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校外兼职导师名单
类别名称

领域名称

导师姓名
白险峰 白永旺 边智慧 陈明华 仇拉锁 邓一峰 冯少勇 郭鸿 郭强 高文君 韩少

法律（非法学）

峰 郝晓琴 候正伟 李晓伟 李原生 李云涛 马春生 马民英 宁建新 秦伟 任生林
苏天 王国宏 王华 王稼瑶 王俊卿 王文娅 王小燕 文晓平 吴刚 夏振贵 闫喜春

法律硕士
法律（法学）

闫卫伟 阎默彧 杨继勇 杨玉华 杨泽民 尹小龙 翟瑞卿 张东红 张福平 张金锁
张双喜 赵建平 赵雅清 郑福 周东曙 周太生 周雪松
丁玮* 郭秉政* 贾素萍* 裴秀芳* 孙秀梅 王斌红* 王丽华 王宋芳* 王素萍 王小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职业技术教育
体育硕士

军 王永刚* 张华* 张晋芳* 张绣蕊 赵立宏*

雷承锋 苏小林

体育教学

曹电康 曹景川 程中平 丁怀民 高波 高进 何洋 季跃龙 蒋薇 李健康 李津蕾 刘

运动训练

海明 李娜 刘希源 孟明亮 穆勇 苏亚君 孙海飚 田文波 王举涛 王霆 王莹 王向

竞赛组织
社会体育指导

东 王晓刚 王友群 巫影潭 吴剑 解强 谢威 张春 张龙 张路 张翔 张晓蕊 赵岷
赵晓春 朱丽琦 朱天燕 左伟
白春香 耿振东 郭利霞 李慧 刘元满 马艳 任建国 王卯根 王明辉 杨占平 赵延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风 赵中悦

应用心理硕士

丁玮 郭秉政 贾素萍 裴秀芳 王斌红 王宋芳 王永刚 张华 张晋芳 赵立宏
英语笔译

翻译硕士

日语笔译

冯智强 韩丽蓉 郝宇云 黄玉雄 霍春赛 贾文渊 连彩云 连耀峰 师传宝 王琦 王
岫 武绍忠 席玉虎

日语口译
新闻与传播硕士

冯印谱 郝建新 焦中栋 李晋豫 刘宇 欧阳梦 齐作权 杨珏 尹长虹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郭学雷 郭银堂 韩炳华 李培林 马昇 王京燕 王俊 谢尧亭 张焯 张志忠
电气工程

宋述勇 唐震 王佳伟 王金浩 王天正 蔚晓明 武中 杨爱民 俞华 张东霞

工程硕士
电子与通信工程

冯俊博 付峻青 高波 宁慧青 秦君 宋玉明 王传汉 赵国栋 张烜 张红兵 周瑞清

控制工程

胡耀飞 李王斌 孟秉贵 苏华 王冬 王志军 文元生 杨德荣
丁钢柱 樊海荣 冯煜 郝寿昌 和建波 胡全中 鲁涛 马楠 苗爱梅 乔崇扬 申朝晖

计算机技术

王保萍 颜焕强 杨旭东 姚洪 张庆芳 张小宇 赵鹏 周小波
丁钢柱* 樊海荣* 冯煜* 郝寿昌* 和建波* 胡全中* 鲁涛* 马楠* 苗爱梅* 乔崇

软件工程

扬* 申朝晖* 王保萍* 颜焕强* 杨旭东* 姚洪* 张庆芳* 张小宇* 赵鹏* 周小波*
冯志武 郭捷* 郭俊凌 郭喜良 韩红青 梁小元 林发现 骆彩萍 马国章 曲令多 孙

化学工程

自瑾 王峰 王克智 杨学英

张宝会 张建平 赵英杰

白志鹏 董轶茹 杜斌 傅垣洪 郝新波 黄占峰 荆小兵 郭晨夫 李红 马金元 马晓
环境工程

勇 庞兰强 师莉娟 石宝友 孙鹏程 王兰君 王瑞军 王云 王泽云 许涛 杨成立 杨
迪 张俊才 张培华 张淑样 张志宇 赵秀萍

食品工程

边俊生 李云龙 苏槟楠 张素华
董迷柱 范圣此 郭捷* 郭景文* 韩卫东 李安平 李东红 李建伟* 李明花 李树有

制药工程

王春芳 王志敏 张爱荣* 张二利 张蕻*

工业工程

荆冰彬 平建明 仝岩林

生物工程

郭尚 蒙秋霞 牛伟 邵嘉鸣 武晓英

项目管理

陈增寿 范晔 郝志强 刘军 苏珍

物流工程

贺登才 史振伟 王俊飚 岳云康 谢振芳 阎剑鸿 张树

农艺与种业
农业硕士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曹天文 韩渊怀 苏槟楠* 王广元 王益华 赵玉明

食品加工与安全
中药学硕士

安全 郭景文 雷振宏 李建国 李建伟 连云岚 秦正国 谢君 张爱荣 张玲 张蕻 朱
平
柴舸 崔联会 董晋辉 韩建明 李树人 刘昕 马建军 汪鹏飞 王建中 笑雪 姚宏 原

工商管理硕士

旭升 张学明 张勇 赵鹏

常国栋 巩成 韩良会 郝志远 贺新华 刘精瑛 刘小平 卢晓中 马爱锋 牛选奎 任
守福 孙宏志 王德平 王廉允 王亚 邢利民 姚逊 张高宏 张健 张丽霞 张澎湧 张

公共管理硕士

有乾 智秀隆
会计硕士

董祥 郭小兵 李永清 刘爱玲 祁永军 孙丽斌 赵莉萍 赵强

旅游管理硕士

贺志勇 师振亚 杨永生

图书情报硕士

白才进 郭欣萍 贺培凤 侯铁虎 晋晓强 罗霄 苗文化 石焕发 田光明 魏存庆 赵
冬梅 赵迎春
李和平 刘洪树 马啸 苗洁 牛宝林 陕军 宋建敏 孙鸣 王高林 王舒袖 吴冀 吴巧
音乐

云 夏平 谢琳 杨立岗
董智敏 冯如星 韩清波 韩少辉 郝兴义 金小民 李翠林 梁力强 刘树山 刘文哲

艺术硕士

美术

沈少民 石跃峰 孙海青 王俊 王康 王学辉 王亚 姚军 阴凤华 张建设 张生勤 张
铁锁 赵社英 赵险峰 周毅
白树栋 陈建军 方岩 冯高磊 傅泽秋 高辉 韩虎山 何俊明 解建军 李锦生 李鹏

艺术设计

斌 刘晓辰 刘哲彪 毛增印 渠岩 申明远 王玉文 许力 薛晓东 阎旭晨 杨弦 伊宝
尹玉平 岳少华 张恩光 张学峰 赵毅凯

注：总计419人，加“*”者为跨专业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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