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公告 
 

2016年第3号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2016年6月17日召开了第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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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人。会

议审议并表决同意授予881人博士学位，不同意授予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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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1日至2016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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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6月20日 

 
 

 

 

 

 

 

 

 

 

 

fudan
学位评定委员会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88次会议 

通过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 
  

哲学 20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 4人 刘杨 闫婧 陆凯华 张晓兰  

国哲学 4人 高国良 姜喜任 李志春 彭鹏  

外国哲学 3人 高桦 张连富 陆心宇  

伦理学 2人 霍光 杨俊英  

宗教学 4人 石贵姬 释心平 梁家荣 周湘雁翔  

科学技术哲学 1人 刘振  

国外马克思主义 1人 周爱民  

经济哲学 1人 毛安然  

 

经济学 23人  

政治经济学 1人 魏占军  

西方经济学 4人 郑宇驰 李宛聪 刘郁 吴杏  

世界经济 4人 高宇 任品 张鑫 钱浩祺  

国民经济学 1人 翟孝强  

区域经济学 1人 唐为  

金融学 5人 贾璐熙 裘翔 王维俊 肖金川 周强龙 

产业经济学 5人 林庆 盘宇章 凌超 王辉 李永兵 

国际贸易学 2人 李韬 王晓琳  

 

法学 42人  

法学理论 1人 姜伟  

民商法学 7人 
崔涵冰 翁孙哲 冯洁语 李尚桦 李学成 

卢静 张丹  

诉讼法学 3人 孙蕾 焦经川 吴承栩  

国际法学 5人 李鹏 李秀芳 林青 夏亮 刘梦非 

政治学理论 3人 马华灵 杜欢 唐朗诗  

中外政治制度 2人 袁则文 孔曙光  

中共党史 4人 王达山 周瑞瑞 郭建锦 张永杰  

国际政治 3人 沈陈 王梦雪 王高阳  

外交学 2人 张弛 赵卫华  

社会学 1人 邓士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人 陈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人 彭前生  



思想政治教育 9人 
赵晶 赵晓乐 李敏 刘园园 马前广 

宋洁 唐晓燕 薛花 钟小燕  

 

文学 51人  

文艺学 3人 章文颖 刘芊玥 曾仲权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人 宋美爱 王懿  

汉语言文字学 4人 金赫 郭慧 钱虹 陈静毅  

中国古典文献学 4人 崔燕南 刘磊 蒋文 王庆卫  

中国古代文学 8人 
刘霞 赵洁 倪春军 罗紫鹏 朱家英 

常方舟 任雅芳 徐樑  

中国现当代文学 4人 杨飞 郭君臣 关天林 毕文秀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2人 郭亚雄 黄笑  

中国文学批评史 4人 朱丁 张宏 韩广 石超  

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 3人 刘晓 杨丽嘉 李捷  

英语语言文学 1人 刁俊春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4人 李晶浩 李光 易鑫 袁琳  

新闻学 7人 
季凌霄 华汝国 宁威 田新玲 夏冰 

张昱辰 郑博斐  

传播学 3人 吕怡婷 林光耀 左志  

广播电视学 2人 黄艳 于嵩昕  

 

历史学 27人  

考古学 1人 王沛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1人 方欣  

历史地理学 1人 林宏  

历史文献学 2人 谢雨珂 王慧  

专门史 1人 房芸芳  

中国近现代史 2人 宋时娟 祁梁  

当代中国史 1人 林升宝  

中国史 16人 

黄权生 刘怡 邵小龙 王晶 熊昌锟 

徐昂 徐佳贵 徐雁宇 闫瑞前 杨茜 

赵四方 葛洲子 郭永钦 霍仁龙 刘凯 

郭涛  

历史地理学 1人 杨丽婷  

世界史 1人 孙超  

 

