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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师大校字〔2013〕6号 

 

 

 

各院、所、中心，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审定和工作条

例》和《曲阜师范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审定和

工作条例》的要求，经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决定，聘任学术学位

硕士生导师 372 名，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 245 名。聘期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若届中达到退休年龄的，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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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至退休之日。 

年满 57周岁（1955 年 9 月 30日前出生）的原任全日制硕士

生导师，其硕士生导师资格聘期至退休时止。 

本次遴选的校外兼职全日制硕士生导师，只颁发聘书，不再

公布名单。 

 

附件：1．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名单（学科专业按学科

专业代码排序，姓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2．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名单（专业领域按专业

领域代码排序，姓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曲阜师范大学 

2013 年 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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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名单 

（学科专业按学科专业代码排序，姓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一级学科 

代码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 

代码 
二级学科名称 姓 名 

0101 哲学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王维先 

0101 哲学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铁省林 

0101 哲学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高懿德 

0101 哲学 010102 中国哲学 孙功进 

0101 哲学 010102 中国哲学 曲爱香 

0101 哲学 010102 中国哲学 张淼 

0101 哲学 010102 中国哲学 姚春鹏 

0101 哲学 010105 伦理学 牛磊 

0101 哲学 010105 伦理学 王苏 

0101 哲学 010105 伦理学 杜振吉 

0101 哲学 010105 伦理学 段文阁 

0101 哲学 010105 伦理学 赵昆 

0302 政治学 030201 政治学原理 张英魁 

0302 政治学 030201 政治学原理 张晓琼 

0302 政治学 030201 政治学原理 郑曙村 

0302 政治学 030204 中共党史 孙文亮 

0302 政治学 030204 中共党史 李安增 

0302 政治学 030204 中共党史 聂家华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王林敏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王维先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刘同战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刘冠军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孙迪亮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张益刚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李冬楠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李香兰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李继刚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明廷强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郑曙村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徐西振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袁兆春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梁军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孔德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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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吴雪玲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李兆祥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李安增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李芳云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辛宝海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聂家华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鲁昕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王远河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铁省林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王志华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王德成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刘煜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孙迪亮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张立兴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陈文殿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荆兆勋 

0401 教育学 040101 教育学原理 宋广文 

0401 教育学 040101 教育学原理 李方安 

0401 教育学 040101 教育学原理 唐爱民 

0401 教育学 040101 教育学原理 徐瑞 

0401 教育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刘彩祥 

0401 教育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张雨强 

0401 教育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张祥沛 

0401 教育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李允 

0401 教育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李正银 

0401 教育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李兴保 

0401 教育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李新乡 

0401 教育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陆书环 

0401 教育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陈英俊 

0401 教育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苗深花 

0401 教育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柳士彬 

0401 教育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胡象岭 

0401 教育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钱加清 

0401 教育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韩庆奎 

0401 教育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廉丽姝 

0401 教育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雷传平 

0401 教育学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燕艳 

0401 教育学 040103 教育史 广少奎 

0401 教育学 040103 教育史 姜丽静 

0401 教育学 040104 比较教育学 刘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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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 教育学 040104 比较教育学 姜丽静 

