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公告 
 

2018年第1号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2018年1月17日召开了第94次会议。会议由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长许宁生主持，参加会议并投票的委员有29人。会

议审议并表决同意授予179人博士学位，不同意授予17人博士学位。 

根据《复旦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规定，学位申请人自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作出授予其学位决定之日起即获得相应的学位，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公

布之日起，任何人均可对相应的决定提出异议。自2018年1月19日至2018年3

月19日，如对本次公布的授予博士学位人员持有不同意见，可直接向复旦大

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书面提出。 

特此公告。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8年1月18日 
 

 

 

 

 

 

 

 

 

 

 

 

 

fudan
学位评定委员会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94次会议 

通过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 
哲学 6人  

中国哲学 1人 王开元  

外国哲学 2人 姜涛 王继  

宗教学 1人 魏泽吉  

科学技术哲学 1人 陈丽杰  

国外马克思主义 1人 刘利霞  

 

经济学 7人  

西方经济学 3人 刘芳 汤文侃 肖莹  

世界经济 1人 檀文  

金融学 2人 王晔 曹金飞  

产业经济学 1人 丁岚  

 

法学 9人  

法学 1人 周龙  

民商法学 1人 印晓慧  

政治学理论 2人 熊觉 张旺  

国际政治 1人 张时领  

国际关系 2人 肖康康 申文  

外交学 1人 赵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人 顾荣  

 

文学 14人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人 姜德军  

汉语言文字学 1人 傅修才  

中国古代文学 1人 王希明  

中国现当代文学 2人 刘素希 汪雨萌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人 杨俊建  

中国文学批评史 2人 钟孙婷 卢仙娥  

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 1人 郑璐  

英语语言文学 3人 杨洋 刘田 陆晓蕾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人 徐庆 杨晓燕  

 

历史学 5人  

中国近现代史 1人 钱益民  

中国史 4人 杨新新 董刚 龚珍 周炫宇  



 

理学 86人  

基础数学 1人 黄小杰  

原子与分子物理 2人 张鹏 宋泉  

凝聚态物理 3人 曾琪 杨昉原 蔡鹏林  

无机化学 2人 韦姚竹 王文兴  

分析化学 1人 冯小燕  

有机化学 2人 孙凯 丁露  

物理化学 2人 危春玲 李王玉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2人 段华 张晔  

化学生物学 4人 王栋 祝康 徐微 刘姗姗  

微生物学 1人 王虎  

神经生物学 4人 杨平 梁益坚 于梦 黄东萍  

遗传学 5人 孙辉 丁伟峰 刘天池 谌婷 牛振民 

发育生物学 1人 雷雨斌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人 
范辉 严思嘉 阴晓彤 饶钦辉 罗怀兵 

吕瑞途 郑燕 吴毅 苏传斌  

生物物理学 1人 蔡晨  

生态学 2人 唐杰 王敏  

流体力学 3人 仇建新 焦晓娟 张阳  

电路与系统 2人 李逊 鄢盛杰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11人 

陈更生 包东烜 胡友德 石磊 文宸宇 

石泾波 闫健 陈宏彦 景蔚亮 杨运峰 

张化磊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1人 李永晨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2人 张激 王敏捷  

计算机应用技术 1人 钱志明  

环境科学 3人 徐曦 徐剑 张国强  

环境工程 1人 连璐诗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1人 王松涛  

病原生物学 4人 崔晓娴 周晨亮 刘君 张飞  

医学系统生物学 3人 丁志文 王芳 罗琴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1人 李妍婷  

药物化学 2人 孙洪鹏 张矛  

药剂学 3人 陆思洁 任亚超 胡雪峰  

药物分析学 1人 王利苹  

药理学 4人 王希玲 廖朝晖 刘操 姜鹏  

临床药学 1人 李静  

 



工学 8人  

光学工程 1人 任晓静  

材料物理与化学 6人 
宋恩名 唐晓峰 赖李龙 何岷洪 王磊 

许斐  

生物医学工程 1人 李颖  

 

医学 30人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2人 袁向山 刘静  

免疫学 1人 杨姣  

病原生物学 1人 李晋  

内科学 6人 
曹全 熊茜 陈淑靖 赵吉 刘尽国 

刘少鹏  

儿科学 2人 王达辉 徐君  

神经病学 1人 郁文博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2人 张慧玮 李欢欢  

外科学 3人 方勇 洪信强 张钰  

妇产科学 3人 郭奇桑 赵凡桂 李昳颖  

眼科学 2人 徐彬彬 朱晓宇  

耳鼻咽喉科学 1人 吴修法  

肿瘤学 2人 费菲 李斌  

全科医学 1人 杨华  

中西医结合基础 1人 胡琅玥  

中西医结合临床 1人 曲超  

护理学 1人 成磊  

 

临床医学 3人  

内科学 2人 张潇伊 迪娜·索力提肯  

外科学 1人 李朔  

 

管理学 11人  

管理科学与工程 2人 姜忠义 胡婧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人 姚欣林  

企业管理 2人 郑丹 冯绚  

旅游管理 1人 欧阳怡  

行政管理 2人 薛泉 袁立超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1人 李芬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2人 韦加庆 钟惟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