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 

学院（中心、所） 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领域名称 指 导 教 师 

数学科学学院 应用统计硕士  

柴树根 丁俊堂 董晨昱 郝江浩 李冬梅 李济洪 李顺勇 刘迪 刘桂荣 刘维奇 孟

琼 孟银凤 牛奉高 祁宏 秦瑞兵 王宇钊 王钰 郁磊 翟成波 赵爱民 

法学院 法律硕士 

法律（法学） 

王继军 曹笑辉 郭英杰* 何建华 黄晓燕 金永恒 雷富春 李冰 李冰强 李麒 李

苏林 李晓燕 梁慧瑜 刘海波 刘恒* 刘丽萍 马爱萍 马秀娟 毛瑞兆 祁小敏 任

凤莲 史凤林 史永丽 孙淑云* 汪渊智 王士亨 王淑娟 王霄燕 王子昀 温树英 

武志孝 徐大勇 薛荣 闫斌 杨志军 殷守革 游文亭 原美林 张钧* 张天虹 张晓

亮 张翼杰 赵大为 赵小平 赵银翠  

法律（非法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工作硕士  白子仙 郭新平 郭燕霞 黄孝东 梁振华 刘梦岳 马华 慕良泽 张伟豪 

教育科学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教育硕士 

教育管理 

陈平水 郭芳芳 郭芬云 郭三娟 侯怀银 侯佳 梁晓燕 刘庆昌 任桂平 孙杰 徐冰

鸥 徐炜霞 杨继平 张俊友 张夏青 张小丽 赵国栋 郑玉飞 李晓华 祁东方 项继

发 范红霞 高玲 刘丽 刘丽红 卢富荣 孙雅峰 王福兰 丁红玲 韩永强 贾旻 李

光 李艳莉 桑宁霞 王梦云 闫卫平 

小学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 

学前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 



学院（中心、所） 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领域名称 指 导 教 师 

体育学院 体育硕士 

体育教学 
李建英 刘龙 王豫东 邵建功 陈安平 陈晋云 董晋 杜杰 冯本余 郭凌宇 韩雨梅 

李金龙 刘红 刘宏强 刘敏 刘生杰 刘映海 楼静 吕慧 孟林盛 石晓峰 石岩 王

飞 王晓红 王燕军 吴丽君 武宝爱 相建华 张荷玲 郑先云 韩东生 吕韬 王晶晶 

曹爱斌 侯向锋 靳鑫 王忞焯 王莹 赵晋枫 赵永军*    

运动训练 

竞赛组织 

社会体育指导 

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白静茹 段恺 葛延峰* 郭俊红 郭鹏 郭万金 郭永平 侯立睿 侯文宜 贾秀云 李

小萍 刘建民* 吕慧 尚丽新 史秀菊 田永涛* 王春林 王为民 王旭 卫才华 温振

兴 杨俊杰* 杨文娟 尹变英 岳海燕 张建伟 张向真* 张小敏 赵建常 赵寅君 郑

继娥 郑伟 

教育科学学院 应用心理硕士  

范红霞 陈永香 高玲 靳义君 梁晓燕 刘丽 刘丽红 卢富荣 孙雅峰 王兴超 杨继

平 张曙光 

外国语学院 翻译硕士 

英语笔译 

荆素蓉 白爱宏 陈秋仙 段毅豪 郭威 韩彩英 郝琳 纪墨芳 李广凤 聂建中 乔洁 

王晋瑞 王荣斌 吴亚欣* 闫玉华 杨林秀 于国栋* 张海涛 张艳丰 张耀平 

日语笔译 

宋德强 权彤 

日语口译 



学院（中心、所） 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领域名称 指 导 教 师 

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硕士  

庞慧敏 郭卫东* 郝建新 焦中栋* 李雪枫 王涵* 王红叶* 魏晓军* 温建梅* 邢云

文 尹长虹* 袁文丽 张明芳 张宪荣 赵瑞锁 

历史文化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李君 陈涛 陈小三 邓惠 韩炳华* 郝军军 郝平 侯侃 侯亮亮 霍东峰 金智铉 李

