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公告 

2019年第3号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2019年6月19日召开了第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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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人博士学位，不同意授予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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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1日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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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20日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98次会议 

通过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 

 
 

哲学 27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 7人 
刘际东 喻麓丹 石正瑀 訾阳 梁冰洋 

谢家新 张炯  

中国哲学 6人 
姜妮伶 陈双珠 关素华 曾帆 赵正泰 

唐霄芳  

外国哲学 6人 
石永泽 于硕洋 刘扬 邓影 刘晓 

邢长江  

伦理学 2人 谢一玭 张娅  

宗教学 1人 章亚军  

科学技术哲学 2人 历清伟 陈泓邑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2人 郑端 程恩慧  

经济哲学 1人 张九红  

 

经济学 35人  

政治经济学 2人 刘宾 左川  

经济思想史 2人 邵骏 王姝黛  

西方经济学 10人 
邓东升 冯博 林滨 刘朝良 唐珏 

赵琳 李玉龙 刘雪燕 王贞 张慧慧 

世界经济 5人 叶慧超 于欢 王清晨 张铭心 张哲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1人 胡若愚  

金融学 11人 

陈娜 应习文 高晶 毛杰 杨阳 

傅家范 吉赟 王晨蔚 王亚童 徐雅婷 

杨铭  

产业经济学 2人 毕睿罡 韩明赫  

国际贸易学 1人 卞泽阳  

统计学 1人 吴明哲  

 

法学 43人  

法学 8人 
韩康 张利民 陈熹 刘海涛 钱一栋 

王曦 熊静文 杨洋  

法律史 1人 秦昀  

民商法学 1人 王琳  



诉讼法学 1人 魏红  

政治学理论 3人 张彦青 王建新 王鹏翔  

中外政治制度 3人 王启亮 吴昀潇 毛光霞  

中共党史 3人 程光安 武良刚 梁君思  

国际政治 5人 
王子夔 张柏韡 MOHAMMAD NAZRUL ISLAM 

ANDREA LEIGH PRAH Philippa Ann Morgan  

国际关系 3人 李红梅 张卫华 邓贝西  

外交学 1人 周国荣  

政治哲学 1人 方仁杰  

社会学 7人 
胡觅 李家兴 李秀玫 赵迪 韩彦超 

徐霄扬 伍庆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人 牟雪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3人 韩洪泉 康乃馨 李然  

思想政治教育 2人 王伟 余佳莹  

 

文学 58人  

文艺学 5人 金智旼 王旭 马丽娜 田鹏 徐贤樑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人 陈雅清 李昊 陈臻  

汉语言文字学 6人 
黄伟嘉 余柯君 郭光 黄兵 王凤娇 

林慧珍  

中国古典文献学 4人 周硕 杜新宇 杨奇霖 VOLKOVA OLESIA 

中国古代文学 9人 
赵琼宇 赵国庆 郑元英 付优 刘帼超 

赖春桃 朱光明 何安平 杨侠  

中国现当代文学 4人 李默 汤潮 顾文艳 禹磊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3人 高晓倩 黄潇 刘叙一  

中国文学批评史 1人 张晴柔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1人 孔令环  

英语语言文学 2人 段天婷 傅莉莉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8人 
杨建新 董超燕 杨一天 李绍勇 齐芳溪 

朱田云 王凡柯 BOLOR BUYANDELGER  

新闻学 10人 
王易可 郭雅静 蒲平 沈逸超 王晓虹 

王莹 徐亦舒 杨立青 杨唯汀 李缨 

传播学 2人 张丽华 董卫民  

 

历史学 39人  

考古学 2人 吴双 苗岭  

历史地理学 1人 侯文权  

文物学 2人 黄家豪 唐潇骏  

    



    

中国史 32人 

季培刚 闫芳芳 吴洪斌 马琳 叶凯 

张燚明 姬凌辉 李稳稳 李殷 马振波 

易海涛 于广 张超 郑宁 周金泰 

宋可达 杨霄 袁方 赵海龙 周妮 

郭淇斌 庞境怡 王志通 严斌林 牟立邦 

古帅 来亚文 李伟 鲁浩 王兴振 

徐安宁 袁慧  

世界史 2人 刘牧琳 王闯闯  

 

理学 376人  

基础数学 9人 
闵建中 吴劲草 丁立家 李康桥 王晶晶 

王艳艳 吴晓春 何丰敬 菅雯雯  

计算数学 3人 牛萍萍 宋力强 曾蔼令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6人 
吕洋 孙文杰 张思亮 刘彬 张月霞 

