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人文学院秋季普通博士研究生 

初试结果及复试名单公示 
 

根据《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要求，人文学院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组织完成了 2020年“申请-考核”制普通博士招生初试

审核的各项工作。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报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

小组审定，学院 2020年“申请-考核”制普通博士研究生初试通过及复试名单已

经确定，现给予公示，公示期为十个工作日（2020年 1月 17日至 2月 5日）。

如对公示名单及其相关内容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学

院反映。申诉联系人：高老师，联系电话：88273526 ，电子信箱：

rwbksk1@zju.edu.cn。 

 

 

2020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初试通过及复试名单 

 

报名号 考生姓名 报考专业 备注 

YB2020085673 杨玉立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YB2020081244 谷恒恒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YB2020079778 林智 汉语言文字学        

YB2020081419 周贝 汉语言文字学        

YB2020084182 戴佳文 汉语言文字学        

YB2020084839 许文静 汉语言文字学        

YB2020083747 陆恒 汉语言文字学        

YB2020081228 赵川莹 汉语言文字学        

YB2020083512 左燕 汉语言文字学       对口支援 

YB2020089804 吴瑞东 汉语言文字学        

YB2020081176 李京昊 汉语言文字学        

YB2020081936 邢添尔 汉语言文字学        

YB2020084619 金宏 汉语言文字学        

YB2020082756 曹婷婷 汉语言文字学        

YB2020083092 周连英 汉语言文字学        

YB2020083130 唐思语 经学  

YB2020081350 程学轩 经学  

YB2020082243 卜诗怡 经学 少民 

YB2020084583 杨羚 经学  

YB2020080875 李新 经学  



YB2020084691 阮泽楠 科学技术哲学  

YB2020086181 周珊珊 科学技术哲学  

YB2020079765 何丽 科学技术哲学  

YB2020080437 袁铮 科学技术哲学  

YB2020085372 赵子晗 科学技术哲学  

YB2020082040 郭志蕾 世界史  

YB2020081218 冷金乘 世界史  

YB2020080173 傅以恒 世界史  

YB2020080276 袁洋天 世界史  

YB2020080222 张仕洋 世界史  

YB2020082354 姜丽媛 世界史  

YB2020080433 秦臻 世界史  

YB2020081056 刘雨石 世界史  

YB2020084808 陈凝峰 世界史  

YB2020085199 王与伦 世界史  

YB2020082423 易恒 世界史  

YB2020082840 王鹏生 外国哲学  

YB2020084501 林晓雯 外国哲学  

YB2020080673 张文丹 外国哲学  

YB2020083583 李仁杰 外国哲学  

YB2020082716 王知飞 外国哲学  

YB2020081521 陈挺 外国哲学  

YB2020082496 匡正 外国哲学  

YB2020085670 朱瑞 外国哲学  

YB2020082506 张俊岩 外国哲学  

YB2020083389 房祥坤 外国哲学  

YB2020085525 崔鸿宇 外国哲学  

YB2020085564 金石 外国哲学  

YB2020080227 于宝山 外国哲学  

YB2020084086 刘雅典 文艺学  

YB2020084133 刘真睿 文艺学  

YB2020081065 王光祖 文艺学  

YB2020084248 石天宇 文艺学  

YB2020081851 盛颖涵 文艺学  

YB2020083515 陈献 休闲学  

YB2020081437 王晓 休闲学  

YB2020083459 海日 休闲学 少民 

YB2020082360 姬晓玄 休闲学  

YB2020080163 杨城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YB2020080919 邓舒文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YB2020082868 章才闯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YB2020085580 王浩铭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YB2020082279 李幸 中国古代史  



YB2020084341 朱小巧 中国古代史  

YB2020085261 徐伟 中国古代史  

YB2020079873 李祥东 中国古代史  

YB2020085108 卢俊俊 中国古代史  

YB2020081429 李海鹏 中国古代史  

YB2020083888 戴颖琳 中国古代史  

YB2020081783 刘兴茜 中国古代史  

YB2020083041 卢振涛 中国古代史  

YB2020082187 吴杰 中国古代史  

YB2020081325 冯晓鹃 中国古代史  

YB2020084552 孟晓荣 中国古代史  

YB2020083038 吴旺海 中国古代史  

YB2020081157 姚东 中国古代文学 少民 

YB2020080314 黄玉 中国古代文学 少民 

YB2020080056 宋佳霖 中国古代文学  

YB2020086195 靳田田 中国古代文学  

YB2020080519 汤任军 中国古代文学  

YB2020084237 粱思诗 中国古代文学  

YB2020081513 沈玥 中国古代文学  

YB2020084579 晁芊桦 中国古典文献学  

YB2020079964 曾文斌 中国古典文献学  

YB2020084158 梁逍 中国古典文献学  

YB2020081590 夏慧 中国古典文献学  

YB2020084527 张晓霏 中国古典文献学  

YB2020081383 张一雄 中国古典文献学  

YB2020085331 姜家霖 中国古典文献学 少民 

YB2020084862 庞渊 中国近现代史  

YB2020083895 洪晨娜 中国近现代史  

YB2020081259 马运娟 中国近现代史  

YB2020079940 李泓泽 中国近现代史  

YB2020085864 管威 中国近现代史  

YB2020080301 戎宗柳 中国近现代史  

YB2020081449 徐雨霁 中国近现代史  

YB2020083565 倪子惠 中国现当代文学  

YB2020083103 赵倪聪 中国现当代文学  

YB2020085861 李绍潭 中国现当代文学  

YB2020081005 鲁艳 中国现当代文学  

YB2020081196 楼庭坚 中国哲学  
YB2020082420 董思岐 中国哲学  
YB2020082757 陈耿锞 中国哲学  
YB2020081975 缪如炜 中国哲学  
YB2020080743 杨宗杰 中国哲学  
YB2020082900 吴天寒 中国哲学  



YB2020084439 郎乾雯 中国哲学 少民 
YB2020081615 蒋昊 中国哲学  

YB2020085727 张晓斌 宗教学  

YB2020085809 张世天 宗教学  

YB2020082735 黄威 宗教学  

YB2020084792 张晨 宗教学  

 
复试考核方式包括专业笔试和面试，拟于 2020年 3-4月进行，具体时间安排

另行通知（2019-2020学年春学期开学后二周内），届时请关注学院官网。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2020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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