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名单 
 

序号 年  度 姓  名 学  科 导  师 

1  2021 林冠华 中国语言文学 尚丽新 

2  2021 杨林楠 社会学 魏晓虹 

3  2021 张婧伦 新闻与传播 庞慧敏 

4  2021 崔梦霞 工商管理 孟波 

5  2021 陈晓宇 考古学 谢尧亭 

6  2021 孟露露 中国史 马维强 

7  2021 王鑫 科学技术史 厚宇德 

8  2021 王晋玲 哲学 梁晓萍 

9  2021 王慧娇 马克思主义理论 石磊 

10  2021 李涛 化学 阴彩霞 

11  2021 郭晓荣 心理学 梁晓燕 

12  2021 花苏晴 心理学 高玲 

13  2021 赵秀秀 工商管理 王艳子 

14  2021 焦晓琳 法学 周子良 

15  2021 刘晓蓉 美术 刘维东 

16  2021 田滨 美术 王力军 

17  2021 常静芳 数学 王瑞霞 

18  2021 邢国荣 数学 孙桂全 

19  2021 李珏 计算机技术 曹峰 



20  2021 李春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杨陟卓 

21  2021 任巧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郭虎升 

22  2021 王晓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茹 

23  2021 王贝贝 物理学 梅锋 

24  2021 罗杰 电子与通信工程 张文梅 

25  2021 张静 电子与通信工程 肖燕 

26  2021 李盼 化学 田欣欣 

27  2021 晏湖明 化学 阴彩霞 

28  2021 吕玫 化学 张彦 

29  2021 武彩红 生物学 单树花 

30  2021 高志梅 生物学 张敏 

31  2021 杨佳鹏 生物学 赵小明 

32  2021 闫文艳 食品科学与工程 杨钰昆 

33  2021 郭婷艳 生态学 贾彤 

34  2021 张佳彧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相丽玲 

35  2021 陈廷友 工业工程 吴美琴 

36  2021 康洪志 地理学 郭东罡 

37  2021 魏玉婷 法律 李麒，韩少峰 

38  2021 闫金洧 运动训练 杜杰 

39  2021 李莎莎 环境工程 崔莉 

 

40  2020 李志鹏 哲学 王玉彬 



41  2020 裴丽婕 理论经济学 刘成虎 

42  2020 王聪荣 工商管理 王艳子 

43  2020 冯楠舒 艺术学理论 杨阳 

44  2020 王世钰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由丽萍 

45  2020 李燕 社会学 魏晓虹 

46  2020 刘重麟 社会学 卫才华 

47  2020 王婷 教育学 徐冰鸥 

48  2020 付海霞 体育学 王飞 

49  2020 荆晓宇 理论经济学 刘成虎 

50  2020 李娜 中国史 魏晓锴 

51  2020 冯希 中国史 胡英泽 

52  2020 高娟 法学 赵小平 

53  2020 薛雄 体育学 韩雨梅 

54  2020 程丹岐 公共管理 任晓春 

55  2020 王子怡 法学 张天虹 

56  2020 王培婷 数学 李安然 

57  2020 裴学英 化学 陈廷贵 

58  2020 王玲芝 药学 张立伟 

59  2020 王俊斌 计算机技术 白亮 

60  2020 段美刚 物理学 马杰 

61  2020 王金山 数学 孙桂全 



62  2020 赵菲 生物学 吕俊平 

63  2020 李佳宁 生物学 刘旦梅 

64  2020 杨超丽 物理学 秦成兵 

65  2020 郭忠慧 药学 王煜 

66  2020 刘雯 生物学 杨鹏 

67  2020 仵理想 环境科学与工程 成怀刚 

68  2020 魏巍 环境科学与工程 桑楠 

69  2020 张爱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郭虎升 

 

