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度符合硕士生指导岗位教师条件人员名单

专业所属单位 专业名称 方向名称 校内导师

播音主持学院

播音主持艺术学

（1303Z1）

01 普通话水平测试及语言发

声艺术
赵俐，徐树华

02播音主持艺术理论 陈晓鸥，王宇红，鲁景超，裴蕾，潘洁

03播音主持艺术创作
曾志华，卢静，马谛，吴洁茹，王群，王明

军，喻梅

语言传播（0503Z8）

01 语言传播理论 李洪岩，马玉坤，柴璠

02语言传播应用 翁佳，王青，成倍

03口语传播
李凤辉，丁龙江，宋晓阳，张鹂，熊征宇，

赵琳

广告学院

广告学（0503Z2）

01 广告理论与广告史 黄升民，丁俊杰，文春英，刘英华

02广告实务 段晶晶，初广志，和群坡

04品牌传播 张树庭，张翔，康瑾，杨雪睿

05受众与市场 黄京华

06公共关系
冯丙奇，杜国清，刘宏，邵华冬，赵新利，

刘朋

07 区域品牌 文春英

设计艺术学

（1305L1）

01 设计艺术史论 芦影，张国珍

02广告设计
肖虎，舒怡，魏东，郭开鹤，巫濛，杨蕾，

王洪亮

03美术传播 叶建新

新媒体（0503J2） 01 新媒体产业
赵子忠，周艳，张宏，宋红梅，王薇，张洪

生

经管学部

产业经济学

（020205）

01 产业系统理论 昝廷全

02文化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
吕志胜，姚林青，金雪涛，程静薇，池建宇，

方英，曲小刚

传媒经济学

（0503Z3）

01 传媒产业管理 卜彦芳，李珍晖，张燕

02国际文化贸易 李怀亮，王雪野

03文化产业管理 虞海侠，谢伦灿，薛华，彭健，闫玉刚

04影视项目管理 刘洁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100）

01 媒体管理
黄晓兰，刘亮，任锦鸾，宋培义，孙江华，

王栋晗，戴建华

02管理信息系统 刘丽华，严威

行政管理（120401）01 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 薛永斌，高慧军，高萍

企业管理（120202）
01 媒体战略管理 杨悦，孙道军

02营销管理 孟庆顺，王越，郑苏晖，皇甫刚



03 财务管理 穆青，王晓艳

文化产业（1301J1）

01 文化政策与法规 范周，魏晓阳，刘江红

02创意设计与文化规划
朱敏，吴学夫，赵书波，王青亦，卜希霆，

齐骥，萧盈盈

03国际文化产业与贸易 杨剑飞，王文勋，靳斌

04文化消费与文化市场 田卉，张春河，安萧宇

理工学部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080904）

01 天线与微波技术
李增瑞，张卉，杨曙辉，朴大志，苏建勋，

郭庆新

02光纤通信技术 陈新桥

03电磁兼容 逯贵祯，肖怀宝，关亚林，李彦霏，曾冬冬

电路与系统

（080902）

01 电子测量与电路状态诊断李建平

02现代电子设计 何晶，李冬梅，白敏丹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081202）