0401 教育学 040104 比较教育学 唐爱民 

0401 教育学 040106 高等教育学  张奎明 

0401 教育学 040106 高等教育学  庞守兴 

0401 教育学 040106 高等教育学  胡钦晓 

0401 教育学 040107 成人教育学 何爱霞 

0401 教育学 040107 成人教育学 张良才 

0401 教育学 040107 成人教育学 柳士彬 

0401 教育学 040108 职业技术教育学 何爱霞 

0401 教育学 040108 职业技术教育学 张奎明 

0401 教育学 040110 教育技术学 马秀峰 

0401 教育学 040110 教育技术学 王焕景 

0401 教育学 040110 教育技术学 刘成新 

0401 教育学 040110 教育技术学 张玉春 

0401 教育学 040110 教育技术学 李兴保 

0401 教育学 040110 教育技术学 陈浩杰 

0401 教育学 040110 教育技术学 陈默 

0401 教育学 040110 教育技术学 胡凡刚 

0401 教育学 040110 教育技术学 赵可云 

0401 教育学 040110 教育技术学 詹仪 

0402 心理学 040201 基础心理学 牛盾 

0402 心理学 040201 基础心理学 李朝旭 

0402 心理学 040201 基础心理学 杨昭宁 

0402 心理学 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孙俊才 

0402 心理学 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宋广文 

0402 心理学 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韩仁生 

0402 心理学 040203 应用心理学 杨昭宁 

0402 心理学 040203 应用心理学 韩仁生 

0403 体育学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刘一民 

0403 体育学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孙晋海 

0403 体育学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杨弢 

0403 体育学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连桂红 

0403 体育学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房蕊 

0403 体育学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姜付高 

0403 体育学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种莉莉 

0403 体育学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赵吉峰 

0403 体育学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赵溢洋 

0403 体育学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曹莉 

0403 体育学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韩春利 

0403 体育学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解毅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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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 体育学 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 刘洪珍 

0403 体育学 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 张学林 

0403 体育学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刘建刚 

0403 体育学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刘强德 

0403 体育学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孙晋海 

0403 体育学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汤敬东 

0403 体育学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张崇民 

0403 体育学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李大新 

0403 体育学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李思民 

0403 体育学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赵鲁南 

0403 体育学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盛绍增 

0403 体育学 040304 民族传统体育 王俊法 

0403 体育学 040304 民族传统体育 曾凡鑫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1 文艺学 张明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1 文艺学 李波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1 文艺学 周维山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唐雪凝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秦海燕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王步强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王群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朱乐朋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张诒三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张韬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李彦苓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陈涛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唐雪凝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阚景忠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马士远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单承彬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任明华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刘相雨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刘富伟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张玉璞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李冬红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杨峰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单承彬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徐雪辉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曹志平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刘新生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刘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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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朱献贞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张文娟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张瑞英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李钧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赵华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赵歌东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康长福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翟文铖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王国彪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刘炳范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张隆海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曹春茹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王福祥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卢卫中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寻阳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张生珍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张建华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张巍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范敏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唐建萍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夏云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 王洪明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 季明举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徐凤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阎萍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10 亚非语言文学 金东国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王广成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任庆梅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徐庆利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秦洪武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康淑敏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梁文花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鞠玉梅 