70  2019 陈宇鹏 哲学 周斌 

71  2019 张梦婷 哲学 殷杰 

72  2019 郑超群 理论经济学 耿晔强 

73  2019 王晓培 应用经济学 丛建辉 

74  2019 张沙沙 法学 李麒 

75  2019 林玲 社会学 段友文 

76  2019 刘泽 教育学 侯怀银 

77  2019 刘晓飞 心理学 梁晓燕 

78  2019 贾怡 体育学 韩雨梅 

79  2019 田瑾瑜 中国语言文学 刘芳坤 

80  2019 宁夏楠 中国史 郭永平 

81  2019 高金峰 数学 梁占平 

82  2019 李琛阳 物理学 马杰 



83  2019 张晓荣 物理学 秦成兵 

84  2019 刘伟 物理学 秦忠忠 

85  2019 孟志欣 化学 杨恒权 

86  2019 鲁洋 生物学 李卓玉 

87  2019 王瑞宏 生态学 贾彤 

88  2019 郭成芳 信息与通信工程 张文梅 

89  2019 钟发强 环境科学与工程 郭玉晶 

90  2019 李佳益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陈树俊 

91  2019 车晨浩 软件工程 郑文萍 

92  2019 聂佳慧 药学 李震宇 

93  2019 马光宇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信东 

94  2019 郭瑞芸 工商管理 张信东 

95  2019 高倩云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相丽玲 

96  2019 黄尧 新闻与传播 李雪枫 

97  2019 闫晓慧 图书情报 马瑞敏 

 

98  2018 霍炫伊 体育学 石岩 

99  2018 卫磊 中国史 魏晓楷 

100 2018 原东良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信东 

101 2018 冯婕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贾君枝 

102 2018 吴晓婷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田晋平 



103 2018 马忱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文剑 

104 2018 郭帅 环境科学与工程 孙海峰 

105 2018 王翠花 数学 孙桂全 

106 2018 常雅慧 化学 韩高义 

107 2018 景铃胭 化学 杨恒权 

108 2018 李晓琪 化学 阴彩霞 

109 2018 郭俊燕 生物学 吕俊平 

110 2018 孙俊清 生物学 丁国斌 

111 2018 李静 药学 李震宇 

 

112 2017 高春娟 数学 李福义 

113 2017 田  露 化学 李英奇 

114 2017 许娇娜 化学 魏春英 

115 2017 勾  昕 生物学 赵小明 

116 2017 王骏光 中国史 乔新华 

117 2017 陈敏浚 环境科学与工程 桑  楠 

118 2017 邹金凤 环境科学与工程 郭玉晶 

119 2017 曹蕾菥 生物学 付月君 

120 2017 王颖颖 生物学 李宗伟 

121 2017 姜春荣 数学 翟成波 

122 2017 颉俊慧 数学 孙桂全 



123 2017 李宇罡 数学 李庆奎 

124 2017 刘  娜 物理学 王  利 

125 2017 刘丽丽 公共管理 董江爱 

126 2017 王  鹤 中国语言文学 乔全生 

127 2017 张  恒 考古学 谢尧亭 

 

128 2016 武  锐 哲  学 魏屹东 

129 2016 张  凯 体育学 石  岩 

130 2016 张  力 中国史 行  龙 

131 2016 胡红娟 数  学 丁俊堂 

132 2016 张国兴 物理学 李保春 

133 2016 孙雪俊 物理学 卢华东 

134 2016 靳  刚 物理学 王军民 

135 2016 辛德华 化  学 施和平 

136 2016 李艳艳 化  学 石利红 

137 2016 乔云云 化  学 张国梅 

138 2016 刘亚伟 药  学 郭  炜 

139 2016 高翠翠 工商管理 刘改芳 

 

140 2015 牛娜娜 体育学 石  岩 

141 2015 关  晨 数  学 李福义 

142 2015 王丽敏 物理学 张云波 



143 2015 康俊慧 物理学 李保春 

144 2015 马凌宇 物理学 苏晓龙 

145 2015 付禄满 化  学 杨恒权 

146 2015 张玉帅 哲  学 殷  杰 

147 2015 刘  荟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由丽萍 

148 2015 夏展宏 中国语言文学 刘毓庆 

149 2015 郭昱瑾 外国语言文学 宋德强 

 

