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度新增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名单

序
号

专业归属学院 申报专业 姓名

1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学 叶明睿

2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学 顾洁

3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学 徐培喜

4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学 付晓光

5 传播研究院 传播学 龙小农

6 传播研究院 传播学 姬德强

7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国家治理与政治传播 白文刚

8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王建莉

9 人文学院 文艺学 杜莹杰

10 人文学院 文艺学 耿波

11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宋金宝

12 戏剧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艺术学 付龙

13 艺术研究院 艺术史论 戴晓云

14 戏剧影视学院 美术学 张玲

15 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 声音科学与艺术 俞锫



2020 年度新增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名单

序
号

专业归属学院 申报专业 申报专业方向 姓名

1 新闻学院 新闻学 新闻传播研究方法 仇筠茜

2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学 智能融媒体研究 郑志亮

3 传播研究院 传播学 性别传播 陈志娟

4 传播研究院 传播学 智能传播 甘露

5 传播研究院 传播学 智能传播 薛宝琴

6
协同创新中心

（互联网信息研究院）
互联网信息(文科) 网络舆情 刘若歆

7
协同创新中心

（互联网信息研究院）
互联网信息(文科) 网络舆情 谷俊明

8
协同创新中心

（互联网信息研究院）
互联网信息(文科) 社会化媒体 韩霄

9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英语媒体语言研究 赵硕

10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欧洲语言文化 欧洲语言与文化 张戈

11 戏剧影视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电影学） 电影创作研究 陈清洋

12 戏剧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艺术学 电视剧艺术 谭苗

13 戏剧与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艺术学 广播电视文艺方向 沈皛

14 戏剧与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艺术学 数字影像研究 王真

15 戏剧与影视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电影史论 刘思佳

16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动画艺术学 动画艺术理论 赵冰

17 艺术研究院 传媒艺术学 传媒艺术与文化 周建新

18 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 音乐学 传媒音乐研究 汪静渊

19 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 音乐学 音乐创作与表演 黄健君

20 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 音乐学 音乐创作与表演 伊丽媛

21 广告学院 广告学 战略公关与传播 杨懿

22 广告学院 新媒体(文科) 新媒体产业 刘珊

23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播音主持艺术学 播音主持创作研究 赵若竹

24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企业组织管理与决策 张成虎

25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发展史论 朱依娜

26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管理 智慧媒体与社会治理 王琳琳

27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5G/6G 与智能媒体通信 胡峰

28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5G/6G 与智能媒体通信 尹航

29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虚拟现实技术 蔡娟娟

30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虚拟现实技术 杨莉

31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智能网络与大数据 王鑫

32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智能网络与大数据 张博

33
协同创新中心

（互联网信息研究院）
互联网信息（工科） 智能融合媒体技术与应用 林涛

34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范永开



2020 年度新增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名单

序
号专业领域归属学院 申报专业领域 申报专业领域方向 姓名

1 新闻学院 新闻与传播 全媒体新闻实务 柳帆

2 新闻学院 新闻与传播 全媒体新闻实务 于忠广

3 新闻学院 新闻与传播 全媒体新闻实务 刘萍

4 电视学院 新闻与传播 广播电视新闻采编 丰瑞

5 广告学院 新闻与传播 品牌营销传播 张豪

6 广告学院 新闻与传播 品牌营销传播 张津

7 广告学院 新闻与传播 品牌营销传播 吴殿义

8 人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 胡洪春

9 人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 张未然

10 人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 贾静

11 人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 包学菊

12 人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 孙现瑶

13 人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 吴易霏

14 人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 陈晓宁

15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日语口译 日本口译 王玉霞

16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日语口译 日语口译 祝力新

17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日语口译 日语口译 段然

18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日语口译 日语口译 林茜茜

19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英语笔译 新闻翻译 孔倩

20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英语笔译 新闻翻译 孟兰娟

21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 广播电视编导 桂笑冬

22 戏剧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 节目策划与创作 韩莹

23 戏剧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 编剧 王茵

24 戏剧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 编剧 金宇轩

25 戏剧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 编剧 武瑶

26 戏剧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 节目策划与创作 师鹏

27 戏剧影视学院 电影 电影创作 付晓红

28 戏剧影视学院 戏剧 戏剧创作 赵宇

29 戏剧影视学院 戏剧 戏剧创作 韩东

30 戏剧影视学院 戏剧 戏剧创作 李立宏

31 戏剧影视学院 美术 新媒体艺术 马军

32 戏剧影视学院 美术 演出美术设计 谢滋

33 戏剧影视学院 美术 演出美术设计 张勃

34 戏剧影视学院 美术 综合绘画创作 张松建

35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 播音与主持艺术 刘鹏

36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 播音与主持艺术 徐力

37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 播音与主持艺术 查谦

38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 播音与主持艺术 金北平

39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广播电视 文化项目策划与创意设计 林振宇

40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广播电视 文化项目策划与创意设计 王晋

41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广播电视 文化项目策划与创意设计 陈文玲



序
号专业领域归属学院 申报专业领域 申报专业领域方向 姓名

42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广播电视 文化项目策划与创意设计 李素艳

43 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 音乐 声音科技与创作 刘晓飞

44 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 音乐 传媒音乐应用 吉也

45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动画创作 王婧

46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动画创作 王发花

47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动画创作 艾胜英

48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VR 影像交互设计 崔蕴鹏

49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VR 影像交互设计 宋戈

50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VR 影像交互设计 韩佳政

51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VR 影像交互设计 侯玥

52 经济与管理学院 广播电视 数字内容管理 谭华

53 经济与管理学院 广播电视 数字内容管理 杨强

54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商务 数字贸易 刘静忆

55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商务 数字贸易 张喆

56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刘钰

57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张黎焱

58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卢威

59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管理 公共危机与应急治理 崔炜

60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管理 公共治理与城乡智慧管理 郭海英

61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管理 公共治理与城乡智慧管理 王宇

62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管理 传媒与公共文化管理 苏颖

63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智能网络与大数据 雷玲

64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智能网络与大数据 庞龙

65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智能网络与大数据 张园

66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智能视音频技术 张岳

67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

学院
电子信息 大数据工程与应用方向 杨丽芳

68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

学院
电子信息 大数据工程与应用方向 安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