林 女 1968-02 教授 党的建设 跨专业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海江 男 1961-06 教授 党的建设 跨专业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冉 男 1977-06 教授 党的建设 跨专业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吴开亚 男 1968-08 研究员 老年学 跨专业 



6 

 

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方志来 男 1972-09 教授 物理电子学 原博导认定 

大数据学院 高卫国 男 1969-10 教授 统计学 跨专业 

大数据学院 吴力波 女 1974-08 教授 统计学 跨专业 

大数据学院 薛向阳 男 1968-06 教授 统计学 跨专业 

中山医院 臧荣余 男 1966-08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跨专业 

肿瘤医院 何祥火 男 1972-11 研究员 肿瘤学 跨专业 

肿瘤医院 虞先濬 男 1971-05 教授 外科学（普外） 跨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