150 2014 王变珍 外国哲学 魏屹东 

151 2014 张艳妮 高等教育学 陈平水 

152 2014 杨凤鸣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陈春香 

153 2014 李汝江 理论物理 李禄 

154 2014 贾爱爱 光学 朱诗尧 

155 2014 屈丽君 无机化学 阴彩霞 

156 2014 张文娟 物理化学 杨恒权 

157 2014 戴健鑫 有机化学 施和平 

158 2014 李文玲 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 李卓玉 

159 2014 王晴 情报学 相丽玲 

160 2012 郭晓慧 马克思主义哲学 乔瑞金 

161 2012 马占骋 物理化学 杨恒权 

162 2012 陈强 无机化学 李思殿 

163 2012 支海娟 药物化学 李震宇 



164 2012 许丽娟 伦理学 薛勇民 

165 2012 王晓芳 药物分析 赵强 

166 2012 马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刘维奇 

167 2011 张建辉 伦理学 薛勇民 

168 2011 杨德超 科学技术哲学 殷杰 

169 2011 吴志鹏 数量经济学 杨俊仙 

170 2011 李玉芬 美术学 张明远 

171 2011 孙杨 广播电视艺术学 张宪平 

172 2011 高巍 无机化学 陈绘丽 

173 2011 黎广 物理化学 杨恒权 

174 2011 杨仁佳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付月君 

175 2011 孙磊 科学技术史 张培富 

176 2011 刘思琪 行政管理 王臻荣 

177 2011 李佳玉 图书馆学 裴成发 

178 2011 王永芳 情报学 贾君枝 

179 2010 张海燕 政治学理论 董江爱 

180 2010 李全平 社会学 行龙 

181 2010 李婉婷 中国古代史 石涛 

182 2010 吕晓龙 凝聚态物理 张云波 

183 2010 李莹英 环境工程 程芳琴 

184 2009 胡丹婧 体育人文社会学 石岩 



185 2009 王虎群 物理化学 张智敏 

186 2008 赵晓聃 外国哲学 郭贵春 

187 2008 董清晨 应用化学 魏学红 

188 2008 杨之霞 情报学 张翠英 

189 2007 刘成虎 经济史 刘建生 

190 2007 赵靖 音乐学 陈剑一 

191 2007 张苏净 光学工程 张宽收 

192 2006 宋尚玮 科学技术哲学 郭贵春 

193 2006 尤洋 科学技术哲学 殷杰 

194 2006 张大力 体育人文社会学 石岩 

195 2006 张永平 理论物理 梁九卿 

196 2006 许志成 药物分析学 董川 

197 2005 师文兵 马克思主义哲学 乔瑞金 

198 2005 蒋莉 美术学 王纪平 

199 2005 孟变红 无机化学 高飞 

200 2005 武宝利 分析化学 双少敏 

201 2005 郭娟 光学工程 郜江瑞 

202 2005 张虎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郑家恒 

203 2005 杨美玲 动物学 马恩波 

204 2005 吴建军 药物分析学 晋卫军 

205 2005 庞月红 药物分析学 双少敏 



206 2004 王俊红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梁吉业 

207 2004 李利平 光学 张天才 

208 2004 刘桂荣 基础数学 燕居让 

209 2004 赵法刚 光学 潘庆 

210 2004 于跃 美术学 郭玉祥 

211 2004 王涛 马克思主义哲学 乔瑞金 

212 2004 刘杰 科学技术哲学 郭贵春 

213 2003 安军 外国哲学 郭贵春 

214 2003 张立荣 古代文学 傅如一 

215 2003 康瑞军 音乐学 高兴 

216 2003 韩晓莉 中国近现代史 行龙 

217 2003 张国梅 分析化学 双少敏 

218 2003 卫艳丽 分析化学 董川 

219 2003 张彩红 有机化学 陈兆斌 

220 2003 张建民 植物学 张峰 

221 2003 王定星 动物学 王兰 

222 2003 许志勇 光学工程 李仲豪 

223 2002 贺天平 科学技术哲学 郭贵春 

224 2002 张钧 经济法 王继军 

225 2002 陈敬 运动人体科学 乔德才 

226 2002 杨郁 分析化学 双少敏 



227 2002 张素平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梁爱华 

228 2001 李小博 外国哲学 郭贵春 

229 2001 乔新华 中国古代史 杨国勇 

230 2001 逯丽清 基础数学 李福义 

231 2001 韩广业 无机化学 杨频 

232 2001 王小萍 分析化学 潘景浩 

233 2001 张虎生 动物学 梁爱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