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导师姓名 性别 所在院系 专业 授予博士学位类型 基本学制 学科专长及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课题 可指导新汉学课题 邮件地址 学校官网简介链接

1 滕堂伟 男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
院

区域经济学
人文地理学

经济学博士
理学博士

4年 集群创新与区域发展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区域创
新网络建设路径研究（19ZDA087）；上海市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推动长三角协同创
新发展的战略研究（2021BJL002）》等

64. 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市场；
63. 中俄经济关系研究 ；
67.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twteng@re.ecnu.edu.cn
http://www.urban.ecnu.edu.cn/16/d4/c51
86a71380/page.htm

2 何金廖 男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
院

人文地理学 理学博士 4年 文化创意产业
中国城市创意网络结构与演化机制：以数字
音乐为例

文化创意产业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前景探讨 jlhe@iud.ecnu.edu.cn
http://www.iud.ecnu.edu.cn/d4/b1/c1500
5a185521/page.htm

3 姜炎鹏 男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
院

人文地理学 理学博士 4年
从事城市地理、全球城市、城市与区域发展
研究，聚焦大型城市工程和城市金融化等研
究领域

（1）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人才与宜居驱动全球科创中
心
成长的理论探索与上海实践”
（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
目“全球竞争力提升背景下中国科创中心城
市人才空间集聚机制与支持政策研究”

67.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yanp.jiang@gmail.com
https://faculty.ecnu.edu.cn/_s32/jyp2/
main.psp

4 武志勇 男 传播学院 新闻学 文学博士 4年 新闻传播史 老子思想域外传播研究 大众传媒与文化传播研究 wzyshty@163.com
http://www.comm.ecnu.edu.cn/imghtmlact
ion.do?method=toGetImghtmlDetail&imght

5 朱明 男 历史学系 世界史 历史学博士 4年 城市史、全球史、欧洲史
地中海-印度洋（亚非欧）的经济与文化交
流、一带一路沿线的城市与文明交流

22. 中西早期交流史（十七、十八世纪）;
28. 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对某国）;
100. 中外（某国）文化比较研究

zhumingecnu@126.com
http://history.ecnu.edu.cn/60/91/c3121
2a221329/page.htm

6 杨彪 男 历史学系 世界史 历史学博士 4年
世界历史；国际历史教育比较研究；国际关
系史

国际历史教育比较研究；国际汉学；国际关
系史

28.中外关系史研究
72.中外教育政策比较
81.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塑造
84.东亚文化结构与东亚国际关系 91.“中
国形象”在海外
92.“西方形象”在中国
93. 美国（或英、法、德、日等国）的中国
研究

byang@history.ecnu.edu.cn
http://history.ecnu.edu.cn/93/c2/c3344
6a365506/page.htm

7 王进锋 男 历史学系 中国史 历史学博士 4年 先秦史、古文字、先秦思想史 先秦时期的制度、社会、思想、古文字

8.中国神话起源
13.甲骨文：形象到概念的发展
16.海外收藏的中国文献和文物研究
33,前儒学时期的儒学思想：创造与并举
38.儒学的人文精神与普世价值研究

wjfecnu@163.com
http://history.ecnu.edu.cn/93/f5/c3344
6a365557/page.htm

8 阮清华 男 历史学系 中国史 历史学博士 4年 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史 近代上海、中国工业化相关问题研究
48.中国社会变革与社会建设；
67.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rqh358@126.com
http://history.ecnu.edu.cn/94/01/c3344
6a365569/page.htm

9 孟钟捷 男 历史学系 世界史 历史学博士 4年 德国史、国际历史教育比较 各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80. 德国在中国，中国在德国；
81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塑造

zjmeng@history.ecnu.edu.cn
http://history.ecnu.edu.cn/93/c1/c3344
6a365505/page.htm

