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公告 

2020年第3号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 2020 年 9 月 2 日召开了第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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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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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9月 4日至 2020

年 1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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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月 3 日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 103次会议 

通过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 
哲学6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1人 蔡淞任  

外国哲学1人 曹伟嘉  

宗教学2人 景健美 李宜君  

科学技术哲学1人 王晓乐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1人 杨小峰  

 

经济学14人  

西方经济学3人 陈开洋 侯欢 周龙飞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2人 杨玲 张楠  

金融学7人 
LEE DONG HEN 李艳丽 许启琪 郭佳永健 

乔智 尹亦闻 何亮  

产业经济学1人 孔粒  

国际贸易学1人 李静  

 

法学15人  

法学2人 黄心瑜 杨军  

民商法学1人 沙洵  

政治学理论3人 邓峰 谢天 宋菁菁  

中外政治制度3人 李小雨 王程敏 牛长璐  

国际政治3人 罗艳琦 丁梦丽 邵红峦  

国际关系1人 文少彪  

外交学1人 彭枭  

人类学1人 特日乐  

 

文学17人  

文艺学1人 王弘远  

汉语言文字学1人 郭理远  

中国古代文学2人 王烨 杨碧海  

中国现当代文学3人 LEE SEONGSA 何炯炯 张贝思  

中国文学批评史2人 刘梅兰 邹琳  

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1人 袁博  

影视文学1人 林国淑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1人 苏晨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2人 刘彦晶 王天然  

传播学3人 石雅洁 骆世查 MI JIN CHEONG  

 

历史学5人  

中国史4人 杨萧杨 邢云 朱丽晖 沈国光  

世界史1人 郁迪  

 

理学136人  

基础数学1人 龙柄菘  

应用数学2人 戴付莉 周群杰  

理论物理3人 林婧 崔晓鹏 薛凤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2人 郝万立 张建平  

凝聚态物理7人 
白翠琴 王杰 徐鹏超 李树杰 李旭华 

夏雨羽 许家宁  

光学4人 臧恺岩 张喆 胡月 李士青  

无机化学3人 刘益真 顾正翔 苏显龙  

分析化学1人 杨燕玲  

有机化学1人 翟大龙  

物理化学6人 
王菁 陈新 李芳芳 王顺武 展裕璐 

张奇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11人 

叶章鑫 李雪苗 杨磊 包晓燕 任杰 

任圆圆 谢芮宏 庄亚平 曹勇斌 段海燕 

王二飞  

化学生物学2人 程浩 关升  

生理学1人 宁可  

微生物学1人 张玉嫱  

神经生物学6人 
杨莉 于庆鹏 王景慧 陈翠 高燕 

胡昕  

遗传学13人 

张建 王正 佘培露 LAI KAA SENG 

姜君 姚远 杜沙沙 刘慧 陈清 

李鹏程 姚舜 赵琳 杨辛毅  

发育生物学1人 房娅博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12人 

张梦丽 程舟礼 夏玉坤 吴文叶 张建军 

王超 段臻臻 余超逸 王嘉琦 李青青 

张小跎 赵清雯  

生物信息学1人 魏然  



生态学1人 李骁  

流体力学2人 吴加正 简晓彬  

物理电子学2人 窦宇身 王翦  

电路与系统1人 李晓洁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16人 

潘达杉 高金德 何涞 刘文娟 杨鹏 

李冬雪 陈金鑫 陈韬 刘丹丹 吕良剑 

杨建伟 陈镜 邓嘉男 MUHAMMAD ZAHEER 

察明扬 李涵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1人 宋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人 程纯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7人 
冯科峰 梁斌 朱天生 巩博儒 王文山 

朱海平 张煜  

计算机应用技术2人 宫庆媛 龚经经  

环境科学3人 朱忠红 覃笑飞 章灿钢  

环境工程1人 刘苏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1人 李坤瑀  

病原生物学5人 罗萌君 田广昂 刘泽众 司露露 王婷 

医学系统生物学3人 焦芳芳 王迪 汪琪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1人 洪尚志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1人 赵迎亚  

药物化学2人 黄火明 李浩  

生药学2人 胡翥 宗建法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1人 杨云凯  

药理学4人 刘振 金锐 常汝略 李志鑫  

临床药学1人 王子腾  

 

工学12人  

光学工程1人 王保举  

材料物理与化学3人 朱熠民 李青青 石澜  

材料学3人 蔡瑞隆 翁军辉 张新海  

生物医学工程3人 高源 李雪晨 董源  

生物力学1人 李佳  

软件工程1人 张晓寒  

 

工程1人 

生物与医药1人 李丽  



 

医学38人 

病原生物学1人 陈重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3人 方一力 黄洁 王小凯  

放射医学1人 储小飞  

内科学8人 
陈洁 刘婵娟 郭梦舟 梁馨月 王高峰 

丁浩 严芳英 曲玉蓓  

儿科学1人 马阳阳  

神经病学1人 沈岩  

皮肤病与性病学1人 乔朱卉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2人 梁亮 童宇洋  

外科学7人 
伍思霖 项卓仪 尚江荫子 米尔夏提·阿不都热西提 

任俊 黄毅军 张有来  

妇产科学2人 松迪 郝梅花  

眼科学3人 牛蔚然 姜靖 卢阳  

耳鼻咽喉科学1人 夏明宇  

肿瘤学1人 吴宇辰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1人 高蓓瑶  

运动医学1人 孙亚英  

麻醉学1人 段海峰  

全科医学1人 朱灵平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2人 王翠平 尉艳霞  

 

临床医学31人 

内科学6人 
杨卓然 卓家隆 薛小敏 张寒悦 徐天虹 

袁伟  

外科学10人 
傅航成 刘腾俊 朱亮 崔中一 金圣明 

辛艳磊 刘羽鸣 尹毅锐 贾亦臣 李绍杰 

妇产科学1人 孙毅  

儿科学1人 刘丽娟  

皮肤病与性病学1人 赵珏敏  

眼科学2人 赵崟圳 周晓婷  

耳鼻咽喉科学2人 段雅珊 卢鑫雨  

肿瘤学7人 
任金晓 邹玮 张致远 范兴文 宿恒川 

王龙蓉 李倩  

麻醉学1人 钱小君  



 

管理学15人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2人 李娇阳 何晓  

会计学1人 陈运佳  

企业管理1人 丁诚  

旅游管理1人 谢斐  

市场营销2人 朱永敏 吴笑悦  

财务学2人 汪琼 蒋非凡  

环境管理1人 王燚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3人 戴华仁 殷沈琴 唐博  

公共政策2人 曹静 姜晓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