01 分布式系统软件技术 朱立谷

02智能信息处理 于水源，王克敏，龚隽鹏，王晓宏

03云计算技术与软件 鲁永泉，高鹏东，裘初

计算机应用技术

（081203）

01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石民勇，曹建香，李春芳，吴林，洪志国，

宋明丽，尚文倩，李樱

02媒体信息数据化技术 冯爽，吴梅梅，张弛，孙书韬，谢卫华

03数字娱乐与动画技术 扈文峰

计算数学（070102）
01 微分方程求解及其应用 康彤，邬丽云

02图像处理中的计算方法 朱永贵，张彬，齐英剑

软件工程技术

（0835Z1）

01 传媒信息安全 黄玮，范文庆，刘文，隋爱娜，姜正涛

02智能媒体计算 王永滨，巩微，温宇俊，曹刚，周菁

03移动与互联网络 潘耘，曹轶臻，王剑

通信与信息系统

（081001）

01 声频技术
孟子厚，齐娜，谢凌云，朱伟，王鑫，章斯

宇

02数字电视技术

史萍，姜秀华，杨盈昀，张远，李朝晖，牛

力丕，李绍彬，孟放，石东新，章文辉，赵

艳明，赵志军，张亚娜

03数字广播技术 刘守训

04信息网络技术

刘剑波，柴剑平，王晖，王京玲，金立标，

郭晓，颜金尧，温淑鸿，朱兵，朱亚平，李

树锋，殷复莲，靳晓芳，张乃谦，帅千钧，

宋金宝

05传输覆盖与监管 曹三省，杨领军，周剑

06信息安全技术 田沛，杨成

07虚拟现实技术 张勤，叶龙，钟微，李传珍，王雨田

物理电子学

（080901）

01 光电子技术 张霞，王也

02光器件与光通信 刘开贤，马博琴



信号与信息处理

（081002）

01DSP 技术与应用 杨刚，张鹏，王金涛，苏震

02多媒体技术
杨磊，徐品，杜怀昌，蒋克华，蓝善祯，沈

萦华，吴晓雨

03智能信息与控制
蒋伟，任慧，周春来，白石磊，蒋玉暕，董

跃，张晶晶

04视听模式与人工智能 吕朝辉，严明

05信号处理技术 黄祥林，徐伟掌

06嵌入式软硬件技术 陈远知，杨霏

应用数学（070104）
02 代数及其应用 付佳媛

03统计与计量方法 张辉，吴正鹏，李波，王妍，闵素芹

马克思主义学

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030501）

0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李淑文，王锦刚，杨倩

0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

实践
张静敏

思想政治教育

（030505）

01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与实践
赵波，刘东建，屈善孝

02传媒政治 吕艳君，姚旭，李静霞，赵瑞琦，王晓丽

外国语学院

欧洲语言文学

（050209）
01 欧洲文化与文学 徐洪征，凡保轩，尹明明，谢飞

日语语言文学

（050205）
01 日本社会与文化 黄美华，张智琦，王俊英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050211）

