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师范大学2019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人员名单

姓名 考生编号 招生单位 专业名称 导师 报考类别 备注

王雪源 104451911000004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唐洲雁 非定向

朱保锋 104451911000014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高继文 定向

王淑贞 1044519110000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高继文 非定向

马苏敏 104451911000029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李松玉 非定向

杨天豪 10445191100006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商志晓 非定向

毕国帅 104451911000066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商志晓 非定向

侯学花 10445191100006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商志晓 非定向

孙晓娥 10445191100007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万光侠 定向 高校思政骨干专项

徐凌云 10445191100007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万光侠 定向

谢俊 10445191100007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万光侠 定向

杨凯 104451911000078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万光侠 定向

杨玉强 10445191100008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万光侠 定向 高校思政骨干专项

郭晓杰 10445191100008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万光侠 非定向

贺亚维 10445191100009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徐稳 非定向

纪朝彬 10445191100009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徐稳 定向 高校思政骨干专项

白中英· 104451911000098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徐稳 非定向

王海彬 104451911000099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徐稳 定向

尹楠 1044519110001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徐稳 非定向

刘德芳 10445191100010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徐稳 定向 高校思政骨干专项

毕飞飞 10445191100010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徐稳 非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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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恒 10445191100011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马永庆 定向 高校思政骨干专项

彭雪 1044519110001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马永庆 非定向

杨晓斐 10445191100012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马永庆 定向 高校思政骨干专项

魏强 10445191100012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马永庆 定向 高校思政骨干专项

邱云秀 104451911000128 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 张宗斌 定向

丁青雯 104451911000129 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 张宗斌 非定向

孔涵 104451911000130 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 乔翠霞 定向

王晨光 104451911000133 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 乔翠霞 非定向

张艳艳 104451911000135 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 乔翠霞 定向

赵媛 104451911000138 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 乔翠霞 定向

巩灿娟 104451911000142 经济学院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张晓青 非定向

董婧璇 104451911000144 经济学院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慈福义 非定向

时长娟 104451911000145 经济学院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慈福义 定向

迟雯萍 104451911000147 经济学院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慈福义 非定向

魏东新 104451911000149 教育学部 教育学原理 冯永刚 定向

师欢欢 104451911000157 教育学部 教育学原理 冯永刚 非定向

刘美霞 104451911000159 教育学部 教育学原理 冯永刚 定向

黎芳媛 104451911000166 教育学部 教育学原理 于洪波 非定向

张琼文 104451911000171 教育学部 教育学原理 唐汉卫 非定向

臧琰琰 104451911000186 教育学部 教育学原理 王坦 定向

苏伟 104451911000188 教育学部 教育学原理 王坦 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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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特 104451911000192 教育学部 教育学原理 王坦 非定向

贾兆娜 104451911000200 教育学部 教育学原理 张茂聪 非定向

李玉真 104451911000209 教育学部 教育学原理 张茂聪 非定向

范津 104451911000217 教育学部 课程与教学论 徐继存 非定向

栾贻爱 104451911000221 教育学部 课程与教学论 徐继存 定向

张兰婷 104451911000226 教育学部 课程与教学论 徐继存 非定向

李雪庆 104451911000235 教育学部 课程与教学论 徐继存 非定向

李金露 104451911000240 教育学部 课程与教学论 车丽娜 非定向

谢秀红 104451911000242 教育学部 课程与教学论 车丽娜 非定向

郭方涛 104451911000260 教育学部 课程与教学论 孙宽宁 非定向

陈晴晴 104451911000270 教育学部 课程与教学论 孙宽宁 非定向

王悦 104451911000288 教育学部 课程与教学论 周海银 非定向

王玥 104451911000290 教育学部 教育技术学 陆宏 非定向

李伟 104451911000293 教育学部 教育技术学 马池珠 非定向

王凯旋 104451931000295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李寿欣 非定向

李润泽 104451931000296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李寿欣 非定向

李爽 104451931000297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李寿欣 非定向

刘方芳 104451931000299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王大伟 定向

李晓晓 104451931000300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王大伟 定向

周孟孟 104451931000301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王大伟 非定向

陈晓梅 104451931000303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王大伟 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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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姝 104451931000305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毛伟宾 非定向

纪念 104451911000319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张文新 定向 高校思政骨干专项

王玲晓 104451931000311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纪林芹 非定向

施露露 104451931000312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纪林芹 定向

袁小龙 104451931000314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纪林芹 非定向

李小玲 104451931000316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张文新 定向 高校思政骨干专项

刘洁 104451931000329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张文新 非定向

杨伟星 104451931000334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张景焕 非定向

范琳琳 104451931000336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张景焕 非定向

李云 104451911000337 文学院 文艺学 孙书文 非定向

张凯丽 104451911000338 文学院 文艺学 孙书文 非定向

安明明 104451911000342 文学院 文艺学 孙书文 非定向

白安迪 104451911000346 文学院 文艺学 孙书文 非定向

夏冬 104451911000348 文学院 文艺学 孙书文 非定向

常珺 104451911000349 文学院 文艺学 孙书文 非定向

王梦甜 104451911000352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陈长书 非定向

刘刚 104451911000356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陈长书 非定向

张明芹 104451911000357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陈长书 非定向

程媛 104451911000358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陈长书 非定向

马雅琦 104451911000359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张文国 非定向

李博瀚 104451911000361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张文国 非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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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冠男 104451911000362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张文国 非定向