0504 艺术学 050401 艺术学 刘成新 

0504 艺术学 050401 艺术学 张炀 

0504 艺术学 050401 艺术学 胡凡刚 

0504 艺术学 050401 艺术学 徐正 

0602 中国史 060101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李建 

0602 中国史 060104 历史文献学 韩锋 

0602 中国史 060105 专门史 王曰美 



- 8 - 
 

0602 中国史 060105 专门史 刘庆余 

0602 中国史 060105 专门史 刘厚琴 

0602 中国史 060105 专门史 刘彬 

0602 中国史 060105 专门史 邱文元 

0602 中国史 060105 专门史 周海生 

0602 中国史 060105 专门史 修建军 

0602 中国史 060105 专门史 赵满海 

0602 中国史 060106 中国古代史 王红霞 

0602 中国史 060106 中国古代史 刘伟 

0602 中国史 060106 中国古代史 刘厚琴 

0602 中国史 060106 中国古代史 成积春 

0602 中国史 060106 中国古代史 闫春新 

0602 中国史 060106 中国古代史 李绍强 

0602 中国史 060106 中国古代史 姜修宪 

0602 中国史 060107 中国近现代史 刘丰祥 

0602 中国史 060107 中国近现代史 吕厚轩 

0602 中国史 060107 中国近现代史 张松智 

0602 中国史 060107 中国近现代史 李兆祥 

0602 中国史 060107 中国近现代史 李先明 

0603 世界史 060108 世界史 王昌沛 

0603 世界史 060108 世界史 刘合波 

0603 世界史 060108 世界史 邹翔 

0603 世界史 060108 世界史 郝承敦 

0603 世界史 060108 世界史 黄尊严 

0701 数学 070101 基础数学 毛安民 

0701 数学 070101 基础数学 王利广 

0701 数学 070101 基础数学 王顶国 

0701 数学 070101 基础数学 王培合 

0701 数学 070101 基础数学 刘丽 

0701 数学 070101 基础数学 刘树冬 

0701 数学 070101 基础数学 郑恒武 

0701 数学 070101 基础数学 侯成军 

0701 数学 070101 基础数学 栾世霞    

0701 数学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吕玉华 

0701 数学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赵翔华  

0701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马翠芹 

0701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孔淑兰 

0701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白玉真 

0701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刘立山 

0701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孙连菊   



- 9 - 
 

0701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张克梅   

0701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李傅山 

0701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杜新生 

0701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孟凡伟 

0701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苗翠霞 

0701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郑召文 

0701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赵增勤 

0701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郝兆才 

0701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郝新安 

0701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徐玉梅 

0701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徐润 

0701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钱爱侠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王刚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王宜举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王强德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孙宗耀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孙炜伟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邢伟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张正强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张玉忠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苏佰丽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连淑君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邵汉永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宗广灯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屈彪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武玉强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高丽君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解学军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魏春玲 

0701 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魏翠萍 

0702 物理学 070201 理论物理 孔祥木 

0702 物理学 070201 理论物理 王春阳 

0702 物理学 070201 理论物理 王继锁 

0702 物理学 070201 理论物理 田建祥 

0702 物理学 070201 理论物理 李刚 

0702 物理学 070201 理论物理 邵凤兰 

0702 物理学 070201 理论物理 夏云杰 

0702 物理学 070201 理论物理 满忠晓 

0702 物理学 0702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孔祥和 

0702 物理学 0702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张来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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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 物理学 070205 凝聚态物理 孔祥木 

0702 物理学 070205 凝聚态物理 王海龙 

0702 物理学 070205 凝聚态物理 李士玲 

0702 物理学 070205 凝聚态物理 苏希玉 

0702 物理学 070207 光学 王继锁 

0702 物理学 070207 光学 史萌 

0702 物理学 070207 光学 闫珂柱 

0702 物理学 070207 光学 宋连科 

0702 物理学 070207 光学 苏富芳 

0702 物理学 070207 光学 夏云杰 

0702 物理学 070207 光学 徐慧 

0702 物理学 070207 光学 韩培高 

0703 化学 070301 无机化学 朱万诚 

0703 化学 070301 无机化学 毕思玮 

0703 化学 070301 无机化学 景志红 

0703 化学 070302 分析化学 孔德生 

0703 化学 070302 分析化学 尤进茂 

0703 化学 070302 分析化学 王桦 

0703 化学 070302 分析化学 夏莲 

0703 化学 070302 分析化学 渠凤丽 

0703 化学 070303 有机化学 尤进茂 

0703 化学 070303 有机化学 王桦 

0703 化学 070303 有机化学 田来进 

0703 化学 070303 有机化学 赵斌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孔德生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王卫华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冯媛媛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孙海涛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朱霄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毕思玮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齐伟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李平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岳明波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聂毅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郭道军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颜廷江 

0705 地理学 070501 自然地理学 王世亮 

0705 地理学 070501 自然地理学 荆延德 

0705 地理学 070501 自然地理学 谢小平 

0705 地理学 070501 自然地理学 廉丽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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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5 地理学 070501 自然地理学 谭丽荣 

