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证件号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名称 博导姓名 备注
1 蔡馨毅 450881******080025 考古学 先秦考古 杜水生
2 王楚宁 110108******226052 考古学 先秦考古 武家璧
3 赵胤琦 140106******043013 中国史 中国史学思想史 汪高鑫
4 陈珍 622628******286107 中国史 中国史学史 周文玖
5 刘嘉诚 410703******052531 中国史 中国史学史 周文玖
6 曹亮 622421******195736 中国史 中国史学史 周文玖
7 汤阳 330902******030028 中国史 中国近现代史学 张越
8 陈丹琪 440508******06004X 中国史 历史文献学 张升
9 秦雅婕 450326******250027 中国史 历史文献学 张升
10 章豪 331082******054257 中国史 历史文献学 张升
11 海艳 612524******203661 中国史 历史文献学 张升
12 马常惠 370783******297022 中国史 历史文献学 张升
13 赵琪 371121******070025 中国史 历史文献学 张升
14 陈巧锐 532131******100016 中国史历史文献学（含中华传统文化）姜海军
15 梁晨阳 610481******29302X 中国史历史文献学（含中华传统文化）姜海军
16 耿文昭 412826******045218 中国史 历史地理与环境变化 王培华
17 王泽青 610403******213027 中国史 历史地理与环境变化 王培华
18 张高彬 511521******096417 中国史 历史地理与环境变化 王培华
19 吴晓川 130902******300313 中国史 先秦史 晁福林
20 李仪琛 130403******062124 中国史 先秦史 罗新慧
21 李森 412702******241011 中国史 先秦史 罗新慧
22 陈强博 622424******212852 中国史 先秦史 罗新慧
23 王旭 622722******263818 中国史 隋唐史（含敦煌学） 赵贞
24 李一纯 110102******141525 中国史 隋唐史（含敦煌学） 赵贞
25 赵成仁 622223******055656 中国史 隋唐史（含敦煌学） 赵贞
26 薛晓澜 310227******150049 中国史 隋唐史（含敦煌学） 赵贞
27 曹季泽 412327******256626 中国史 隋唐史（含敦煌学） 赵贞
28 赵贤莲 360721******233667 中国史 易学文化 张涛
29 周雷杰 130434******175692 中国史 易学文化 张涛
30 韩海容 210881******151244 中国史 易学文化 张涛
31 张书田 150207******241011 中国史 易学文化 张涛
32 乔丹 211381******114928 中国史 中国学术思想史 李锐
33 方新雷 341127******15141X 中国史 中国学术思想史 李锐
34 王春华 410105******070033 中国史 中国学术思想史 李锐
35 陈子恒 500107******271616 中国史 中国近代文化史 李帆
36 吕一帆 620103******031939 中国史 中国近代文化史 李帆
37 李树婷 410621******080023 中国史 中国近代文化史 张昭军
38 秦文晋 371502******111525 中国史 中国近代文化史 张昭军
39 张乃文 210105******054620 中国史 中国近代文化史 张昭军
40 张健伟 370123******18521X 中国史 中国近代文化史 张昭军
41 刘晴 140225******251822 中国史 中国近代文化史 郑师渠
42 曹宇 411224******282114 中国史 中国近代文化史 郑师渠
43 吴迪芃 350600******15002X 中国史 中国现当代政治史 张皓
44 李晓静 370783******07136X 中国史 中国现当代政治史 张皓
45 李理 210106******31243X 世界史 史学理论及外国史学史 董立河
46 张永娟 410927******112026 世界史 史学理论及外国史学史 董立河
47 顾兴宇 370105******280612 世界史 中外古史比较研究 蒋重跃
48 宋昊璘 130502******061510 世界史 中外古史比较研究 蒋重跃
49 吴苗 622123******221466 世界史 世界上古史 杨共乐
50 黄宗尧 360103******010032 世界史 世界上古史 杨共乐
51 张迪 410323******050548 世界史西欧中古史（含前近代基督教史）刘林海
52 许亚飞 130106******110320 世界史西欧中古史（含前近代基督教史）刘林海
53 邱家瑞 131081******09182X 世界史 英国史 郭家宏
54 刘婧妍 110108******121323 世界史 英国史 郭家宏
55 丁慧 411503******014827 世界史 英国史 郭家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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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宋天峻 130802******062139 世界史 英国史 郭家宏
57 王康旭 372901******060635 世界史 英国史 郭家宏
58 杨荣举 130424******092719 世界史 英国史 郭家宏
59 申奥 110105******259635 世界史 英国史 郭家宏
60 曹方舟 210102******27181X 世界史 英国史 郭家宏
61 傅加杰 320107******043414 世界史 英国史 郭家宏
62 志杰 440103******055715 世界史 英国史 郭家宏
63 赵茜雅 142433******150727 世界史 法国史 庞冠群
64 赵艺徽 210802******302527 世界史 法国史 庞冠群
65 殷雯 430725******048542 世界史 法国史 庞冠群
66 曹漩 340825******200213 世界史 俄国史（含苏联时期） 张建华
67 王晨 510802******202042 世界史 俄国史（含苏联时期） 张建华
68 余炯辉 441522******190057 世界史 俄国史（含苏联时期） 张建华
69 陈秀清 140622******053920 世界史 俄国史（含苏联时期） 张建华
70 解冬珵 110108******091817 世界史 国际关系 李兴
71 张爽 532427******300028 世界史 国际关系 李兴
72 邹松洋 210603******106527 世界史 国际关系 李兴
73 李清扬 340111******044516 世界史 国际关系 李兴
74 杜洞光 130684******174973 世界史 国际关系 李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