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大学2015年博士拟录取名单
姓名 录取导师 录取专业代码 录取专业 录取方式 学院码 录取学院（所、中心）

吴凯 乔瑞金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硕博连读 031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郭丁 管晓刚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硕博连读 031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王彩虹 邢媛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硕博连读 031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傅星源 孙岩 010103 外国哲学 硕博连读 001 哲学社会学学院

谢建华 薛勇民 010105 伦理学 硕博连读 001 哲学社会学学院

孙馨月 卫建国 010105 伦理学 普通招考 001 哲学社会学学院

张贝丽 薛勇民 010105 伦理学 普通招考 001 哲学社会学学院

孔祥雯 郭贵春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硕博连读 002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张冀峰 殷杰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硕博连读 002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马健 殷杰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硕博连读 002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申一涵 王姝彦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硕博连读 002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张建鑫 肖显静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普通招考 002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张玉帅 盛佃清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普通招考 002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宋文婷 贺天平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普通招考 002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乔鹏程 刘建生 020103 经济史 普通招考 032 晋商学研究所

王飞 刘建生 020103 经济史 普通招考 032 晋商学研究所

郎杰燕 董江爱 030201 政治学理论 硕博连读 005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王松磊 马华 030201 政治学理论 普通招考 005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张少停 张守夫 030201 政治学理论 普通招考 005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葛宣冲 邸敏学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硕博连读 005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庞娟 鲍善冰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普通招考 005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刘惠惠 刘晓哲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普通招考 005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牛斯然 李建英 040300 体育学 硕博连读 008 体育学院

宿凤玲 李金龙 040300 体育学 硕博连读 008 体育学院

连小刚 石岩 040300 体育学 普通招考 008 体育学院

关伟华 乔全生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普通招考 009 文学院

周怡帆 乔全生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普通招考 009 文学院

杨永芳 吴亚欣 0501Z1 言语交际学 普通招考 010 外国语学院

石晓润 李君 060100 考古学 普通招考 033 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郭佩祥 行龙 060200 中国史 硕博连读 033 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郭心钢 胡英泽 060200 中国史 硕博连读 033 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海珍 岳谦厚 060200 中国史 普通招考 033 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李全平 行龙 060200 中国史 普通招考 033 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沈旭辉 丁俊堂 070101 基础数学 硕博连读 029 数学科学学院复杂系统研究所

常慧敏 靳平 070101 基础数学 硕博连读 029 数学科学学院复杂系统研究所

荣婷 李福义 070101 基础数学 硕博连读 029 数学科学学院复杂系统研究所

王艳梅 刘桂荣 070101 基础数学 普通招考 029 数学科学学院复杂系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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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晓春 靳祯 070101 基础数学 普通招考 029 数学科学学院复杂系统研究所

任志红 李卫东 070201 理论物理 硕博连读 015 物理电子工程学院

王清浩 李志坚 070201 理论物理 硕博连读 015 物理电子工程学院

白雪敏 梁九卿 070201 理论物理 硕博连读 015 物理电子工程学院

张瑞芳 李禄 070201 理论物理 普通招考 015 物理电子工程学院

杨利民 张云波 070201 理论物理 普通招考 015 物理电子工程学院

陈亚慧 刘福虎 070202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硕博连读 015 物理电子工程学院

冯彦林 陈刚 0702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硕博连读 038 激光光谱研究所

冯国胜 贾锁堂 0702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硕博连读 038 激光光谱研究所

苏殿强 贾锁堂 0702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硕博连读 038 激光光谱研究所

胡建勇 肖连团 0702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硕博连读 038 激光光谱研究所

周海涛 肖连团 0702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硕博连读 038 激光光谱研究所