理学 320人  

基础数学 6人 肖建 夏威 赵勤 罗娟 赵世良 



庄凯丽  

计算数学 2人 丁维洋 刘源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人 马海强 周城  

应用数学 10人 
焦哲哲 冷思阳 姚烨 尹思露 程炜 

李婵 陶陈旸 王凡 王科研 张华丽 

运筹学与控制论 4人 刘臻 徐清 董玉超 王玮涵  

理论物理 10人 
侯玉升 蔺楠 杨光 朱宝成 熊伟 

陈华金 聂国熹 沈翔瀛 王洪博 张惠澍 

原子与分子物理 5人 屠秉晟 郭学玲 王美玲 张桂迎 钟铭龙 

凝聚态物理 12人 

俞颉翔 伍琳 樊秦 张凯 田岱 

于浩淼 朱银燕 陈雨璐 梁建辉 张会生 

张加永 张震  

光学 12人 

张弛 岳国清 王迎磊 梁佩佩 潘晓波 

张佳宁 张金波 蔡华 陈绍海 郭文平 

卢启景 王勇  

无机化学 12人 

魏勇 岳秦 张运昌 刘晶晶 潘洁 

陈亮 胡怡晨 兰海闯 王钢 吴昊 

毛月圆 吴斗峰  

分析化学 10人 
方小泥 李兰婷 朱丽娜 贾滨 刘一颖 

曹宏梅 付翠苹 史辰漪 赵静静 徐慧颖 

有机化学 7人 
宋然 王超 潘小林 田佳 张鹏 

陈媛媛 谭余  

物理化学 22人 

胡丽雅 刘小瑜 王晔 闫玥儿 刘方超 

陈银娟 张斌 周余伟 程义 丁靖 

关舒会 简继文 杨军 朱升财 陈龙 

宋艳芳 丁辉 李慧珺 茆涵 谢鹏飞 

岳继礼 周兰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28人 

洪麟翔 季中伟 曹彬 陈仓佚 冯凯 

侯磊 缪涵 叶恺 章雨婷 李厚朴 

王苏杭 曹涵 王云鹏 陈培宁 樊家澍 

黄云鹏 李瀚文 林珊 刘志佳 漆刚 

田野菲 吴可义 叶士兵 于萌 张由芳 

丘龙斌 任婧 沈星源  

化学生物学 3人 陈佳佳 黄志 仝庆合  

应用化学 1人 秦枫  

植物学 1人 江晨  

生理学 4人 李文文 刘奂弟 沈阳 赵曼曼  

微生物学 3人 施晓疌 何常亮 唐标  

神经生物学 7人 邓琴琴 要兴华 陈理 曲国杰 黄逸安 



李倩 盛文龙  

遗传学 19人 

赛音贺西格 顾中恺 彭劲甫 杨敬敏 崔洁 

刘庆梅 彭向文 吴伟 陶玉 丁冬林 

怀聪 沈素芹 宋晓冬 蔡灏 张素华 

郑昊 杨宇杰 陈璐 刘足云  

发育生物学 5人 王光学 叶知晟 杨东 刘燕 崔婧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6人 

高炯 高珊 房健 周鑫垚 汪澜 

高雪 翁晓玲 叶俊毅 周丽莎 陈素贞 

李淑芬 许飞 杨洪镔 沈宏杰 陈铭杰 

彭丽娜 吴萌 邢洋 向婵 仵倩 

李泽鹏 李忠霏 于翔 冯睿芝 李丰 

朱婷婷  

生物物理学 4人 刘彬 刘瑞 刘超 刘冬冬  

生态学 6人 
陈莹 黄晶心 陈立范 万年峰 夏飞 

马晓琳  

生物信息学5人 陈靖祺 张朝 胡继媛 胡雅 应贝丽 

生物统计学 1人 孙雷鸣  

流体力学 8人 
董一群 高攀 任柳杰 郝雨 姚子羽 

龚辛 李鹰 王志博  

物理电子学 4人 皮少华 杨曌 王冰洁 樊生龙  

电路与系统 3人 陈昭 张屹綮 宗志远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16人 

李辉 刘晓勇 马顺利 许鹏 江钧 

苏源 王彧 许建飞 张远 钟永卫 

耿文平 黄佳森 刘建朋 肖志彬 杨建国 

张思超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3人 刘川 王源泉 王丰  

计算机系统结构 1人 余炀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5人 刘腾飞 高龙文 孙玉灵 董政 钱文亿 