章迎莹  

应用数学 8人 
潘驰宇 阮鸿涛 赵娜 林总总 拜昕 

马龙达 周士杰 王玥  

运筹学与控制论 1人 曹栋  

理论物理 12人 

董静娟 严正 李纪强 刘凯 杨智 

郑益峰 辜腾 尚进 王瑞喆 韦德贤 

KISHALAY CHOUDHURY ASHUTOSH TRIPATHI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2人 王春杰 宿冉冉  

原子与分子物理 5人 冯亚娟 李梅春 杨帆 张慧芬 张强 

凝聚态物理 23人 

彭欢 蓝凡立 陈昂 缪瑾 陈鸿燕 

冯雨 林汉轩 沈瑶 白玉杰 单雨薇 

丁兆峰 金义波 刘希 秦佳俊 孙泽元 

汪旻祥 文陈昊平 袁翔 岳迪 张成 

张译文 李娜 陈强  

光学 8人 
张雨 廖李明 石静瑜 王启 王俊 

乔崇 朱成钢 朱伟骅  

无机化学 12人 

韩丹丹 薛萌 王帅 单威龙 高阳 

刘璐 周晓波 任元 汪碧微 王敏 

杨玄宇 冯传起  

分析化学 13人 

张人 曹婷 陈和美 林海珠 莫天录 

邵熙 王尚风 王新军 杨丽君 姚媛媛 

叶辛 张红定 张茹潭  

      

      



      

有机化学 14人 

田海雯 雷远清 凌苑 吴义鹏 金凯军 

陈剑宇 符文志 靳瑞文 李曰文 刘传志 

刘旺盛 柳通 陈以静 乔严君  

物理化学 21人 

刘敬源 张小华 金佳晔 汪伟文 魏济时 

薛芳琦 赵阳 朱晓航 曹明慧 陈春光 

邓超 李华博 李丽芬 刘瑶 马思聪 

马元元 田静 吴芳玲 朱明明 刘萌萌 

张聪聪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28人 

段郁 李臻 齐永丽 苏超 黄玉蕙 

雷周玥 梁翔禹 廖晚凤 齐文静 王鹏 

王雄伟 徐一帆 孙华圳 李科 沈子铭 

吴利斌 杨鹏 陈雷 陈亮 丁爱顺 

付雪梅 郭冉冉 郝翔 李旭萍 刘家琳 

肖培涛 岳兵兵 张隆  

化学生物学 5人 刘春华 蒋碧云 麻巧宁 邸羿 韩盼 

生理学 3人 宋蕊 吴芹 徐丹  

微生物学 2人 郭庆龙 蒋秋悦  

神经生物学 17人 

牟洪峰 王丽君 贾冰 章梦琦 曹永亮 

李冬雪 王凯 魏嵩 崔润泽 王长政 

寇增伟 徐娜 李珍美玉 邵达 郭腾 

刘国平 王帆  

遗传学 15人 

谢姝颖 李国保 姜帅 史植文 李雪萍 

王林波 周斌 朱晓莉 蒋艳峰 李巍宇 

李晓静 刘晶 王琦琦 杨传伟 于斌 

发育生物学 1人 史豪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8人 

李阳 秦兆宇 魏金旺 何进秋 王腾 

刘雨豪 钟嵩潇 侯维花 王莎莎 王洁 

李灿 陈曦子 穆健 谢一方 赵瑞 

蒋雯 李磊 林泽彬 方传涛 李春杰 

姚翠芳 王俊丽 杨丹 花月 秦瑞欢 

潘天昳 翁鑫宇 张治华  

生物物理学 3人 郝梅 李正阳 杨春  

生物信息学4人 王潇 张成东 黎籽秀 连启超  

生态学 1人 刘向  

流体力学 7人 
唐晓峰 张大鹏 张立东 潘望白 王舒悦 

何绪飞 孔祥喆  

物理电子学 7人 
陈元 边际 韩炎兵 李裘粹 肖泽铧 

陈永超 梅时良  



电路与系统 4人 王建波 袁一凌 饶伟 杨斌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30人 

边逸军 何永根 汪潇 刘洋 王腾 

卜思童 申辉 王晨禹 许晶 叶志远 

李立 丁子君 何鹏 林敏之 聂鑫冉 

邵龑 王韬 杨慧 张岩 赵德胜 

陈东方 郭强 胡上 刘晓艳 吕文龙 

王俊成 薛盼 姚尧 张天宝 刘春森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5人 胡淑彦 施剑阳 王潇 卢星宇 乔梁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2人 井晓阳 刘朝斌   