10

Timothy
Baycroft（蒂
莫西·贝克罗
夫特）

男 历史学系 世界史 历史学博士 4年 欧洲市、法国史、城市史、思想史 欧洲城市史，法国史

7.中国历代经典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
21.欧美传教士在中国
25.清末赴欧中国人眼中的西方 文化、风俗
习惯、政治社会制度等
28.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对某国）
29.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和思想理念与西方
的互动
39中外（法国）哲学对比研究 79.英语中心
主义与汉语思想再发现
81.全球化视野中的 中国形象 塑造 90欧洲
文化与汉学传统 91.中国形象在海外    95
消费文化模式的中外比较研究          96
全球化时代中西方媒体比较研究       99.
中外（法国）宗教对比研究

baycroft@history.ecnu.edu.cn
http://history.ecnu.edu.cn/93/e1/c3344
6a365537/page.htm

11 崔树强 男 美术学院 美术学 艺术学博士 4年 中国书法美学与史论研究、书法教育研究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中国书法美学研究

13.甲骨文：形象到概念的发展
14.明清时代的文学与艺术
17.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美术（书法篆刻艺
术）

shuqiangcui@126.com
http://www.art.ecnu.edu.cn/54/c6/c8827
a283846/page.htm

12 施錡 女 美术学院 美术学 艺术学博士 4年
中国书画、中日书画交流、西方视野中的东
亚绘画

西方视野中的东亚绘画、中日书画交流、17
世纪中日黄檗宗视觉文化交流

14.明清时代的文学与艺术
15.佛教艺术与中国历史
16.海外收藏的中国文献与文物研究

shiqiarthistory@163.com
http://www.art.ecnu.edu.cn/2f/b5/c8827
a339893/page.htm

mailto:zjmeng@history.ecnu.edu.cn
http://history.ecnu.edu.cn/93/c1/c33446a365505/page.htm
http://history.ecnu.edu.cn/93/c1/c33446a365505/page.htm


13 顾琴 女 美术学院 美术学 艺术学博士 4年
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史、书法篆刻艺术创作理
论与实践、书法篆刻艺术教育研究、书法篆
刻艺术传播研究

海派书法篆刻研究、图形印篆刻艺术研究、
女性书法篆刻研究、简帛书研究

13.甲骨文：形象到概念的发展
14.明清时代的文学与艺术
17.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美术（书法篆刻艺
术）
91.“中国形象”在海外

guqinnuaa@126.com
http://www.art.ecnu.edu.cn/6f/7e/c8827
a356222/page.htm

14 王远 男 美术学院 美术学 艺术学博士 4年 现当代艺术 现当代艺术应用研究 yuanwang@art.ecnu.edu.cn
http://www.art.ecnu.edu.cn/82/0d/c8827
a98829/page.htm

15 朱国华 男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文艺学 文学博士 4年
文艺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审美现代
性

文艺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审美现代
性、中国现代性与文学艺术关系

7. 中国历代经典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
12. 中外（某国）比较文学研究
17.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美术、音乐
、戏剧
19.中国流行文化：电影、视觉艺术、文学
与当代文化

ghzhu@zhwx.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5/zgh/ma
in.psp

16 吴勇毅 男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国际汉语教育

文学博士 4年

语言对比、第二语言习得、汉语学习策略、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理论与教学法
、汉语教师培养与发展、华文教育、跨文化
交际等

中文纳入各国国民教育体系研究、汉外词汇
语法对比、汉语习得中的个体因素研究、语
言教育政策研究、会话分析、会话修正策略
研究、汉语教材编写与开发、课堂教学研究
、汉语二语/外语教学理论与教学法研究、
学习策略研究、华文教育研究等

11. 中外（某国）现代语言学比较研究题
20.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23. 欧洲早期汉语教学史（十七、十八世
纪）
24. 来华传教士文献中的汉语和中国（包括
未出版手稿）课题
72. 中外教育政策比较，包括小学、中学和
高等教育
74. 欧洲国家历史上汉语教学的政策、目的
和方法演变77. 各国汉语本土教师培训研究
课题
86. 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00. 中外（某国）文化比较研究

wuyongyi@hanyu.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40/wyy2/
main.psp

17 丁安琪 女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国际汉语教育 文学博士 4年
国际中文教育、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国
际中文教师教育教育

