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公告 

2020 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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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核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涉及 244 人，审核认定

跨一级学科培养研究生的博士生指导教师 25 人。 

根据《复旦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办法》，在公布表决通过的博

士生指导教师名单后 1 个月内无异议者，将获得我校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

职资格。自 2020 年 9 月 4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 日，如对本次公布的博士生

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人员持有不同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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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通过的 

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公示名单 
 

一、审核新增的学术学位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 

门类 博士点名称 博导姓名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吴猛 

美学 孙斌 

宗教学 Eberhard Guhe 

经济学 

经济史 李丹、李楠 

财政学 孙琳 

金融学 沈红波、许闲、周光友 

法学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杜仪方 

国际法学 高凌云 

政治学理论 孙国东 

中外政治制度 李辉 

国际政治 郑继永 

国际关系 林民旺、朱杰进 

人口学 沈可 

社会心理学 王燕 

老年学 朱勤 

社会工作 陈虹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谌中和、刘华初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张东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朱鸿召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户晓坤、夏巍 

党的建设 薛小荣 

文学 

汉语言文字学 广濑薰雄、盛益民、陶寰 

中国古代文学 侯体健 

中国现当代文学 金理 

中国文学批评史 罗剑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袁莉 

新闻学 马凌、窦锋昌、白红义 

传播学 邓建国、潘霁 

历史学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王荣、郑奕 

历史地理学 费杰、路伟东 

专门史 张佳佳 

中国古代史 仇鹿鸣、黄敬斌、林志鹏 

中国近现代史 戴海斌、马建标 

世界史 欧阳晓莉 

理学 

基础数学 黄耿耿 

应用数学 石磊 

运筹学与控制论 杜恺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李增花、严力、张松 

原子与分子物理 姚科 

凝聚态物理 郭杭闻、张成 

物理化学 王冠军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李剑锋 

大气科学 陈长霖、孙丙强、袁嘉灿、占瑞芬 

微生物学 张永振 

神经生物学 韩清见 

遗传学 陈兴栋、王陈继、张鹭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洪尚宇、胡晋川、刘新华、任士芳、汪凌波、俞瑜 

生物物理学 丁澦 

人类生物学 张梦翰 

生态学 刘佳佳、潘晓云 

统计学 
肖志国、郁文、沈娟、魏忠钰、王健、江如俊、侯燕

曦、陈钊、郦旭东 

物理电子学 戴奇、解凤贤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王海鹏、吴语茂、杨国敏 

计算机系统结构 陈阳、赵进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陈碧欢、卢暾 

环境科学 
邓丛蕊、代瑞华、孔令东、刘思秀、王丽娜、王珊珊、

王笑非、谢玉静、张仁熙、张艳 

工学 

光学工程 孙树林 

材料物理与化学 郭艳辉、宋云、王飞、王珺、夏广林 

生物医学工程 
Deniz Mihaylov Vatansever、程炜、贾天野、罗强、

王鹤、许凯亮、肖晓 

生物力学 童崎、宋振华 

网络空间安全 金玲飞、张谧 

医学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刘琼 

免疫学 汪进、张伟娟 

病原生物学 张小楠、章树业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王宇翔、吴慧娟 

医学系统生物学 陈飞、梁琳慧、商珞然、张莹、赵莹珺 

内科学（心血管病） 龚惠、徐迎佳、张峰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凌雁、鹿斌、杨叶虹、张朝云 

内科学（呼吸系病） 杨冬 

内科学（传染病） 邵凌云、徐晓刚 

内科学（消化系病） 冯莉 

儿科学 李强、沈淳、孙金峤 

神经病学 吴洵昳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童彤、周建军 

临床检验诊断学 胡付品、张弢、张艳梅 

外科学（普外） 施国明、王征、姚琪远 

外科学（骨外） 陈雁西、洪洋、马晓生 

外科学（胸心外） 丁建勇 

妇产科学 高蜀君、姜伟、李桂玲、李明清、刘素英 

眼科学 陈玲、孔祥梅、王晓瑛、颜标、张宇燕 



耳鼻咽喉科学 王璟 

肿瘤学 
陈荣新、胡伟刚、胡欣、刘亮、王宇、王玉龙、徐大

志、朱正飞 

麻醉学 罗哲、钟鸣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张铁军、周艺彪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赵卓慧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陈波 

中西医结合基础 冯异 

药物化学 陈瑛、古险峰、熊娟、周璐 

药剂学 戚建平 

生药学 卢燕 

药物分析学 曾湖烈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叶丽 

药理学 刘星 

临床药学 娄艳茹、汤静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窦一凡 

物流与运营管理 田林 

企业管理 马胜辉 

旅游管理 沈涵 

东方管理学 李绪红 

行政管理 郑磊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金春林 

教育经济与管理 陆一 

环境管理 刘平养 

公共政策 张平、赵剑治 

交叉 

学科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陈琳、范益波、刘文军、闫娜、叶凡、朱颢 

 

二、审核新增的专业学位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 

学位 

类别 
博士点名称 博导姓名 

专业 

学位 

电子信息 

Luis Pedro Fragao Bento Ceolho、QINGCHUN JON 

ZHANG(张清纯)、Xiao LIU(刘骁)、Ye LU(陆叶)、陈

碧欢、陈琳、陈文明、陈阳、戴奇、董必勤、范益波、

费成巍、蒋林华、解凤贤、金玲飞、刘成成、刘文军、

卢暾、尚笠、孙树林、王海鹏、吴俊、吴语茂、许凯

亮、闫娜、杨国敏、叶凡、张谧、赵进、赵拥军、朱

颢、朱云龙 

材料与化工 

步文博、陈萌、代瑞华、邓丛蕊、郭艳辉、孔令东、

刘智攀、陆雪峰、宋云、童崎、王飞、王珺、王丽娜、

王珊珊、王笑非、夏广林、肖倩、张仁熙、张艳 

生物与医药 

Deniz Mihaylov Vatansever、陈兴栋、洪尚宇、刘

平养、刘思秀、罗强、施章杰、王鹤、王寿兵、肖晓、

谢玉静、张俊良、张鹭、周艺彪、周兆才 



临床医学 

陈玲、陈荣新、陈雁西、丁建勇、冯莉、高蜀君、洪

洋、侯英勇、姜伟、孔祥梅、李桂玲、凌雁、刘亮、

刘素英、鹿斌、罗哲、马晓生、邵凌云、沈淳、施国

明、孙金峤、童彤、王璟、王鹏、王晓瑛、王宇、王

玉龙、王征、吴洵昳、徐大志、徐晓刚、徐迎佳、杨

冬、杨叶虹、姚琪远、余科达、张朝云、张峰、张宇

燕、钟鸣、钟芸诗、周建军、朱正飞 

 

三、审核认定的博士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名单 

博士点名称 博导姓名 认定类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贺东航 跨专业 

党的建设 刘志刚 跨专业 

无机化学 沈剑锋 跨专业 

有机化学 叶明新 跨专业 

植物学 宋志平 跨专业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李小英、刘杰 跨专业 

生态学 杨继 跨专业 

生物统计学 胡跃清 跨专业 

光学工程 Min XU(徐敏)、王松有、郑玉祥、庄军 跨专业 

计算机应用技术 柴洪峰 跨专业 

生物医学工程 Jianfeng FENG(冯建峰) 跨专业 

儿科学 周玉峰 跨专业 

肿瘤学 侯英勇、王红阳 跨专业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钱峰、徐丛剑、朱同玉 跨专业 

教育经济与管理 高国希 跨专业 

环境管理 王玉涛 跨专业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梁鸿、王桂新 跨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