全平 刘辉 刘伟国 孟伟 石晶 王京燕* 王俊* 王涛* 王炜 王小娟 王晓毅* 武

夏 谢尧亭 晏雪莲 杨波 杨建庭 张焯* 张亮 赵杰 周亚 

物理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硕士 

通信工程 

张文梅 陈力荣 陈名 陈新伟 付芳 耿彦峰 郭大波 郭天昊 郭艳艳 韩国瑞 韩丽

萍 郝潇 贾鹤萍 贾丽娜 李光辉 李昊璇 梁建安 梁美彦 刘宇峰 逯暄 马润波 

乔晓艳 宋丽军 宋振飞* 苏晋荣 孙丹丹 田晋平 王国刚 王贺 王昆 王少锋 王

晓波 王晓峰 王晓凯 王晓雯 王艳 王莹 肖燕 薛文瑞 杨荣草 杨荣国 翟淑琴 

张丽红 张志才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 

梁吉业 白鹤翔 白亮 白妙青 白雪飞 曹付元 畅江 陈红星 陈路 陈千 陈士剑 

崔军 翟岩慧 杜航原 冯凯 高嘉伟 耿海军 郭虎升 郭丽峰 郭小英 郭鑫 韩建栋 



学院（中心、所） 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领域名称 指 导 教 师 

软件工程 

胡治国 黄利 姬张建 贾洁茹 姜高霞 李德玉 李桂成 李莉 李琳 李茹 李雪梅 

李艳红 梁宇栋 廖健 刘全明 吕国英 马千里 门昌骞 庞继芳 彭甫镕 钱揖丽 钱

宇华 宋艳涛 孙敏 谭红叶 王春年 王飞 王锋 王金勇 王俊红 王齐 王文剑 王

智强 温超 温静 吴鹏 武俊生 徐丽云 许行 闫俊伢 闫涛 杨红菊 杨陟卓 姚姗

姗 张超 张峰 张海云 张虎 张霞 张夏蕾 赵兴旺 郑建兴 郑文萍 

人工智能 

数学科学学院 控制工程 

贾新春 白建云 常茹 陈俊君 池小波 崔康 樊民革 范秋霞 冯江涛 高红斌 高山

凤 关燕鹏 郭翠花 贺艺军 胡晓玲 焦亭 靳平 靳智平 李福义 李金仙 李瑞娟 

李志新 刘建康 刘林仙 刘美红 刘锁清 刘振国 孟宏君 南雪莉 王建荣 王灵梅 

王玲桃 王琦 王倩 王素格 王欣峰 许富景 闫丹 杨波 印江 游秀 禹健 张倩倩 

张亚静 张园萍   

物理电子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工程 

马维光 陈旭远 翟泽辉 董磊 董雅宾 冯晋霞 付永明 胡建勇 姬中华 贾锁堂 焦

月春 靳丕铦 靳晓丽 景明勇 李昌勇 李凤琴 李卫 李永民 李渊骥 刘奎 刘青梅 

卢华东 马一飞 秦成兵 苏静 孙恒信 田龙 仝召民 汪丽蓉 王梅 王旭阳 王雅君 

王彦华 武红鹏 武寄洲 肖连团 徐磊 闫晓娟 尹王保 元晋鹏 张国峰 张雷 张临

杰 张鹏飞 张强 张强 张玉驰 赵刚 郑耀辉  



学院（中心、所） 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领域名称 指 导 教 师 

化学化工学院 

分子科学研究所 
材料与化工硕士 

材料工程 
方莉 高春光 高鹏飞 郭宇琦* 郝雅娟 吉向飞 贾志奇 李海涛 李勇 裴继凯 任

振兴 石利红 谭静静 王辉辉* 王永钊 王长真 武建兵 杨巧珍 于探来* 张国梅 

张剑 张因 张越 赵江红 赵永祥 
化学工程 

环境与资源学院 

环境科学研究所 

资源与环境工程研究所 

