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考生编号 姓名 报考专业名称 报考博导姓名
材料审核

成绩
是否入围
综合考核

1 100551109581001 魏其兴 马克思主义哲学 王南湜 -2 否

2 100551109581002 刘占军 马克思主义哲学 王新生 85 是

3 100551109581003 冯斌 马克思主义哲学 王新生 80 是 
4 100551109581004 马赛 马克思主义哲学 王时中 -1 否

5 100551109581005 杨飞飞 马克思主义哲学 王时中 58 否

6 100551109581006 张曦 马克思主义哲学 谢永康 82 是 
7 100551109581007 张钟玥 马克思主义哲学 谢永康 88 是 
8 100551109581008 马冬青 马克思主义哲学 王伟光 -2 否

9 100551109581009 褚宏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 赵剑英 58 否

10 100551109581011 陈政蒴 中国哲学 吴学国 85 是

11 100551109581012 彭振 中国哲学 叶树勋 -2 否

12 100551109581013 牛国慧 中国哲学 叶树勋 79 是

13 100551109581014 李艳膑 中国哲学 叶树勋 76 否

14 100551109581015 朱芳颖 中国哲学 叶树勋 82 是

15 100551109581016 王海燕 中国哲学 叶树勋 76 否

16 100551109581017 韩国笑 外国哲学 李国山 90 是

17 100551109581018 张庆超 外国哲学 王建军 55 否

18 100551109581019 郑永方 外国哲学 贾江鸿 82 是

19 100551109581020 陆阿玲 外国哲学 贾江鸿 84 是

20 100551109581021 闻菲 逻辑学 翟锦程 92 是

21 100551109581022 汪明杰 逻辑学 吴克峰 90 是

22 100551109581023 乔凯丽 逻辑学 吴克峰 80 否

23 100551109581024 蔡慧 逻辑学 吴克峰 70 否

24 100551109581025 徐亮 逻辑学 吴克峰 92 是

25 100551109581026 张琦 逻辑学 刘叶涛 88 是

26 100551109581027 尹均怡 逻辑学 刘叶涛 91 是

27 100551109581028 郭韬 伦理学 钟汉川 90 是

28 100551109581029 马豪 伦理学 钟汉川 90 是

29 100551109581030 陈亚琢 伦理学 钟汉川 90 是

30 100551109581031 徐佰义 伦理学 钟汉川 58 否

         联系电话022-23508268。

      2、材料审核成绩-1为未收到纸质版材料，-2为资格审查不合格。

      3、哲学院综合考核时间拟定在11月30日-12月1日。

         具体时间、方式与实施细则将在本网站尽快推出。

2021年哲学院申请考核制（第一次）“材料审核”成绩

与入围“综合考核”情况公示

说明： 1、此公示期自2020年11月20日至12月3日，期间如有异议，请工作日与哲学院办公室联系，



31 100551109581032 张蕴泽 美学 薛富兴 -1 否

32 100551109581033 杨柳 美学 薛富兴 -1 否

33 100551109581034 杨嘉雯 美学 薛富兴 75 是

34 100551109581035 武卓晓 美学 薛富兴 58 否

35 100551109581036 韦佳 美学 薛富兴 65 是

36 100551109581037 季雪峰 美学 薛富兴 55 否

37 100551109581038 靳薇薇 美学 薛富兴 57 否

38 100551109581039 王诗媛 美学 薛富兴 56 否

39 100551109581040 潘罗敏 美学 薛富兴 -2 否

40 100551109581041 刘希言 美学 薛富兴 80 是

41 100551109581042 刘东旭 美学 薛富兴 -1 否

42 100551109581043 陈恩诚 美学 薛富兴 57 否

43 100551109581044 姬忠华 美学 尹沧海 -1 否

44 100551109581045 赵卓苑 美学 尹沧海 76 是

45 100551109581046 谷昱晔 美学 尹沧海 88 是

46 100551109581047 朱厚桦 美学 尹沧海 -1 否

47 100551109581048 夏焓萌 美学 尹沧海 90 是

48 100551109581049 杨昊 美学 尹沧海 -1 否

49 100551109581050 初鑫铭 美学 尹沧海 79 是

50 100551109581051 张晓莹 美学 尹沧海 83 是

51 100551109581052 邹明磊 美学 尹沧海 -2 否

52 100551109581053 刘仁超 宗教学 张仕颖 87 是

53 100551109581054 王承乾 宗教学 张仕颖 91 是

54 100551109581055 陈萱农 宗教学 张仕颖 -2 否

55 100551109581056 范瑞青 科学技术哲学 贾向桐 81 否

56 100551109581057 李泓贝 科学技术哲学 贾向桐 85 是

57 100551109581058 周雪健 科学技术哲学 贾向桐 -2 否

58 100551109581059 姜熠群 科学技术哲学 贾向桐 -1 否

59 100551109581060 祁明光 科学技术哲学 贾向桐 82 是

60 100551109581061 董晓培 科学技术哲学 贾向桐 80 否

61 100551109581062 刘鹏 科学技术哲学 贾向桐 -2 否

62 100551109581063 韦艳顺 科学技术哲学 贾向桐 80 否

63 100551109581064 向盾 科学技术哲学 Aki Petteri Lehtinen 82 是
64 100551109581066 任然 科学技术哲学 Francesco Di Iorio 8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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