01 跨文化交际与语言传播
庄琦春，李众，金勇，贺文发，王晨燕，付

江，付京香

02话语语言学 严玲，阮宇冰，刘颖

英语语言文学

（050201）

01 语言学 李佐文，侯福莉，张彤

02英美文学 舒笑梅，吕晓志，耿芳

03翻译理论与影视译制 麻争旗，马建丽，金海娜，郝险峰，陆香

04英语播音 林海春，李阳

文法学部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050108）

01 国别文学与文学关系 王晓燕

02现当代西方文学与大众传

媒
耿波

03中外戏剧文化研究 李贵森

国际关系（030207）

01 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 仪名海

02国际关系与跨文化交流 孙英春

03当代国际关系 赵洪斌

汉语言文字学

（050103）

01 汉语史 张民权

03现代汉语 蒋成峰

04汉语教学 范慧琴

外交学（030208）
01 外交学理论与实践 苗红妮

02 传媒与公共外交 肖欢容，孙璐



文艺学（050101）

01 中国古典文论与美学 张晶

02文艺学原理与马列文论 杜彩

03西方文艺理论 李有兵

04审美文化学 杜寒风，陈小申，杜莹杰

05文艺批评 肖锋，张一玮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050102）

01 应用语言学 赵雪，李大勤，刘艳春，邹煜，许蕾

02对外汉语教学
刘海燕，司红霞，陈玉东，侯亚光，高玮，

任前方

03语言信息处理 何伟，胡凤国

政治学理论

（030201）
01 政治传播 荆学民，白文刚，谢进川，邹千江

中国古代文学

（050105）

01 先秦两汉文学 刁生虎，李颖

02魏晋南北朝文学 钟涛

03唐宋文学 董希平，王永

04元明清文学 朱萍，杨秋红

05中国文学批评史 白岚玲

中国现当代文学

（050106）

01 中国现当代思潮流派与作

家作品
逄增玉，颜浩，凌云岚，乐琦

02中国现当代戏剧影视文学谢筠，陈友军，李玥阳

03中国现当代文化与文学 张鸿声，张宏，刘春勇，王晓云

协同创新中心

互联网信息

（0503J4）

01 网络舆情 申金霞

02网络与未来社会 姜浩，吕欣

03互联网治理 赵树清

04社会化媒体 宋凯

05视听新媒体 顾洁，付晓光

互联网信息

（0810J4）

01 媒体大数据 夏征宇，陈征

02网络空间安全 王琦

通信与信息系统

（081001）
08 新人工智能与媒体技术 曹立宏，伏文龙

新媒体（0810J2）
01 移动新媒体技术 曾志斌，杨占昕

02网络新媒体技术 张鹏洲，陈国伟

艺术与科学

（1301J3）
01 艺术虚拟现实与互动 戴志强，潘皓

编辑出版学

（0503Z4）

01 编辑出版理论 李频，赵均，赵丽华

02出版经营与管理 蔡翔，刘大年

传播学（050302）

01 理论传播与传播史
胡正荣，袁军，龙耘，段鹏，李煜，张磊，

李继东，周亭，姬德强，张志华

02应用传播学 刘燕南，许学峰，战琦，李汇群

03媒介与女性 刘利群，王琴，李烨辉，张敬婕



新闻传播学部

04国际传播
陈卫星，李智，罗青，任孟山，刘建平，

朱振明

05媒介素养 张开，张艳秋，秦学智，耿益群，张洁

06传播研究方法 丁迈，肖明，沈浩，王锡苓，崔蕴芳

07传播心理学 余小梅，张晓辉，倪桓，陈锐

08传媒政策与法规
张鸿霞，李丹林，郑宁，王四新，刘文杰，

何勇，匡敦校

传媒教育（0503Z7）01 传媒高等教育
周廷勇，张蕊，何雪莲，李巧针，王景枝，

杨旭东，王保华

广播电视学

（0503Z1）

01 广播电视史论 庞亮，刘宏

02广播学 张彩，潘力，孟伟，高永亮，田维钢

03电视学

曾祥敏，高晓虹，秦瑜明，张绍刚，杨凤娇，

孙振虎，张龙，崔林，李智，曹晚红，曹培

鑫

04纪录片学 何苏六，张雅欣，陈刚，郭艳民

05新媒体传播 孟群，刘羽，王晓红，吴炜华，陈欣钢

06媒介文化传播 隋岩，徐培喜，叶明睿

广播电视艺术学

（1303L2）
01 电视艺术理论 周文，吴辉，陈默，于然

国际新闻学

（0503Z5）

01 国际新闻史论 刘笑盈，赵雪波，张毓强，龙小农

02国际新闻业务 何兰，贾乐蓉，陈凯

03国际新闻与跨文化交流 梁岩，符绍强

04国际媒体 田智辉，赵靳秋，洪丽，董关鹏

05国际新闻传播 吴敏苏，周逵

新闻学（050301）

01 新闻史 艾红红，涂晓华

02新闻理论 郎劲松，雷跃捷，刘自雄，赵如涵

03新闻业务

方毅华，张丽，刘昶，李舒，刘年辉，王宇，

牛慧清，罗哲宇，陈作平，凌昊莹，王志，

刘坚

04网络新闻及新媒体

吴水平，李建刚，王军，宫承波，詹新惠，

金梦玉，李飞雪，王建华，詹骞，曾兴，邹

欣

05报刊理论与实践 张晓红，成文胜，闫永栋

舆论学（0503Z6）
01 舆论学基础 曾庆香，唐远清

02应用舆论学 王灿发，韩运荣

传媒艺术学

（1301Z3）
01 传媒艺术与文化

胡智锋，杨乘虎，张国涛，赵曦，潘可武，

杨杰，俞锫，邓文卿

电影学（1303L3)