0705 地理学 070502 人文地理学 王晓通 

0705 地理学 070502 人文地理学 王艳 

0705 地理学 070502 人文地理学 王铁 

0705 地理学 070502 人文地理学 王慧 

0705 地理学 070502 人文地理学 代合治 

0705 地理学 070502 人文地理学 吴军 

0705 地理学 070502 人文地理学 张全景 

0705 地理学 070502 人文地理学 李传健 

0705 地理学 070502 人文地理学 李翔 

0705 地理学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谢小平 

0710 生物学 071001 植物学 包颖 

0710 生物学 071001 植物学 邱念伟 

0710 生物学 071001 植物学 侯元同 

0710 生物学 071002 动物学 张洪海 

0710 生物学 071002 动物学 李亚 

0710 生物学 071002 动物学 杨月伟 

0710 生物学 071002 动物学 徐承水 

0710 生物学 071002 动物学 徐金会 

0710 生物学 071002 动物学 徐德立 

0710 生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杨革 

0710 生物学 071007 遗传学 徐来祥 

0710 生物学 071007 遗传学 薛慧良 

0710 生物学 071009 细胞生物学 王仁君 

0710 生物学 071009 细胞生物学 李秀兰 

0710 生物学 071009 细胞生物学 邱念伟 

0710 生物学 071009 细胞生物学 赵云峰 

0710 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石磊 

0710 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刘石娟 

0710 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刘金峰 

0710 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李秀兰 

0710 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杨革 

0710 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赵云峰 

0711 系统科学 071102 系统分析与集成 王强德 

0711 系统科学 071102 系统分析与集成 张玉忠 

0711 系统科学 071102 系统分析与集成 李宪印 

0711 系统科学 071102 系统分析与集成 邵汉永 

0711 系统科学 071102 系统分析与集成 解学军 

0711 系统科学 071102 系统分析与集成 魏翠萍 

0713 生态学     王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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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3 生态学     张洪海 

0713 生态学     沙未来 

0713 生态学     徐来祥 

0714 统计学     尹世久 

0714 统计学     尹传存 

0714 统计学     刘刚 

0714 统计学     张立新 

0714 统计学     杜曙光 

0714 统计学     赵胜利 

0714 统计学     赵翔华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0901 物理电子学 亓丽梅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0901 物理电子学 孔祥和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0901 物理电子学 张树东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0901 物理电子学 杨秀芹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0902 电路与系统 周子力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王海龙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郑春厚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赵建平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崔新春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石学文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张立华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武玉强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黄金明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孔祥新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王化建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曹佃国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蔡彬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103 系统工程 陈玉庆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103 系统工程 蔡彬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吴俊华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李光顺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禹继国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赵景秀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雷玉霞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文国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刘效武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齐苏敏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禹继国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高仲合 

0835 软件工程     祝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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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5 软件工程     倪建成 

1204 公共管理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吴庆军 

1204 公共管理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张良才 

1204 公共管理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李学工 

1204 公共管理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李保强 

1204 公共管理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徐健腾 

1204 公共管理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徐瑞 

120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120501 图书馆学 马秀峰 

120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120501 图书馆学 王焕景 

120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120501 图书馆学 刘金星 

120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120501 图书馆学 李秀霞 

120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120501 图书馆学 崔新春 

1302 音乐与舞蹈学     马东骅 

1302 音乐与舞蹈学     王震宇 

1302 音乐与舞蹈学     王曙光 

1302 音乐与舞蹈学     刘雪莎 

1302 音乐与舞蹈学     张拜侬 

1302 音乐与舞蹈学     肖桂彬 

1302 音乐与舞蹈学     褚灏 

1302 音乐与舞蹈学     戴娱 

1303 戏剧与影视学     刘波 

1303 戏剧与影视学     刘新生 

1303 戏剧与影视学     张维刚 

1304 美术学     马东骅 

1304 美术学     刘昌盛 

1304 美术学     邢建玲 

1304 美术学     张炀 

1304 美术学     张洪波 

1304 美术学     杜海涛 

1304 美术学     茅林 

1304 美术学     侯颖慧 

1304 美术学     徐正 

1304 美术学     扈庆学 

1304 美术学     綦延军 

1304 美术学     霍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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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名单 