环境科学 10人 
布多 刘蕊 韦韩 段军岩 崔璐璐 

黄子寒 李志坚 郭惠斌 黎康宁 刘炎坤 

环境工程 7人 
张成 柏寄荣 陈雅欣 吉喜燕 刘小娜 

张俊磊 赵薇  

免疫学 4人 钱婷婷 李岩 熊二梦 陆舟  

病原生物学 8人 
周娴 王亚辉 谷陈建 王茜 丁玲 

顾峰 李保存 吴朵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3人 孙瑞婷 崔白苹 许利荣  

法医学 1人 董晓茹  

医学系统生物学 3人 张龙 夏文君 缪笔思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2人 吕佳颖 李林瀚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1人 夏永杰  

药物化学 14人 

林宪峰 黄科 杨希成 陈杰桃 杜鑫明 

高峰 田金龙 俞立挺 喻支梁 陈伟 

方升阳 孟志 薛登启 朱研  

药剂学 8人 
何海生 冉丹妮 阮慧瞳 张宇 陈欣黎 

郭倩 洪超 卢逸飞  

生药学 1人 夏龙  

药物分析学 5人 周颖 江洁冰 王欣美 周爱南 孙悦 

药理学 9人 
熊青卉 官娟 于向沉 张倩雯 陈泽卡 

程德琴 王印行 吴伟军 董琳  

临床药学 1人 孙红  

 

工学 27人  

光学工程 4人 万嵩林 李大海 阮旭 姚伟超  

材料物理与化学 11人 

葛源才 刘柳 卿鑫 胥博瑞 王兵 

司银松 许波 孟婧珂 王璐 詹园 

赵雪冰  

材料学 8人 
吴瑕玉 王家明 吴烜 郭红冲 唐祎炜 

李炜 杨媛媛 赵航  



生物医学工程 3人 王近 丑幸幸 吴国庆  

软件工程 1人 吴昊  

 

工程 1人  

生物与医药 1人 马栋  

 

医学 215人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2人 汪新媛 马丽香  

免疫学 3人 梁余培 蒋艳玉 金星  

病原生物学 5人 刘雪静 苏珊 朱青 张慧英 胡丹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6人 
刘瑛瑛 陆鹏 李芳 李勇 宋琦 

