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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学位委员会文件 
 

吉学位〔2017〕20 号 

 

 

关于组建吉林省学位委员会 

第四届学科评议组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吉林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工作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省学位委员会批准，吉林省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业已组

成。现将评议组成员名单印发给你们，请积极支持协助有关专家参

与和承担评议组的工作，共同为我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做出

贡献。 

附件：吉林省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名单 

吉林省学位委员会 

2017 年 11 月 16日 

吉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7年 11月 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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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吉林省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名单 

（各组内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姓名前标有“★”者为所在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姓名           学科专长             工作单位 

1、 哲学学科评议组（8 人）： 

王庆丰 哲学 吉林大学 

方浩范 哲学 延边大学 

宋文新 哲学 吉林省委党校 

邵汉明 哲学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胡海波 哲学 东北师范大学 

★贺  来 哲学 吉林大学 

常  江 哲学 吉林师范大学 

魏书胜 哲学 东北师范大学 

 

2、 经济学学科评议组（18 人）： 

丁堡骏 理论经济学 吉林财经大学 

王慧群 理论经济学 吉林省财政厅 

王德辉 统计学 吉林大学 

刘力臻 理论经济学 东北师范大学 

李宗林 理论经济学 延边大学 

李俊江 理论经济学 吉林大学 

李晋修 理论经济学 吉林省人民政府 

李  晓 理论经济学 吉林大学 

杨  凯 应用经济学 吉林省人民政府 

★宋冬林 理论经济学 吉林财经大学 

张世伟 应用经济学 吉林大学 

张  肃 应用经济学 长春理工大学 

陈玉梅 应用经济学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房继路 应用经济学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赵惠敏 应用经济学 吉林财经大学 

高  巍 统计学 东北师范大学 

郭连强 应用经济学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潘福林 应用经济学 长春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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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学学科评议组（17 人）： 

王占仁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东北师范大学 

尹奎杰 法学 东北师范大学 

田毅鹏 社会学 吉林大学 

朴今海 民族学 延边大学 

李忠军 马克思主义理论 吉林大学 

李晓杰 社会学 吉林省教育厅 

杨振斌 马克思主义理论 吉林大学 

杨晓慧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东北师范大学 

邴  正 社会学 吉林大学 

迟海波 马克思主义理论 长春师范大学 

张兴海 马克思主义理论 长春中医药大学 

金河禄 法学 延边大学 

周光辉 政治学 吉林大学 

柏维春 政治学 东北师范大学 

韩喜平 马克思主义理论 吉林大学 

赫  然 法学 长春理工大学 

★蔡立东 法学 吉林大学 

 

4、 教育学学科评议组（13 人）： 

于  伟 教育学 东北师范大学 

★邬志辉 教育学 东北师范大学 

吴振利 教育学 吉林师范大学 

张守伟 体育学 东北师范大学 

张瑞林 体育学 吉林体育学院 

金青云 体育学 延边大学 

赵俊芳 教育学 吉林大学 

赵慧君 教育学 长春师范大学 

俞爱宗 教育学 延边大学 

秦玉友 教育学 东北师范大学 

秦  和 教育学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黄冬梅 心理学 吉林大学 

盖笑松 心理学 东北师范大学 

 

5、 文学学科评议组（17人）： 

王金玲 外国语言文学 长春大学 

王  确 中国语言文学 东北师范大学 

刘  坚 新闻传播学 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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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钊 中国语言文学 长春师范大学 

刘建军 中国语言文学 东北师范大学 

闫  欢 新闻传播学 东北师范大学 

孙艳红 中国语言文学 吉林师范大学 

孙惠欣 中国语言文学 延边大学 

张文东 中国语言文学 东北师范大学 

张淑燕 新闻传播学 东北师范大学 

★张福贵 中国语言文学 吉林大学 

金哲俊 外国语言文学 延边大学 

金海峰 中国语言文学 长春大学 

段翠霞 外国语言文学 长春理工大学 

徐正考 中国语言文学 吉林大学 

高玉秋 中国语言文学 东北师范大学 

蔡美花 外国语言文学 延边大学 

 

6、 历史学学科评议组（11 人）： 

王  剑 中国史 吉林大学 

朴灿奎 世界史 延边大学 

刘信君 中国史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刘晓东 中国史 东北师范大学 

杨建华 考古学 吉林大学 

★吴振武 中国史 吉林大学 

范立君 中国史 吉林师范大学 

郑  毅 世界史 北华大学 

赵宾福 考古学 吉林大学 

姜维公 中国史 长春师范大学 

韩东育 世界史 东北师范大学 

 