（专业领域按专业领域代码排序，姓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专业学位 

代码 
专业学位名称 领域代码 领域名称 姓名 

0252 应用统计     尹传存 

0252 应用统计     吕玉华 

0252 应用统计     苏玉霞 

0252 应用统计     赵胜利 

0451 教育 045101 教育管理 张宝书 

0451 教育 045101 教育管理 庞守兴 

0451 教育 045101 教育管理 高庆蓬 

0451 教育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刘煜 

0451 教育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孙文亮 

0451 教育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吴雪玲 

0451 教育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段文阁 

0451 教育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顾训宝 

0451 教育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刘炳范 

0451 教育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刘相雨 

0451 教育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朱献贞 

0451 教育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张文娟 

0451 教育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张瑞英 

0451 教育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杨新刚 

0451 教育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赵华 

0451 教育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徐雪辉 

0451 教育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钱加清 

0451 教育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康长福 

0451 教育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曹志平 

0451 教育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雷传平 

0451 教育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翟文铖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马翠芹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孔淑兰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王利广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王顶国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王培合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冯振举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白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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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刘丽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孙钦福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张克梅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李正银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李吉宝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李傅山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陆书环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孟凡伟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郑召文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赵增勤 

0451 教育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郝兆才 

0451 教育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田春凤 

0451 教育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李新乡 

0451 教育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胡象岭 

0451 教育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苗深花 

0451 教育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赵斌 

0451 教育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韩庆奎 

0451 教育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刘艳 

0451 教育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张祥沛  

0451 教育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郭永峰 

0451 教育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燕艳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王秀卿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代尊峰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任庆梅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刘佳爱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寻阳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齐荣军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宋维华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张立昌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张建华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张媛媛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李凤芝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李欣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杨建华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岳守国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胡玮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康淑敏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梁文花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彭芳 

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鲁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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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1 教育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鞠玉梅 

0451 教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王曰美 

0451 教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王昌沛 

0451 教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刘伟 

0451 教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刘庆余 

0451 教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吕厚轩 

0451 教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成积春 

0451 教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闫春新 

0451 教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张兆敏 

0451 教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张赫名 

0451 教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李先明 

0451 教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李建 

0451 教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李绍强 

0451 教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汪津生 

0451 教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侯乃峰 

0451 教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郝承敦 

0451 教育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韩锋 

0451 教育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王铁 

0451 教育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王慧 

0451 教育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代合治 

0451 教育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刘志刚 

0451 教育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刘坤 

0451 教育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吕宜平 

0451 教育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李俊莉 

0451 教育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荆延德 

0451 教育 045111 学科教学（音乐） 褚灏 

0451 教育 045113 学科教学（美术） 陈英俊 

0451 教育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刘金星 

0451 教育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朱书强 

0451 教育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李晓飞 

0451 教育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李斌宜 

0451 教育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赵可云 

0451 教育 045115 小学教育 闫春梅 

0451 教育 045115 小学教育 张雨强 

0451 教育 045115 小学教育 李允 

0451 教育 045115 小学教育 李方安 

0451 教育 045115 小学教育 李春桥 

0451 教育 045115 小学教育 窦春玲 

0451 教育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张怀春 

0452 体育 045201 体育教学 王清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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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2 体育 045201 体育教学 李长俭 

0452 体育 045201 体育教学 李思民 

0452 体育 045201 体育教学 曹莉 

0452 体育 045201 体育教学 韩素萍 

0452 体育 045202 运动训练 王加新 

0452 体育 045202 运动训练 刘成 

0452 体育 045202 运动训练 刘建刚 

0452 体育 045202 运动训练 刘强德 

0452 体育 045202 运动训练 张承玉 

0452 体育 045202 运动训练 张晓风 

0452 体育 045202 运动训练 张崇民 

0452 体育 045202 运动训练 李剑 

0452 体育 045202 运动训练 侯本华 

0452 体育 045202 运动训练 曾凡鑫 

0452 体育 045204 社会体育指导 孔喜良 

0452 体育 045204 社会体育指导 刘洪珍 

0452 体育 045204 社会体育指导 孙月霞 

0452 体育 045204 社会体育指导 杨弢 

0452 体育 045204 社会体育指导 种莉莉 

0452 体育 045204 社会体育指导 韩春利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马士远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王国彪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王群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任明华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刘富伟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刘聪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宋红霞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张诒三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张明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李钧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周维山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秦海燕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袁梅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郭玉华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曹春茹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焦福民 