资源与环境硕士 环境工程 

班巧英 柴宝峰 成怀刚 程芳琴 程曼 程文婷 崔静磊 崔莉 董川 董文娟 范丽芳 

范远 冯政君 高冠龙 高宏宇 高建明 耿红 弓晓娟 郭东罡 郭彦霞 郭玉晶 韩辉 

韩明 郝艳红 解静芳 李东雄 李恩泽 李广科 李华 李剑锋 李瑞金 李伟 李勇 

李忠平 梁文婷 廖洪强 刘付永* 刘海龙 刘瑞卿 刘雪峰 刘洋 刘勇 刘媛媛* 芦

冬涛 路广军 马学文 马志斌 潘子鹤 钱阿妞 秦国华 邱瑞芳 桑楠 史志明 宋慧

平 宋胜梅 苏超 孙海峰 孙慧芳 王宝凤 王聪颖 王翠红 王飞 王健行 王菁 王

伟鹏 卫艳丽 魏海英 吴彦丽 武志涛 许召赞 续红妹 薛占金 燕可洲 杨凤玲 杨

振华 张慧荣 张金才 张俊 张立国 张丽宏 张全喜 张昕 张圆圆 张月霞 郑先云 

智建辉 朱宇恩  

电力与建筑学院 能源动力硕士 

电气工程 薛太林 白涛 郭聪秀 吕高 彭文平 宋显锦 苏小林* 田俊梅 王福珍 王祺 王秀

丽 吴娇 吴彦丽 武晓冬 熊英莹 闫高程 闫来清 姚方 张凡 张学军 赵巧娥 赵

兴勇 郑立星  动力工程 



学院（中心、所） 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领域名称 指 导 教 师 

生命科学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生物与医药硕士 

生物技术与工程 

白宝清 薄涛 陈栋栋* 陈广信 陈树俊 陈霞 崔晓东 崔晓钢 单树花 丁国斌 段

新娥 范三红 冯佳 冯娇 冯丽恒 郭彩霞 郭炜 郝俊生 霍方俊 金竹萍 李彬春 

李晨 李汉卿 李娇 李君剑 李美萍 李英奇 李卓玉 梁振 刘峰 刘爽 刘涛* 刘志

强 落继先 吕俊平 孟庆来 南芳茹 聂志强 潘继刚 裴雁曦 施和平 石虎 石亚伟 

史江颖 双少敏 孙海峰 孙元琳* 王晶 王景雪 王兰 王蕾 王梦亮 王鹏 王琪 王

伟 王云侠 王志军* 尉立刚 魏克强 武海丽 肖涵 熊琦 熊秋宏 许静 许鹏 杨彩

婷 杨恒权 杨秀清 杨钰昆 姚明泽 袁世芳 张犇 张变香 张国华 张建珍 张锦华 

张静 张利军* 张敏 张姝 张婷婷 张学尧 张永斌 张左兵 赵宏伟 赵佳* 赵仲华 

朱凤祥  

制药工程 

食品工程 

发酵工程 

生命科学学院 农业硕士 

资源利用与植物

保护 

董玮 郭东龙 韩鹏飞 李涛 刘旦梅 刘卫敏 刘晓健 赵小明 董峰 韩彦莎 刘娜 

刘琪 孙敏 杨映娟 李亚莉* 刘中芳* 陆俊姣* 王软林 王艳丽 邢树平 许成钢 

张绵 张徐波 张一超 赵飞* 董丽 郝丽宏 贾如 剌晓琴 李平 李涌泉 刘旭东 刘

月 马文丽 王茜 杨埔 张立超 柴宝峰 付月君 高芬 孔冬梅 李玉英 钮利喜 任

竹梅 宋莉 田怀东 吴海花 谢树莲 仪慧兰 张丽珍 张艳峰 张永杰 赵淑清  
食品加工与安全 



学院（中心、所） 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领域名称 指 导 教 师 

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 中药学硕士  

秦雪梅 蔡瑾 崔晋龙 高丽 高晓霞 宫文霞 李爱平 李建国 李科 李石飞 李震宇 