7、理学学科评议 1 组（18 人）：（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学） 

马琰铭 物理学 吉林大学 

马富明 数学 吉林大学 

刘冰冰 物理学 吉林大学 

刘  财 地球物理学 吉林大学 

刘益春 物理学 东北师范大学 

汤庆鑫 物理学 东北师范大学 

李  勇 数学 吉林大学 

杨景海 物理学 吉林师范大学 

吴正方 地理学 东北师范大学 

张  寿 物理学 延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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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军 物理学 吉林省教育厅 

金光勇 物理学 长春理工大学 

侯成敏 数学 延边大学 

贺红士 地理学 东北师范大学 

徐学纯 地质学 吉林大学 

郭建华 数学 东北师范大学 

★崔  田 物理学 吉林大学 

裴东河 数学 东北师范大学 

 

8、理学学科评议 2 组（19 人）：（化学、生物学、生态学） 

于吉红 化学 吉林大学 

王利祥 化学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王德利 生态学 东北师范大学 

孔  维 生物学 吉林大学 

冯  江 生态学 吉林农业大学 

★冯守华 化学 吉林大学 

冯献忠 生物学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刘  宝 生物学 东北师范大学 

刘春明 化学 长春师范大学 

安立佳 化学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苏忠民 化学 吉林省教育厅 

李东浩 化学 延边大学 

李海燕 生物学 吉林农业大学 

杨  柏 化学 吉林大学 

周义发 生物学 东北师范大学 

敖玉辉 化学 长春工业大学 

常立民 化学 吉林师范大学 

董相廷 化学 长春理工大学 

路大勇 化学 吉林化工学院 

 

9、工学学科评议 1 组（15 人）：（力学、机械工程、光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 

于化东 机械工程 长春理工大学 

孙丽霞 机械工程 北华大学 

李占国 机械工程 长春工业大学 

李志瑶 机械工程 长春大学 

佟首峰 光学工程 长春理工大学 

张  宏 机械工程 长春理工大学 

张国玉 仪器科学与技术 长春理工大学 

陈维友 光学工程 吉林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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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君 仪器科学与技术 吉林大学 

林洁琼 机械工程 长春工业大学 

★姜会林 光学工程 长春理工大学 

贾  平 光学工程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曹生现 仪器科学与技术 东北电力大学 

廉哲满 机械工程 延边大学 

管  欣 机械工程 吉林大学 

 

10、工学学科评议 2 组（13 人）：（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电气工程） 

     

王  擎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东北电力大学 

曲永印 电气工程 吉林化工学院 

苏春辉 材料科学与工程 长春师范大学 

李元元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吉林大学 

李海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吉林师范大学 

肖立光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吉林建筑大学 

张会轩 材料科学与工程 长春工业大学 

★郑伟涛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吉林大学 

段  潜 材料科学与工程 长春理工大学 

徐海阳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东北师范大学 

蒋  青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吉林大学 

蔡国伟 电气工程 东北电力大学 

穆  钢 电气工程 东北电力大学 

 

 

11、工学学科评议 3 组（15 人）：（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

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王作斌 电子科学与技术 长春理工大学 

★卢革宇 电子科学与技术 吉林大学 

刘云清 信息与通信工程 长春理工大学 

孙大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吉林省教育厅 

孙晓颖 信息与通信工程 吉林大学 

李元春 控制科学与工程 长春工业大学 

杨小天 电子科学与技术 吉林建筑大学 

杨华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长春理工大学 

陈  虹 控制科学与工程 吉林大学 

周东岱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东北师范大学 

胡  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长春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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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旭 电子科学与技术 吉林大学 

蒋振刚 软件工程 长春理工大学 

谭振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吉林师范大学 

魏晓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吉林大学 

 

12、工学学科评议 4 组（13 人）：（建筑学、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

交通运输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兵器科学与技术、城乡规划学） 

王士君 城乡规划学 东北师范大学 

王常明 土木工程 吉林大学 

卢文喜 水利工程 吉林大学 

刘寒冰 交通运输工程 吉林大学 

关晓辉 化学工程与技术 东北电力大学 

★孙友宏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吉林大学 

李之吉 建筑学 吉林建筑大学 

李诚固 城乡规划学 东北师范大学 

张成龙 城乡规划学 吉林建筑大学 

张明耀 化学工程与技术 长春工业大学 

窦立军 土木工程 长春工程学院 

戴  昕 土木工程 吉林建筑大学 

鞠彦忠 土木工程 东北电力大学 

 

13、工学学科评议 5 组（13 人）：（农业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林业工程、环境科