《国际中文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研制
《国际中文教师标准》研究

1. 孔子学院与其它语言文化传播机构的比
较研究
2. 先进孔子学院特色分析、数据库建设、
经营模式研
究
3. 孔子学院国别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4. 孔子学院的目标和目标实施方法
5. 如何让孔子学院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中
小学生服务
20.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77. 各国汉语本土教师培训研究；

dinganqi@chinese.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40/daq/m
ain.psp

18 叶军 男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

文学博士 4年
国际汉语教学、汉语语音习得、国际汉语教
师教育

汉语韵律习得研究、各国语言政策和语言教
育研究、国际汉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5. 如何让孔子学院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中
小学生服务；
20.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77. 各国汉语本土教师培训研究

jye@hanyu.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40/yj2/m
ain.psp

19 祁峰 男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

文学博士 4年
功能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语料库语言学、
第二语言习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中介语语料库
建设与应用

20.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fqi@hanyu.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40/qf/ma
in.psp

20 赵朝永 男 外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

文学博士 4年
语料库翻译学；古典小说英译与传播；英汉
对比与翻译

古典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6. 中国古代典籍外文译本研究；7. 中国历
代经典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11. 中外（某
国）现代语言学比较研究；91. “中国形象
”在海外

willing52@126.com
https://faculty.ecnu.edu.cn/_s7/zcy/ma
in.psp

21 尤海燕 女 外语学院
日本古代文学，中
日比较文学    文
学

文学博士 4年
中日文学，思想和文化比较研究；学术和文
学翻译

日本古代思想和文学；和歌敕撰和儒家礼乐
思想关系；日本古代对策文；对经典的继承
和阐释等

6. 中国古代典籍外文译本研究；7. 中国历
代经典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12. 中外(某
国)比较文学研究；26. 中国人在明清时期
的外语学习；100. 中外(日本)文化比较研
究

bennyyhy@163.com
https://faculty.ecnu.edu.cn/_s7/yhy2/m
ain.psp

22 陈弘 男 外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博士 4年 国别和区域研究
亚太问题研究，尤其是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
关系研究

hchen@english.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7/ch/mai
n.psp

23 朱志荣 男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文学文艺美学 文学博士 4年 中国古代美学与艺术理论 中国古代美学与艺术理论
17.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美术、音乐
、戏剧

suzhouzhuzhirong@163.com https://zhwx.ecnu.edu.cn/

http://www.art.ecnu.edu.cn/82/0d/c8827a98829/page.htm
http://www.art.ecnu.edu.cn/82/0d/c8827a98829/page.htm
mailto:willing52@126.com
https://faculty.ecnu.edu.cn/_s7/zcy/main.psp
https://faculty.ecnu.edu.cn/_s7/zcy/main.psp
mailto:bennyyhy@163.com
https://faculty.ecnu.edu.cn/_s7/yhy2/main.psp
https://faculty.ecnu.edu.cn/_s7/yhy2/main.psp
mailto:hchen@english.ecnu.edu.cn
mailto:suzhouzhuzhirong@163.com
https://zhwx.ecnu.edu.cn/


24

刘成国

男
中国语言文学系古
籍所

中国古典文献学 文学博士 4年 宋代学术思想史、文学史 王安石新学学派研究
7、中国历代经典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37
<周易>与中国哲学思维研究

liuchengg1977@163.com
http://www.skc.ecnu.edu.cn/3d/b1/c2505
7a343473/page.htm

25 黄忠华 男
经济与管理学部工
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管理学 4年 房地产与城市经济管理
城镇化及经济社会效应，气候变化与商业经
济管理

67.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zhhuang@fem.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35/hzh2/
main.psp

26 许鑫 男 经济与管理学部 信息资源管理 管理学博士 4年 数字人文、跨文化传播 文化遗产智慧数据资源建设与服务研究
81.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塑造/95.
消费文化模式的中外比较研究

xxu@infor.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35/xx2/m
ain.psp

27 贾利军 男
经济与管理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管理学 4年 就业能力开发、东方营销学、就业政策 就业能力开发、东方营销学、就业政策 儒学的人文精神与普世价值研 jsnjjlj@163.com 经济与管理学部 (ecnu.edu.cn)