刘晓节 刘月涛 马开庆 秦雪梅 田俊生 武兴康 闫艳 张福生 张建琴 张立伟 周

玉枝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  

李常洪 常涛 丛建辉 崔海燕 杜俊萍 高帅 高燕翔* 耿晔强 郭铖 郭沛 和芸琴 

胡向真 黄逸群 贾蕊 焦晶 景保峰 李安 李冰 李蓉 李志强* 李智俊 梁红岩 刘

雯 刘兴华 梅建军 米俊绒 牛学杰 秦志琴 石涛 史江涛 宋鹏 宋志红 王国霞 

王涛 王翔宇 王辛平* 王艳子 王战 武丽娟 辛安娜 燕蜻 杨军* 杨俊仙 翟晓英 

张波 张苏串 张源媛 赵明霞 赵秀清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硕士  

王臻荣 曹永胜 崔文奎 翟新花 董江爱 郭翠萍 胡若雨 霍淑红 冀慧珍 金平 李

恒灵 李利宏 李蓉蓉 李若晶 廉如鉴 刘华 刘青江 柳彦 罗国亮 马小娟 马运瑞 

任晓春 史莉芳 苏昕 王慧斌 王毅 闫飞飞 晏英 杨绘荣 原超 张嘉凌 张力 张

民省 朱丽君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硕士  赵建凤 曹国昭 陈艺萍 李补喜 齐芬霞 史金凤 张腊凤 

历史文化学院 旅游管理硕士  董建英 冯文勇* 李燕燕刘改芳 孟波 苏志珠 闫爱萍 张海鸥 张志亮 朱专法 



学院（中心、所） 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领域名称 指 导 教 师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图书情报硕士  

马瑞敏 贾君枝* 雷晓庆 李佳佳 李倩 齐向华 尚珊 王瑞云 毋江波 相丽玲 肖

珑 杨光 由丽萍 张梅俊 张晓梅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硕士 

工业工程与管理 陈晓旭 范建平 高俏俏 焦文婷 李继红 刘爱琴 芦彩梅 毛松 聂思玥 曲卫华 石

艳霞 史杨焱 田新豹 王继光 王龙 王素娟 吴丽荣 吴美琴 邢红卫 杨威 张信东 

张振芳  物流工程与管理 

音乐学院 

艺术硕士 

音乐 

安平 曹艺 陈华强 哈筝 韩敏虎 韩亚嵌 侯秀华 贾江丽 贾静 贾争慧 焦春梅 

李相君 李岩峰 梁鲲 刘佳 逯惠娟* 逯凯 路畅 庞礡 亓迎春 乔欣 任晋燕 史智

轩 孙琦 田洁 田静 田菽峰 王建宝 王赞珍 邬江 徐晋山 薛娟 薛晓妹 阎征宇 

杨丽珺 张晋俐 张立忠 张雁 赵毅超 郑斌 周娜 朱鲁军 

舞蹈 黄建新 贾迪 李雪玲 许晓云 张宇宁 赵萌  

美术学院 

美术 

刘维东 常潇 付爱国 郭菲 郭秋英 胡紫南 李玉福* 刘彩军 史宏云 王力军 臧

新明 张桐源 张卫东 仲丛惠  

艺术设计 
高鑫玺 白钊义 陈俊 冯任军 韩志强 蒋莉 李恒东 李蕾 刘勇 乔蓉蓉 王璐 王

怀宇 王亚竹 王志俊 武贵文 要宇 于跃 张惠新 

注: 1. 总计 979 人，2021.12.7 更新 



2. 排序方式：除学科带头人（字体为褐色）外均以姓氏拼音排序 

3. 姓名右上角打“*”者为外单位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