计算机应用技术 2人 程昔恩 管皓  

环境科学 11人 

刘婷娜 查晓松 李春林 史惠元 黄舰 

黄雄风 徐冬寅 常运华 高浚淇 秦恒飞 

王富江  

环境工程 1人 孟涛  

病原生物学 11人 

黄新华 柏伟娅 任艳琴 李超凡 王伟霞 

张安莉 方钟 贺彪 王冲 徐鹏 

郑秋鹏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1人 高攀  

医学系统生物学 3人 段方方 刘丽曼 章琦  

药物化学 6人 范佳君 王子玉 许玉龙 闫琪 朱怡君 



李玉彬  

药剂学 5人 盛剑勇 陈溪山 安赛 李志艳 谢允昌 

生药学 1人 廖海兵  

药理学 12人 

孙宇 沈敏杰 陈雅晴 呼庆勋 黄滔敏 

李涛 缪蕾 辛晓明 朱金行 孟祥 

盛磊 徐宏彬  

 

工学 18人  

光学工程 4人 吉方 彭跃峰 王军华 岳晓斌  

材料物理与化学 9人 
曹宇 常煜 孙阳艺 任志东 韩三灿 

李银乐 徐小威 张立君 朱海娥  

材料学 3人 何亮 吴玮巍 郭妍君  

医学电子学 2人 王彦磊 张晨  

 

工程 2人  

工程 1人 王明敏  

生物与医药 1人 孙阳  

 

医学 204人  

免疫学 2人 李芙蓉 晏紫  

病原生物学 4人 秦永伟 闫梁 闵向阳 李雯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7人 
王丽 于娟 朱珠 王继纲 王正洋 