28 李梅 女
教育学部高等教育
研究所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博士 4年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比较高等教育
高校外籍教师；来华留学生教育；高校海归
教师；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72.中外高等教育政策比较 mli@ses.ecnu.edu.cn
http://www.ihe.ecnu.edu.cn/4e/3e/c3893
a347710/page.htm

29 胡耀宗 男
教育学部教育管理
学系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博士 4年 教育财政、教育经济、学校管理 国家教育体系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研究 学校管理 yzhu@dem.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8/hyz/ma
in.psp

30 张万朋 男
教育学部教育管理
学系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博士 4年
教育经济、教育财政、教育市场、现代学校
规划与治理、学校经营与财务管理

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和全社会教育经费投入的
国际比较研究；激发学生活力的学校保障支
持体系研究；集团化办学评价研究

72.中外教育政策比较，包括小学、中学和
高等教育
76.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与中国现代大学发展
研究
77.各国汉语本土教师培训研究

wpzhangecnu@163.com
https://faculty.ecnu.edu.cn/_s8/zwp/ma
in.psp

31 李家成 男
教育学部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成人教育学 教育学博士 4年 终身教育、基础教育
终身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基础教育
等

72. 中外教育政策比较，包括小学、中学和
高等教育

jcli@dem.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8/ljc2/m
ain.psp

32 周加仙 女
教育学部教育心理
学系

教育神经科学 教育学博士 4年

1.基于教育神经科学的教学研究：包括汉语
、英语作为母语与第二语言的研究，中国传
统文化的教学研究；2.教育神经科学的知识
进入中外教育政策的比较，包括小学、中学
和高等教育

基于教育神经科学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研究；甲骨文：形象
到概念发展的教育神经科学研究；教育神经
科学的知识进入中外教育政策的比较，包括
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

20.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72. 中外教育政
策比较，包括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 77.
各国汉语本土教师培训研究

zhoujiaxian999@163.com
https://faculty.ecnu.edu.cn/_s8/zjx2/m
ain.psp

33 魏劭农 男 设计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博士 4年 城市历史与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研究 中国历史城市更新设计研究 Snwei@design.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13/wsn/m
ain.psp

34 王向民 男 政治学系 政治学理论 法学博士 4年
政治学理论、国家理论、学科史；中国政府
与政治、中国社会政治分析、中国发展道路
的经验与理论；

“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国家社科重
大课题），社会组织治理（国家社科项目）

中国发展道路研究（政治学与法学，51）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相互认知的变
迁（83）

xmwang@dlps.ecnu.edu.cn www.ecnu.edu.cn

35 高强 男 体育与健康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学 教育学博士学位 4年 体育哲学 身体哲学、中西比较哲学
91.“中国形象”在海外
100.中法文化比较研究

gaoqiang.ecnu@hotmail.com
https://faculty.ecnu.edu.cn/_s10/gq2/m
ain.psp

36 刘桂海 男 体育与健康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学 教育学博士学位 4年
体育社会学
体育外交

体育外交、体育文化比较 86.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 ghliu@tyxx.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10/lgh2/
main.psp

37 杨建营 男 体育与健康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教育学博士学位 4年 中华武术与传统体育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体育路径
73.中国教育传统和现状
94.青少年文化实践的比较研究

yjianying@163.com
https://faculty.ecnu.edu.cn/_s10/yjy/m
ain.psp

38 文军 男 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 法学博士 4年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理论、城乡关系与发展社
会学研究等

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社会工作与社会政
策研究；城乡关系社会学

jwen@soci.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6/wj2/ma
in.psp

39 李向平 男 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 法学博士 4年
宗教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变迁与心态
秩序、道德社会学

当代宗教关系与对话，宗教类型与当代社
会，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宗教社会学理论研
究

xpleelee@163.com
https://faculty.ecnu.edu.cn/_s6/lxp/ma
in.psp

40 刘拥华 男 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 法学博士 4年
西方社会学理论，尤其侧重韦伯的支配社会
学、历史社会学等方面，在此基础上，考察
传统中华帝国的支配逻辑

注意与社会学理论、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
历史社会学

yhliu@soci.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6/lyh/ma
in.psp

41 吴晓刚 男 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 法学博士 4年
教育、不平等和社会流动、调查研究和定量
方法、城市社会学、社会人口学、中国社会