张振 104451911000364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张文国 非定向

王雪连 104451911000365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张文国 非定向

曹原 104451911000368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石玲 非定向

周蕾 104451911000370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石玲 非定向

徐洋 104451911000371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石玲 非定向

王芹 104451911000372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石玲 非定向

徐东哲 104451911000377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石玲 非定向

周循 104451911000378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魏建 非定向

马文 104451911000381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魏建 非定向

侯君伟 104451911000383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魏建 非定向

许丽宁 104451911000386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贾振勇 非定向

廖姝清 104451911000389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贾振勇 非定向

胡玥 104451911000395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贾振勇 非定向

王来迎 104451911000399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吕周聚 定向

马淑君 104451911000401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吕周聚 非定向

史超 104451911000402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李宗刚 非定向

巴俊玲 104451911000406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张丽军 非定向

王婷婷 104451911000409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张丽军 非定向

尹航 104451911000410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张丽军 非定向

李胜操 104451911000417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张丽军 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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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 104451911000418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张丽军 非定向

汪泽 104451911000420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张丽军 非定向

徐亮 104451911000421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张丽军 非定向

鹿佳妮 104451911000422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姜智芹 非定向

李晓婧 104451911000424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姜智芹 非定向

朱文宣 104451911000426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姜智芹 定向

李曦 104451911000428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姜智芹 非定向

李萍 104451911000429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姜智芹 定向

谢秋萍 104451911000431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姜智芹 定向

李莹 104451911000433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姜智芹 非定向

庄婷 104451911000434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姜智芹 非定向

李云霞 104451911000435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王卓 定向

姜秋勇 104451911000440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王卓 定向

徐彦麟 104451911000441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王卓 非定向

冯海青 104451911000443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王卓 定向

刘晓娟 104451911000447 文学院 文学与语文教育 李光贞 定向

张文宾 104451911000448 文学院 文学与语文教育 李光贞 定向

张正学 104451911000454 文学院 文学与影视艺术 李掖平 定向

王张博健 104451911000455 文学院 文学与影视艺术 李掖平 非定向

孟光升 104451911000459 文学院 文学与影视艺术 李掖平 非定向

潘一静 104451911000463 文学院 文学与影视艺术 李掖平 非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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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琪 104451911000464 文学院 文学与影视艺术 李掖平 非定向

赵世佳 104451911000465 文学院 文学与影视艺术 李掖平 定向

徐光明 104451911000471 文学院 文学与影视艺术 李掖平 非定向

冯敬雨 104451911000473 文学院 文学与影视艺术 李掖平 非定向

李屾 104451911000477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世界史 赵文亮 非定向

王子尧 104451911000480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世界史 李云泉 定向

刘燕 104451911000483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世界史 孙立祥 非定向

毕一翀 104451911000484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世界史 孙立祥 非定向

崔钰磊 104451911000545 地理与环境学院 自然地理学 韩美 定向

孔凡彪 104451911000547 地理与环境学院 自然地理学 韩美 非定向

李健 104451911000548 地理与环境学院 自然地理学 韩美 非定向

张悟颖 104451911000549 地理与环境学院 自然地理学 王叶堂 非定向

安国强 104451911000551 地理与环境学院 自然地理学 徐跃通 非定向

李梦程 104451911000562 地理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学 王成新 非定向

康珈瑜 104451911000563 地理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学 王成新 非定向

杜明凯 104451911000570 地理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学 王成新 非定向

杨海林 104451911000641 商学院 管理决策理论与应用 刘凤鸣 非定向

倪冉 104451911000642 商学院 管理决策理论与应用 刘凤鸣 非定向

田翔 104451911000647 商学院 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 刘希玉 非定向

李静 104451911000648 商学院 产业组织与管理控制 夏同水 非定向

赵德洸 104451911000653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岳海涛 非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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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斐 104451911000659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岳海涛 定向

刘梅 104451911000662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岳海涛 非定向

许刚 104451911000672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岳海涛 非定向

傅玮 104451911000680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岳海涛 非定向

刘川川 104451911000687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刘赦 定向

邢习娇 104451911000690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刘赦 非定向

翟明帅 104451911000691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刘赦 非定向

张科科 104451911000696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刘赦 非定向

张树轩 104451911000708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刘赦 非定向

卢宁 104451911000717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刘青砚 定向

梁嵩 104451911000720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刘青砚 非定向

齐敬峰 104451911000721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刘青砚 定向

杜尚劼 104451911000729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刘青砚 非定向

石娟 104451911000733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刘青砚 定向

范壹峰 104451931000705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刘赦 非定向

郑立娟 104451911000738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仝晰纲 非定向

孙晓军 104451911000739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仝晰纲 非定向

李政 104451911000744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梁宗华 非定向

孙娜 104451911000748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梁宗华 非定向

王绍之 104451911000750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学 江林昌 非定向

廖妙清 104451911000751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学 江林昌 非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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