0454 应用心理     井维华 

0454 应用心理     牛盾 

0454 应用心理     孙俊才 

0551 翻译 055101 英语笔译 卢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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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1 翻译 055101 英语笔译 刘爱华 

0551 翻译 055101 英语笔译 孙华祥 

0551 翻译 055101 英语笔译 孙红梅 

0551 翻译 055101 英语笔译 范敏 

0551 翻译 055101 英语笔译 夏云 

0551 翻译 055101 英语笔译 秦洪武 

0551 翻译 055101 英语笔译 颜丙香 

0551 翻译 055105 日语笔译 宋晓凯 

0551 翻译 055105 日语笔译 徐凤 

0551 翻译 055105 日语笔译 阎萍 

0852 工程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王玉德 

0852 工程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闫珂柱 

0852 工程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周子力 

0852 工程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赵建平 

0852 工程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秦文华 

0852 工程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黄勇坚 

0852 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孔祥新 

0852 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王化建 

0852 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卢立晖 

0852 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石学文 

0852 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孙海龙 

0852 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张立华 

0852 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李洪亮 

0852 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李磊 

0852 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陈玉庆 

0852 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曹佃国 

0852 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黄金明 

0852 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王华 

0852 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刘效武 

0852 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刘智斌 

0852 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齐苏敏 

0852 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齐连永 

0852 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吴俊华 

0852 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张元科 

0852 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李凤银 

0852 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李光顺 

0852 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孟静 

0852 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祝永志 

0852 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赵景秀 

0852 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倪建成 



- 19 - 
 

0852 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夏小娜 

0852 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高仲合 

0852 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雷玉霞 

0852 工程 085237 工业设计工程 刘卫平 

0852 工程 085237 工业设计工程 宋润民 

0852 工程 085237 工业设计工程 苗红磊 

0951 农业推广 095111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杨月伟 

0951 农业推广 095111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舒风月 

0951 农业推广 095112 农业信息化 石峰 

0951 农业推广 095112 农业信息化 吴军 

0951 农业推广 095112 农业信息化 周长春 

0951 农业推广 095112 农业信息化 贾维花 

1252 公共管理     任洲鸿 

1252 公共管理     朱艳 

1252 公共管理     权庆梅 

1252 公共管理     张全景 

1252 公共管理     张英魁 

1252 公共管理     张晓琼 

1252 公共管理     陈淑伟 

1252 公共管理     徐迎军 

1252 公共管理     秦绪娜 

1351 艺术 135101 音乐 刘雪莎 

1351 艺术 135101 音乐 刘新巧 

1351 艺术 135101 音乐 张建平 

1351 艺术 135101 音乐 张拜侬 

1351 艺术 135101 音乐 杨瑞萍 

1351 艺术 135101 音乐 肖桂彬 

1351 艺术 135101 音乐 陈瑞泉 

1351 艺术 135101 音乐 崔连波 

1351 艺术 135101 音乐 戴娱 

1351 艺术 135104 电影 孔德刚 

1351 艺术 135104 电影 张娟 

1351 艺术 135105 广播电视 刘波 

1351 艺术 135105 广播电视 张维刚 

1351 艺术 135105 广播电视 胡长春 

1351 艺术 135105 广播电视 董从斌 

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王步强 

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王明星 

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王春艳 

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刘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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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刘昌盛 

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朱乐朋 

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邢建玲 

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宋润民 

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张洪波 

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李善阳 

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杨坤衡 

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苗红磊 

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茅林 

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侯颖慧 

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姚夏宁 

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扈庆学 

1351 艺术 135107 美术 綦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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