生命历程，儿童早期教育，与社会分层 ；
城市社区与社会凝聚力；

41.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
的政策措施及在社区层面的效应和成果
46. 中国农村的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问题

xw29@nyu.edu
https://shanghai.nyu.edu/cn/shizi/wu-
xiao-gang-xiaogang-wu

42 吴瑞君 女 社会发展学院 人口学 法学博士 4年
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国际迁移与海外
人才等

中国独生子女教育与婚姻、海外移民回流、
华侨华人政策、人口空间移动与公共资源配
置

rjwu@re,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6/wrj/ma
in.psp

mailto:liuchengg1977@163.com
http://www.skc.ecnu.edu.cn/3d/b1/c25057a343473/page.htm
http://www.skc.ecnu.edu.cn/3d/b1/c25057a343473/page.htm
mailto:zhhuang@fem.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35/hzh2/main.psp
https://faculty.ecnu.edu.cn/_s35/hzh2/main.psp
mailto:xxu@infor.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35/xx2/main.psp
https://faculty.ecnu.edu.cn/_s35/xx2/main.psp
https://faculty.ecnu.edu.cn/_s35/jlj/main.psp
mailto:jcli@dem.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8/ljc2/main.psp
https://faculty.ecnu.edu.cn/_s8/ljc2/main.psp
mailto:zhoujiaxian999@163.com
https://faculty.ecnu.edu.cn/_s8/zjx2/main.psp
https://faculty.ecnu.edu.cn/_s8/zjx2/main.psp
mailto:Snwei@design.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10/gq2/main.psp
https://faculty.ecnu.edu.cn/_s10/gq2/main.psp
https://faculty.ecnu.edu.cn/_s10/lgh2/main.psp
https://faculty.ecnu.edu.cn/_s10/lgh2/main.psp
https://faculty.ecnu.edu.cn/_s10/yjy/main.psp
https://faculty.ecnu.edu.cn/_s10/yjy/main.psp


43 黄晨熹 男 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
策

法学博士 4年
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社
会工作、社会救助

老龄化和老年社会工作；城市相对贫困和社
会排斥

多学科交叉视角内中国老龄化社会的跨文化
比较研究；
城市贫困和社会排斥的国际比较研究

cxhuang@soci.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6/hcx_en
/main.psp

44 黄剑波 男 社会发展学院 人类学 法学博士 4年
宗教人类学、人类学中国研究、西南民族研
究、社会边缘人群研究等

中国宗教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社会边
缘群体研究

jbhuang@soci.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6/hjb/ma
in.psp

45 吴旭 男 社会发展学院 人类学 法学博士 4年 食物人类学
野菜与中国社会、农家乐研究、文化关键食
物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保护
中国“三农”问题
消费文化模式的中外比较研究

xwu@soci.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6/wx/mai
n.psp

46 徐赣丽 女 社会发展学院 民俗学 法学博士 4年 现代民俗学、都市文化、民间艺术
传统工艺、民俗学理论、当代民俗变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xuganli@163.com
https://faculty.ecnu.edu.cn/_s6/xgl/ma
in.psp

47 卿石松 男 社会发展学院 人口学 法学博士 4年 人口与劳动经济学、社会人口学 生育决策理论政策、劳动力人口就业 qshisong@163.com
https://faculty.ecnu.edu.cn/_s6/qss/ma
in.psp

48 张文明 男 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 法学博士 4年

中国农村社会治理与乡村内生发展
城乡社会组织研究
乡村教育
教育内卷化与内生发展

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论研究、农村新型社区
化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长三角高校毕业生
大学质量评价研究、长三角教育现代化监测

46. 中国农村的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问题
47.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与农民

wmzhang@soci.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8/zwm/ma
in.psp

mailto:qshisong@163.com
https://faculty.ecnu.edu.cn/_s6/qss/main.psp
https://faculty.ecnu.edu.cn/_s6/qss/main.psp
mailto:wmzhang@soci.ecnu.edu.cn
https://faculty.ecnu.edu.cn/_s8/zwm/main.psp
https://faculty.ecnu.edu.cn/_s8/zwm/main.p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