学与工程、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 

于源华 生物医学工程 长春理工大学 

王大为 食品科学与工程 吉林农业大学 

白  莉 环境科学与工程 吉林建筑大学 

★任露泉 农业工程 吉林大学 

刘景圣 食品科学与工程 吉林农业大学 

刘静波 食品科学与工程 吉林大学 

时君友 林业工程 北华大学 

佟  金 农业工程 吉林大学 

闵伟红 轻工技术与工程 吉林农业大学 

张继权 环境科学与工程 东北师范大学 

陈  光 生物工程 吉林农业大学 

阎百兴 环境科学与工程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董德明 环境科学与工程 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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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农学学科评议 1 组（11 人）：（作物学、园艺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

林学、风景园林学、草学） 

曲柏宏 园艺学 延边大学 

杜凤国 林学 北华大学 

★李  玉 植物保护 吉林农业大学 

邵玺文 作物学（水稻） 吉林农业大学 

图力古尔 作物学（菌物） 吉林农业大学 

高  强 农业资源与环境 吉林农业大学 

戚继忠 风景园林学 北华大学 

窦  森 农业资源与环境 吉林农业大学 

臧连生 植物保护 吉林农业大学 

潘洪玉 植物保护 吉林大学 

穆春生 草学 东北师范大学 

 

15、农学学科评议 2 组（10 人）：（畜牧学、兽医学、水产） 

王春凤 兽医学 吉林农业大学 

吕文发 畜牧学 吉林农业大学 

刘明远 兽医学 吉林大学 

杜  锐 兽医学 吉林农业大学 

张东鸣 水产 通化师范学院 

金  一 畜牧学 延边大学 

金宁一 兽医学 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 

周  虚 畜牧学 吉林大学 

★秦贵信 畜牧学 吉林农业大学 

韩文瑜 兽医学 吉林大学 

 

16、医学学科评议 1 组（13 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护理学） 

华树成 临床医学 吉林大学 

刘  娅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吉林大学 

孙连坤 基础医学 吉林大学 

★李  凡 基础医学 吉林大学 

李  娟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吉林大学 

杨  弋 临床医学 吉林大学 

邹  勇 基础医学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 

张  铎 临床医学 北华大学 

陈  立 护理学 吉林大学 

林贞花 基础医学 延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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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哲虎 临床医学 延边大学 

周延民 口腔医学 吉林大学 

高  玲 护理学 北华大学 

 

17、医学学科评议 2 组（14 人）：（中医学、中西医结合、药学、中药学） 

王英平 中药学 吉林农业大学 

丛德毓 中西医结合 长春中医药大学 

包海鹰 药学 吉林农业大学 

朴虎日 药学 延边大学 

刘文丛 中药学 吉林农业大学 

杜培革 药学 北华大学 

邱智东 中药学 长春中医药大学 

冷向阳 中医学 长春中医药大学 

★宋柏林 中医学 长春中医药大学 

林  喆 中药学 长春中医药大学 

赵大庆 药学 长春中医药大学 

南极星 药学 延边大学 

睢大筼 药学 吉林大学 

裴  瑾 药学 吉林大学 

 

18、管理学学科评议组（16 人）： 

王丽敏 管理科学与工程 吉林财经大学 

卢相君 工商管理 吉林财经大学 

付国强 军事训练学 空军航空大学 

刘宝瑞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长春师范大学 

刘桂芝 公共管理 东北师范大学 

齐殿伟 工商管理 长春理工大学 

孙长智 公共管理 吉林财经大学 

李宝君 公共管理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李春好 管理科学与工程 吉林大学 

杨印生 农林经济管理 吉林大学 

肖  艳 工商管理 北华大学 

张越杰 农林经济管理 吉林农业大学 

★赵树宽 工商管理 吉林大学 

郭庆海 农林经济管理 吉林农业大学 

戚  欣 管理科学与工程 吉林建筑大学 

蔡  莉 工商管理 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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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艺术学学科评议组（13 人）： 

王俊杰 戏剧与影视学 吉林艺术学院 

史  册 戏剧与影视学 东北师范大学 

刘  炼 音乐与舞蹈学 东北师范大学 

齐伟民 设计学 吉林建筑大学 

张建华 美术学 东北师范大学 

陈文国 美术学 吉林师范大学 

陈吉风 音乐与舞蹈学 吉林艺术学院 

宗世英 设计学 长春大学 

姜钟浩 美术学 延边大学 

类维顺 美术学 吉林大学 

殷晓峰 美术学 东北师范大学 

★郭春方 设计学 吉林艺术学院 

崔玉花 音乐与舞蹈学 延边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