周晓凡 陈刚 0702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普通招考 038 激光光谱研究所

王强 聂一行 070205 凝聚态物理 硕博连读 015 物理电子工程学院

刘敬鹄 张云波 070205 凝聚态物理 硕博连读 015 物理电子工程学院

刘艳红 贾晓军 070207 光学 硕博连读 037 光电研究所

李志秀 彭堃墀 070207 光学 硕博连读 037 光电研究所

秦际良 彭堃墀 070207 光学 硕博连读 037 光电研究所

田彩星 苏晓龙 070207 光学 硕博连读 037 光电研究所

葛伟 王海 070207 光学 硕博连读 037 光电研究所

温馨 王军民 070207 光学 硕博连读 037 光电研究所

刘超 张俊香 070207 光学 硕博连读 037 光电研究所

高英豪 张宽收 070207 光学 硕博连读 037 光电研究所

万振菊 张宽收 070207 光学 硕博连读 037 光电研究所

杨鹏飞 张天才 070207 光学 硕博连读 037 光电研究所

田亚莉 张天才 070207 光学 硕博连读 037 光电研究所

马荣 郜江瑞 070207 光学 普通招考 037 光电研究所

贾鹤萍 杨荣草 070208 无线电物理 普通招考 015 物理电子工程学院

李海茹 李思殿 070301 无机化学 硕博连读 017 分子科学研究所

柴杰 杨斌盛 070301 无机化学 硕博连读 017 分子科学研究所

岳永康 阴彩霞 070301 无机化学 硕博连读 017 分子科学研究所

赵岩 张献明 070301 无机化学 硕博连读 017 分子科学研究所

康锦 阴彩霞 070301 无机化学 硕博连读 017 分子科学研究所

曲梅 张献明 070301 无机化学 普通招考 017 分子科学研究所

李芬芳 卢丽萍 070301 无机化学 普通招考 017 分子科学研究所

吕秀清 陈绘丽 070301 无机化学 普通招考 017 分子科学研究所

路雯婧 董川 070302 分析化学 硕博连读 018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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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金印 双少敏 070302 分析化学 硕博连读 018 化学化工学院

杨云锋 双少敏 070302 分析化学 普通招考 018 化学化工学院

苗俊峰 郭炜 070303 有机化学 硕博连读 018 化学化工学院

王海蟒 魏学红 070303 有机化学 硕博连读 018 化学化工学院

张洪星 郭建平 070303 有机化学 普通招考 018 化学化工学院

张亚斌 杨恒权 070304 物理化学 普通招考 018 化学化工学院

宫文霞 杜冠华 0703J2 本草生物学 硕博连读 035 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

田艳花 张立伟 0703J2 本草生物学 普通招考 035 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

赵雪锋 吴艳波 0703Z1 材料化学 硕博连读 017 分子科学研究所

张明 杨恒权 0703Z1 材料化学 硕博连读 017 分子科学研究所

尤雪瑞 翟华金 0703Z1 材料化学 硕博连读 017 分子科学研究所

高一帆 谢树莲 071001 植物学 硕博连读 020 生命科学学院

盛德策 畅志坚 071001 植物学 普通招考 020 生命科学学院

刘娇 马恩波 071002 动物学 硕博连读 020 生命科学学院

杨新根 张建珍 071002 动物学 普通招考 020 生命科学学院

翟飞红 韩建荣 071005 微生物学 硕博连读 020 生命科学学院

徐莉娜 张生万 071005 微生物学 普通招考 020 生命科学学院

杜鑫哲 裴雁曦 071009 细胞生物学 硕博连读 020 生命科学学院

郎朗 王兰 071009 细胞生物学 硕博连读 020 生命科学学院

陆玉成 李少钦 071009 细胞生物学 普通招考 020 生命科学学院

史江颖 李卓玉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硕博连读 021 生物技术研究所

王茜 梁爱华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硕博连读 021 生物技术研究所

李芳 王转花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普通招考 021 生物技术研究所

宋国斌 李卓玉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普通招考 021 生物技术研究所

武晓媛 高策 071200 科学技术史 硕博连读 034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申亚雪 高策 071200 科学技术史 硕博连读 034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王鹏飞 杨小明 071200 科学技术史 普通招考 034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刘家豪 李华 071300 生态学 硕博连读 019 黄土高原研究所

刘晋仙 柴宝峰 071300 生态学 普通招考 019 黄土高原研究所

石伟 李洪建 071300 生态学 普通招考 019 黄土高原研究所

张志斌 李德玉 081103 系统工程 普通招考 02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崔彩霞 梁吉业 081103 系统工程 普通招考 02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罗晓峰 靳祯 081103 系统工程 普通招考 02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赵红燕 李茹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普通招考 02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王婕婷 钱宇华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普通招考 02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菅小艳 梁吉业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普通招考 02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鲁富荣 钱宇华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普通招考 02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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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鹏 赵永祥 081704 应用化学 硕博连读 018 化学化工学院

刘绍波 赵永祥 081704 应用化学 普通招考 018 化学化工学院

周欢 董川 083001 环境科学 硕博连读 039 环境科学研究所

王振涛 解静芳 083001 环境科学 硕博连读 039 环境科学研究所

张英英 桑楠 083001 环境科学 硕博连读 039 环境科学研究所

彭秀英 郭玉晶 083001 环境科学 普通招考 039 环境科学研究所

贾燕春 王应刚 083001 环境科学 普通招考 039 环境科学研究所

任静 娄慧如 0830J1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036 资源与环境工程研究所

柳丹丹 张锴 0830J1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036 资源与环境工程研究所

陈潇晶 程芳琴 0830J1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普通招考 036 资源与环境工程研究所

陆英 程芳琴 0830J1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普通招考 036 资源与环境工程研究所

姬晓彤 桑楠 0830Z1 环境生物医学 硕博连读 016 环境与资源学院

宁夏 李广科 0830Z1 环境生物医学 普通招考 016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刘小芳 石亚伟 0830Z1 环境生物医学 普通招考 016 环境与资源学院

曹学飞 李济洪 083500 软件工程 普通招考 02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张文跃 王素格 083500 软件工程 普通招考 02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武钰才 李景峰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003 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林波 刘维奇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003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丁月华 刘维奇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普通招考 003 经济与管理学院

郭嘉琦 李常洪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普通招考 003 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琴清 张新伟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普通招考 003 经济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