01 电影艺术史论
张宗伟，袁庆丰，祝虹，史博公，索亚斌，

侯军，李春，宋素丽，王田

02电影创作理论
潘桦，游飞，周涌，蒲剑，马诚，刘硕，张

宏，郑汉民，徐智鹏，邢北冽，李力，



艺术学部

胡黎红，范伟清

03影视制片 司若，吕木子

动画艺术学

（1305Z1）

01 动画理论与实践
黄心渊，索晓玲，栾伟丽，张启忠，王雷，

薛燕平，王可越

02动画产业 高薇华，郑玉明，佟婷

广播电视艺术学

（1303L2）

02 电视策划
关玲，许行明，郑月，张菁，宣宝剑，郑向

荣，杨洪涛

03广播电视文艺 游洁，张文娟，姜燕，张育华，朱星辰

04电视剧理论与实践

戴清，李胜利，卢蓉，秦俊香，吴素玲，王

利丽，彭文祥，吴秋雅，唐培林，倪学礼，

赵晖，李文宁，涂彦，陈晓春

05电视艺术与技术
张歌东，赵永华，金贵荣，刘杰锋，李勇，

徐竟涵，杨荣誉

06录音艺术 王珏，伍建阳，魏增来，雷伟，袁邈桐

互动艺术与技术

（1305Z3）
01 交互艺术创作 费广正，黄石，陈文娟，税琳琳

美术学（1304L1）

01 影视美术
宋东葵，李楠，张玲，谭泽恩，佟华苗，刘

民

02当代美术创作与新媒体艺

术
金妹，李宽，赵风民

03美术史论 邵军

数字媒体艺术

（1305Z2）

01 数字媒体理论与实践
贾秀清，廖祥忠，江逐浪，付龙，谭笑，郭

蔓蔓

02交互媒体设计 李海燕，白雪竹，张林

戏剧戏曲学

（1303L1）

01 戏剧戏曲历史与理论 周靖波，王永恩，丁明拥，孟梅

02舞台艺术创作研究 杨扬，孙德元，赵娟

艺术史论（1301Z1）

01 艺术美学 徐辉，王韶华，周月亮，陈旸

02艺术传播学 施旭升

03艺术人类学 王杰文，谢春

04广播电视艺术美学 张金尧，王黑特，马潇

05艺术口述史 崔永元

音乐学（1302L1）

02 音乐创作与表演研究 李俊梅，王铉，卢国文

03传媒音乐研究
赵志安，佟雪娜，冯亚，张丰艳，张谦，李

小莹

专业所属单位 专业名称 方向名称 校外兼职导师

播音主持艺术

学院

播音主持艺术学

（1303Z1）
02 播音主持艺术理论 康辉，黄为群，贾际

语言传播（0503Z8）02 语言传播应用 王世林

理工学部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080904）

01 天线与微波技术 陈军文，姜文波，余文华

03电磁兼容 殷红成



通信与信息系统

（081001）

02 数字电视技术 邹峰

03数字广播技术 冯景峰

信号与信息处理

（081002）

02 多媒体技术 张宜春

03智能信息与控制 张树武，甄和平

05信号处理技术 吕锐

马克思主义学

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030501）

0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

实践
赖海榕

文法学部
政治学理论

（030201）
01 政治传播 叶浩

协同创新中心
互联网信息

（0503J4）
04 社会化媒体 任悦

新闻传播学部 新闻学（050301） 03 新闻业务 白岩松

艺术学部 音乐学（1302L1） 01 传统音乐理论 徐沛东



只担任专硕指导岗位教师

专业所属单位 领域/专业名称 方向名称 校内导师

协同创新中心 广播电视（135105）04 移动媒体视频节目创作 陈斯华，徐琦，卢迪，张斌，王昕，赵敬

理工学部
电子与通信工程

（135105）
01 数字媒体技术 李军

新闻传播学部

广播电视（135105）08 电视编导 胡芳

新闻与传播

（055200）
04 电视新闻采编 钟大年、赵淑萍

艺术学部
广播电视（135105）

02 动漫创作 王雅平

09传媒音乐应用 郭丽君

10电视制作 王诤

11编剧 张希，高路，黄金华，邹韶军

电影（135104） 01 电影创作 王真，曹久平，陶经

文法学部 法律硕士 周凯，周丽娜

专业所属单位 领域/专业名称 方向名称 校外兼职导师

外国语学院

日语口译（055106）01 日语口译
白刚，阎成胜，王众一，王小燕，傅颖，邱

鹏鸣

英语笔译（055101）

01 影视翻译

杨平，董建群，周景兴，蒋好书，李培春，

王宜风，曹军生，孟毅，高醇芳，Linda Jaivin，

Debra Kay Chinn

02 新闻翻译
王永利，麻静，刘聪，朱华，黎晓蕾，米立

公

新闻传播学部

出版（055300）

01 出版经营管理
张志君，欧剑，伍旭升，刘国辉，于殿利，

耿相新，王刘纯，沈元勤，李岩，刘兰肖

02现代出版业务
张立，邓宁丰，王国辰，黄金山，梁光玉，

戚德祥，吕建生

新闻与传播

（055200）

03 国际新闻与传播 严军琦

04电视新闻采编 朱英，Stephen Juk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