张磊 董磊  

法医学 1人 李立亮  

放射医学 3人 袁德晓 付佳美 王娟  

疾病蛋白组学 1人 朱庆峰  

医学系统生物学 1人 林灵  

内科学 33人 

范志强 沈蕾 施东伟 刘袁媛 薛愉 

张瑾 高艳华 李希 秦胜梅 汪菁峰 

张岚 陈奇英 杨飞飞 张明明 戴艳 

冯娜娜 李静 李潜 刘桂剑 刘海波 

刘湘玮 秦晴 唐文清 王兴旭 洪晋 

王瑾瑜 王娟 张会禄 闫妮 俞富军 

肖婧 赵婧雅 蔡仁田  

儿科学 9人 
姜茜 赵诸慧 何岚 周志坚 徐琼 

曹银银 金祝 王作鹏 俞立玮  

神经病学 9人 
潘晓黎 张琼 曹文杰 王洪霞 董毅 

方又昕 刘艳萍 奚剑英 金巍  



皮肤病与性病学 2人 任捷 王茠茠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1人 

尹肖睿 周世崇 李仕红 陈铟铟 刘国兵 

赵庆 程竞仪 庞浩鹏 任彦 熊佶 

丁红  

临床检验诊断学 1人 汪骅  

外科学 43人 

车武 孟庆洋 李文斌 许耀 张磊 

黄翔 李培良 胡国华 沈亚星 王嵘 

郑谋雄 傅毅鹏 巩子君 韩军 韩序 

江立波 康乐 劳昕元 李龙 李小强 

马德宁 马韬 潘建锋 沈聪聪 王吉文 

王文硕 许平平 叶伯根 袁恒锋 张弛 

葛敏 耿翔 刘斌 刘宇洲 潘之光 

任红 司呈帅 于国鹏 于新哲 袁强 

章捷 周南 李岩  

妇产科学 6人 
陈秀英 李辉 唐瑶 王松存 张明星 

张祺  

眼科学 8人 
韩宜男 崔心瀚 荣先芳 孙玲 王晓蕾 

岳晗 张玉秋 邹蕾蕾  

耳鼻咽喉科学 16人 

王闰生 石芳 曹绿红 陈克光 邓瑞 

黎奥 黎长江 李辰龙 梁琼 庞文会 

许信达 燕丽 杨晨 张铎 张焕康 

洪志聪  

肿瘤学 23人 

居杏珠 张晓菊 曹志刚 郭晔 黄宇翔 

邱立新 张裔良 刘东丽 向作林 曹兵 

陈杰 陈力 戴聪奇 甘露 葛潇潇 

胡群超 江和声 瞿元元 李清国 刘梁 

渠宁 吴永欣 杨银龙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人 谢鸿宇  

运动医学 1人 张鹏  

麻醉学 4人 钟静 王慧琳 陈万坤 朱敏敏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7人 
孙晓冬 鲍萍萍 陈诚 唐政 杨瑛 

杨洋 朱倩倩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1人 裴益玲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1人 尤小芳  

中西医结合基础 2人 柳申滨 朱晶  

中西医结合临床 6人 
蔡敏 余忠海 魏凯 吴晓 高嵩 

宁周雨  

护理学 1人 张凤  

 



临床医学 140人  

内科学 31人 

唐薪竣 程羽菲 蒋啸天 李智行 巨默涵 

童睿 汪若晨 梁洪铭 吕小希 艾静文 

蔡思诗 陆申新 张蔚菁 田佳文 张露 

韦怡超 程平 刘其会 沈子妍 卢雨萌 

许莉莉 贺娟 袁佳 黄杉 于洁 

吴蔚 曹园园 阿力木江·买买提江 王睿莹 

黄任翔 姚豪华  

儿科学 3人 曾子倩 钱甜 胡黎园  

神经病学 9人 
杨青 杨卫廷 王寻 孙翀 熊维希 

张慧 唐一麟 朱珠 杨晓波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1人 杨琳  

皮肤病与性病学 6人 
孙雯佳 董文馨 陈荪奕 蒋敏 杨凡萍 

沈燕芸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6人 
张天瑜 胡斌 潘卉雯 吴越 蔡宋琪 

董彦  

外科学 40人 

查孝龙 武逸人 刘晟骅 吴泽翰 常远 

方圆 刘浩 夏雨 耿昕 白奇 

张丹枫 孟俊融 李忱 翟骏宇 孟祥栋 

郑鹏 冯俊涛 彭博 李建华 郭范立 

张汝凡 郜娉婷 张文君 谢律 贝一冰 

杨紫潇 金丽霞 张豪杰 刘奕 陈竟文 

楚彬 刘富兵 李铁 马增翼 邵佳亮 

王路加 许彬 杨硕 林宗武 黄杰春 

妇产科学 11人 

戴婉君 隋宜伦 纪红景 马璎璇 傅有 

蒲萄 李清 廉玉玲 龙琦琦 黄健 

梁嬛  

眼科学 11人 

雷博雅 殷悦 王安暕 刘曦 柏梦莹 

丁心怡 陈秀菊 黄咏恒 张英蕾 薛康 

俞笳  

耳鼻咽喉科学 3人 余菁 周蔚 朱奕  

肿瘤学15人 

李晓琦 陆骁霖 郑善博 郑迪凡 蒋雯 

王博妍 唐文博 邓卫娟 林莹 冯征 

牛小爽 熊健 刘方奇 徐宇 李俊杰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人 沈雪彦  

麻醉学 3人 严欢 刘邱阿雪 刘雯珺  

 

管理学 34人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人 顾洁 黄蕾 代锐  

会计学 4人 黄海杰 连立帅 邵帅 赵洋  

企业管理 4人 崔之瑜 戴杏云 张璐 吕逸婧  

旅游管理 3人 邱洁威 王顺箐 陈芸  

东方管理学 2人 蔡胜男 潘宇  

市场营销 1人 李晨溪  

行政管理 1人 王昶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6人 
陆文良 厉传琳 林海 刘成军 康琦 

李殿江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3人 李娟 刘文 王悦  

公共政策 1人 张瑞平  

环境管理 3人 高淑桂 李月寒 林子吟  

公共政策 3人 堵琴囡 金星 李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