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公告 
 

2018年第4号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2018年10月26日召开了第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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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人。会

议审议并表决同意授予150人博士学位，不同意授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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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至2018年

1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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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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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96次会议 

通过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 
哲学 1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 1人 冉璐  

 

法学 9人  

法学 1人 吕璐  

政治学理论 2人 侯喆 程文侠  

中外政治制度 1人 赵大鹏  

社会学 1人 于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人 卢元芬 张曼  

思想政治教育 2人 吕金函 杨晓娟  

 

文学 10人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人 李惠中  

汉语言文字学 3人 储丹丹 辛勤英 孙晨阳  

中国现当代文学 1人 徐可君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人 郭宇  

英语语言文学 1人 彭颖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人 潘宁宇  

传播学 2人 沈颖 史春晖  

 

历史学 2人  

世界史 2人 李宏伟 刘保云  

 

理学 76人  

基础数学 2人 张晶 钟世萍  

凝聚态物理 1人 莫玉香  

光学 3人 葛绪雷 郑哲 董少华  

有机化学 3人 栾林波 黄建 宋柳  

物理化学 2人 付颖懿 马工利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2人 姚萌 付超  

微生物学 4人 李健 魏珍 冉子涵 禹育聪  

神经生物学 11人 

张贺飞 曹兰 吴瑜珥 杨玉芳 郭庆环 

邓徐徐 路璐 梁起飞 许哲军 李超群 

万力  

遗传学 8人 方欧 喻诗 刘洋 邵长娟 石祥广 



孙娴 王琨 杨楠  

发育生物学 1人 李爽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人 
赵彬 孙子豪 吴维诚 陈嘉怡 王晓磊 

黄继昌 齐新萍 钟星宇 陈标榜  

人类生物学 2人 孙畅 王凌翔  

生态学 1人 邱士允  

流体力学 1人 黄灏  

物理电子学 4人 彭和阔 周鹏威 米秋实 任驰翔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2人 孙晓雪 袁珺琦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1人 陈小静  

计算机应用技术 2人 仲实 章古月  

环境科学 2人 熊建英 王波  

免疫学 2人 钱国军 王志明  

病原生物学 3人 姚真蓝 周小宇 白露  

疾病蛋白组学 2人 胡笛 刘渊  

分子医学 1人 肖德勇  

医学系统生物学 3人 周玉珍 侯代森 孙锐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人 郑剑恒  

药剂学 1人 郑洁中  

生药学 1人 黄光辉  

药理学 1人 王天笑  

 

工学 5人  

光学工程 3人 侯乐鑫 许园风 杨尚东  

材料物理与化学 1人 王文斌  

生物力学 1人 杨洪伟  

 

工程 1人  

生物与医药 1人 徐静  

 

医学 33人  

免疫学 2人 钱嘉文 张虎山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2人 赵猛 邹冰清  

内科学 4人 谭笑 朱洪 毛斐 张熠彤  

儿科学 1人 李烁琳  

神经病学 1人 吴旭青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人 原伟  

临床检验诊断学 1人 唐宜桂  



外科学 6人 
胡超 胡进武 陈旭晓 黄锦龙 梁运 

张楠  

妇产科学 1人 叶云贞  

眼科学 4人 张曦 李霞 吴甦潜 赵峰  

耳鼻咽喉科学 1人 吴灵捷  

肿瘤学 5人 钱锦贤 官青 郭雅洁 谢红燕 张晓霏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2人 何媛 蒋文瀚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1人 张镭  

中西医结合基础 1人 崔鹏  

 

临床医学 4人  

内科学 2人 陈佳慧 赵昕  

外科学 1人 庄秋林  

麻醉学 1人 王蓓  

 

管理学 9人  

企业管理 2人 黄尔嘉 刘婷婷  

行政管理 2人 刘伟 张云翔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3人 何露洋 魏伟 周帅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1人 邱宝华 宋靓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