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博士生指导岗位选任上岗教师名单（校内） 

 

学科代码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姓名 

文艺学（050101）   

01 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 张晶、杨杰 

02 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 张鸿声、逄增玉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050102）   

01 应用语言学的历史及理论 张民权 

03 广播电视语体研究 赵雪 

04 对外汉语教学 李大勤、邢欣 

05 语言教学 李佐文 

新闻学（050301）   

01 新闻理论与历史 郎劲松、曾庆香、艾红红、陈作平 

02 新闻采编 王灿发、方毅华、张丽 

传播学（050302）   

01 理论传播学与传播史 
胡正荣、陈卫星、段鹏、李智、龙耘、袁军、 

宫承波、张磊、陈默 

02 国际传播 张艳秋、麻争旗、张开、孙英春 

03 受众与传媒生态 杨旭东、王保华 

04 传媒政策与法规 李丹林、王四新 

05 传播研究方法 丁迈、王锡苓 

06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 刘昶、肖欢容、刘燕南 

07 政治传播 荆学民 

08 传播心理学 杨宜音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080904）   

01 电磁理论与电磁兼容技术 逯贵祯 

03 天线与微波技术 李增瑞 

05 计算电磁学 康彤 

通信与信息系统（081001）   

01 数字广播技术 杨占昕、刘守训 

03 数字视频技术 史萍、姜秀华、李绍彬、朱永贵 

04 宽带信息网络 刘剑波、王晖、张勤、杨成、周春来、颜金尧 

信号与信息处理（081002）   

01 大数据信息处理 陈远知、鲁永泉 

02 数字文化处理技术 蒋伟、任慧 

03 声信号与声场信息处理 孟子厚 

美术学（130400）   

01 中国书写文化研究 刘守安 

02 美术历史与理论  叶建新 

新媒体（0503J2）   

01 新媒体产业 赵子忠、张宏 



互联网信息（0503J4）   

01 互联网与社会治理 隋岩 

02 互联网视听传播 钟大年、王晓红、吴炜华 

广播电视学（0503Z1）   

01 广播电视理论与历史 刘宏 

02 广播新闻 邓炘炘、王宇、张彩、孟伟 

03 电视新闻 任金州、曾祥敏 

04 纪录片 秦瑜明、张雅欣、何苏六 

05 电视摄影 陈刚 

06 电视理论与批评 周文、崔林 

广告学（0503Z2）   

01 广告理论与广告史 黄升民、黄京华、刘英华 

02 广告传播与广告业务 丁俊杰、初广志、张树庭、文春英 

传媒经济学（0503Z3）   

01 传媒经济 吕志胜、金雪涛 

02 国际文化贸易 李怀亮 

03 传媒产业系统分析 昝廷全 

04 传媒经营与管理 宋培义、任锦鸾、姚林青、谢伦灿 

编辑出版（0503Z4）   

01 编辑出版学 蔡翔、李频 

国际新闻学（0503Z5）   

01 国际问题与新闻报道 刘笑盈、何兰 

02 对外新闻 张毓强 

舆论学（0503Z7）   

01 理论舆论学 雷跃捷 

新媒体（0810J2）   

01 网络新媒体技术 张鹏洲、曹三省 

艺术与科学（0810J3）   

01 脑科学与智能媒体技术 曹立宏 

互联网信息（0810J4）   

01 媒体大数据与社会计算 王永滨、夏征宇、沈浩 

信息计算技术（0810Z1）   

01 信息安全 潘耘、隋爱娜 

02 多媒体内容计算 黄祥林、石民勇、于水源、费广正 

03 分布式计算 朱立谷 

文化产业（1301J1）   

01 区域文化产业研究 魏晓阳、范周 

02 文化经济研究 张春河 

艺术与科学（1301J3）   

01 视听艺术与科学 戴志强 

艺术史论（1301Z1）   

01 艺术传播学 王杰文、施旭升 

02 艺术美学 周月亮 



传媒艺术学（1301Z3）   

01 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 胡智锋、彭文祥、张国涛、杨乘虎 

音乐学（1302L1）   

01 音乐社会学与音乐传播 赵志安、何晓兵、伍建阳 

02 传统音乐理论 路应昆 

戏剧戏曲学（1303L1）   

03 戏剧戏曲艺术 周靖波 

04 戏曲文学 钟涛 

广播电视艺术学（1303L2）   

01 广播电视艺术美学 卢蓉、仲呈祥、王黑特 

02 电视剧历史与理论 李胜利、戴清、秦俊香 

03 广播电视文艺理论 张育华 

04 文艺美学 倪学礼 

电影学（1303L3）   

01 电影史（侧重中国电影） 袁庆丰、史博公 

02 电影理论 张宗伟 

03 电影创作 周涌、潘桦、游飞、蒲剑 

播音主持艺术学（1303Z1）   

01 中国播音学 鲁景超、曾志华 

02 世界华语传媒 李洪岩 

动画艺术学（1305Z1）   

01 动画理论与实践 黄心渊 

02 动画产业 高薇华 

数字媒体艺术（1305Z2）   

01 数字媒体理论与实践 贾秀清、廖祥忠 

 

 

 

 

 

 

 

 

 

 

 

 

 

 

 

 

 

 

 



 

2016年博士生指导岗位选任上岗教师名单（校外） 

 

学科代码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姓名 

新闻学（050301）   

03 报刊理论 谢国明 

传播学（050302）   

01 理论传播学与传播史 赵月枝 

02 国际传播 刘利群、波特兰·康伯多奇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080904）   

02 散射与逆散射 殷红成、黄培康 

04 目标识别 陈军文 

信号与信息处理（081002）   

01 大数据信息处理 吕锐 

02 数字文化处理技术 张树武 

广播电视学（0503Z1）   

03 电视新闻 刘长乐、王纪言 

04 纪录片 孙曾田 

06 电视理论与批评 王甫 

广告学（0503Z2）   

01 广告理论与广告史 赵琛、魏然 

编辑出版（0503Z4）   

01 编辑出版学 柳斌杰、阎晓宏、于殿利 

信息计算技术（0810Z1）   

01 信息安全 杨义先 

文化产业（1301J1）   

01 区域文化产业研究 贾旭东、杨开忠 

03 文化创意设计 林磐耸 

广播电视艺术学（1303L2）   

01 广播电视艺术美学 张德祥、张子扬 

电影学（1303L3）   

01 电影史（侧重中国电影） 丁亚平、陈墨 

播音主持艺术学（1303Z1）   

01 中国播音学 姚喜双 

02 世界华语传媒 郭招金 

动画艺术学（1305Z1）   

01 动画理论与实践 徐迎庆 

02 动画产业 金德龙 

数字媒体艺术（1305Z2）   

01 数字媒体理论与实践 温伯格、张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