吴争明  

法医学 1人 杜铁帅  

医学系统生物学 1人 卢芹  

内科学 30人 

王蓓丽 王妍 吴梦瑶 仇冬则 蒋德华 

孔秀芳 李静 仲昕 康悦 刘文娟 

汪靖杰 季诗梦 卢淡泊 邵霞 王坚 

王晓燕 吴旭 周怡 范亚新 任丽伟 

王芬 吴俊珍 杨叶萍 赵天仪 庄心宇 

王斌 胥宁 任茜 凌莉璐 杨秀红 

儿科学 12人 

龚一女 黄钺 刘斯达 杨倩 俞秀雅 

郑翠芳 戴如凤 李淑涓 刘百慧 龙莎莎 

王明帮 杨一凡  

神经病学 5人 王钦 程小芹 张杰 沈博 谢亚男 

皮肤病与性病学 7人 
盛友渔 叶小璐 董亚兵 粟慧琳 汪洁 

熊浩 张立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1人 

曹佳颖 范卓阳 胡亚彬 袁海霞 金腾 

孙昱 张华 肖泽彬 赵伟 唐艺菠 

郑逢洋  

临床检验诊断学 2人 曹国君 唐瑜    

外科学 44人 

邵怡凯 曹渊武 范文帅 张潮 华领洋 

陈昊 陈金淼 陈万勇 陈翔 甘伟 

胡志强 李小龙 林志远 刘书豪 刘祖强 

齐志鹏 沈雷 唐涵斐 王厚磊 谢涛 

胥丰恺 薛安慰 杨轩 姚家喜 应江辉 

詹成 郑龙 范振 洪光辉 刘宇飞 

沈俊 宋健 王国宝 魏乃礼 吴超 

许舜 杨恒 杨珣 赵剑斓 钟俊杰 



曹达龙 贺西淦 宋振宇 唐东方  

妇产科学 4人 褚楠 金志兴 吕巧英 章艺群  

眼科学 9人 
陈文文 胡欣欣 李轻宸 刘洋 田蜜 

田甜 徐婕 于曼容 张晓昭  

耳鼻咽喉科学 14人 

姜辉 顾晰 钟农萍 龚婷 康竞 

李轩毅 刘杨文易 毛雯静 汤迪 王镜涵 

吴倩如 许建辉 尤丹 朱文嘉  

肿瘤学 21人 

卢惠娟 卞新禹 施世明 袁保滢 张莉 

张美霞 董原利 郭瑢 连璧 刘琛琛 

孟庆才 钱丹雯 苏永辉 孙晨博 吴双 

吴勇 杨小利 张升 张文娟 赵燕南 

任伟民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3人 丁力 李策 张群  

麻醉学 3人 翁梅琳 姚敏敏 陈祥元  

临床口腔医学 1人 杨国峰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10人 
郭俊涛 廉启国 李锐 庞红 蔡倩莹 

陈晓晨 王胤 夏娟 杨亚 张俊国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3人 戴海夏 林之靖 夏斌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3人 王力强 张菲菲 袁亚群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1人 余春艳  

卫生毒理学 1人 丑欣  

中西医结合基础 4人 洪荣健 雎敏达 陈小荣 崔文强  

中西医结合临床 6人 
刘露梅 徐立涛 刘家齐 徐飞 赵正晓 

朱真锋  

药理学 1人 覃明  

护理学 2人 傅亮 麻新灵  

 

临床医学 138人  

内科学 25人 

钱思瑶 李正良 蒋捷宇 戴春峰 许照 

张东辉 陈琛 张昊澄 唐璐 周继 

倪啸颖 朱贝迪 翁珊珊 李杨 陈瑞颖 

乔小娜 陈圣森 庞暘 金济福 刘海宁 

刘鑫 崔晓萌 李文帅 胡晓娜 王张生 

儿科学 3人 汤悦 朱志成 万柔  

神经病学 11人 

陈泱儒 姚灏 黄帅淇 夏忆玮 李思颖 

潘宜雯 闫翀 董漪 刘丰韬 陈静 

罗苏珊  

皮肤病与性病学7人 
范逍遥 邢小雪 贺轶轩 王兰庭 张悦 

马静雯 赵颖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5人 范培丽 姜东朗 尤超 高丰 詹艺 

外科学 45人 

孙迪 朱茜 李染 毛益申 张歆昱 

蒋琮林 张弓皓 白赟彪 王盛兴 石家齐 

姜畅 刘靖栋 闫士灿 叶博天 尹嘉成 

毛威 毛翌皓 董凡 宋科翰 吴斌 

许耀麟 王杰 董良庆 林凯源 曹鋆 

成婧 聂聪 宣天梵 傅敏 沈越 

王艺微 袁馨 郭峰华 薄晓波 初元 

王忆茗 孙驰 刘荣宗 全凯 王刚敏 

刘欢 郑佳骏 陈立 刘骏 叶敏 

妇产科学 7人 
鲁南 王星然 陈歆宁 罗凌霄 杨君仪 

常瑞琪 刘颂平  

眼科学 10人 
尚建慜 陈达恺 屠钟炜 竺珂 梁昕 

唐文怡 周雪怡 黎玥 毛琇玉 沈旭中 

耳鼻咽喉科学 1人 周佳颖  

肿瘤学 18人 

李硕 史潇 程曦 肖毅 修秉虬 

赵珅 刘琬琳 杨佳柠 孙肖阳 刘畅 

倪孟冬 曹丽洁 张雅芳 金佳 李明 

陈赟 任毅行 薛恺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2人 林懿 王传杰  

运动医学 1人 戈允申  

麻醉学 3人 祁洁 陈亚利 刘宇琦  

 

管理学 32人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人 李帅男 张意成  

会计学 4人 丁慧 孔德松 赵钰 朱晓文  

企业管理 3人 贾西子 车笑竹 雷霆  

旅游管理 2人 张丽 柳红波  

东方管理学 1人 蔡建政  

市场营销 2人 陈真 古晨妍  

财务学 3人 朱琳 侯鑫 华鸣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8人 
周益众 阮玉辉 孙洁 叶景虹 赵科颖 

窦冠珅 郝鑫鑫 朱莉萍  

教育经济与管理 2人 师玉生 黄天慧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5人 谢士钰 程诗婷 艾贺玲 夏建红 姚映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