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大学2023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导师联系方式

学院
代码

学院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方向） 导师姓名 邮箱或联系方式

002 经济管理学院 071400 统计学 刘耀彬 邮箱：liuyaobin2003@163.com
002 经济管理学院 071400 统计学 何筠 邮箱：Heyun9980@163.com  联系电话：13970032042
002 经济管理学院 071400 统计学 李建强 邮箱：cclee1972@ncu.edu.cn  
002 经济管理学院 071400 统计学 罗良清 邮箱：lq6429@163.com；联系电话：13970051559
002 经济管理学院 071400 统计学 彭迪云 邮箱：dypeng_ncu@126.com；联系电话：13970063168
002 经济管理学院 071400 统计学 何宜庆 邮箱：hyq991@sohu.com；联系电话：13879160080
002 经济管理学院 071400 统计学 周德才 邮箱：decaizhou@163.com；联系电话：18179150716
003 人文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李军 邮箱：yunhaihuazhou@sina.com
003 人文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蒋平 邮箱：peacejp@sina.com
003 人文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付欣晴 邮箱：874741379@qq.com
003 人文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江马益 邮箱：jmy@ncu.edu.cn
003 人文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杜吉刚 邮箱：bjwx2005@163.com
003 人文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李洪华 邮箱：nclhh@163.com
003 人文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朱洁 邮箱：zjsnowywhite@126.com
003 人文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邹锦良 邮箱：ncdxzjl@126.com
003 人文学院 010100 哲学 杨柱才 邮箱：yangzhucai@sina.com
003 人文学院 010100 哲学 田炳郁 邮箱：3590201829@qq.com
003 人文学院 010100 哲学 程党根 邮箱：dgchengzj@sina.com
003 人文学院 010100 哲学 孙小玲 邮箱：xiaoling_sh@126.com
003 人文学院 010100 哲学 刘金忠 邮箱：ljzcass@163.com
003 人文学院 010100 哲学 徐福来 邮箱：49379107@qq.com
003 人文学院 1201Z7 历史遗产管理 张芳霖 邮箱：flzhang@ncu.edu.cn
003 人文学院 1201Z7 历史遗产管理 黄志繁 邮箱：351097725@qq.com
006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070100 数学 曹廷彬 邮箱：tbcao@ncu.edu.cn，18970062100
006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070100 数学 汪祥 邮箱：wangxiang49@ncu.edu.cn
006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070100 数学 施绍萍 邮箱：shishaoping@ncu.edu.cn,13879153564
006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070100 数学 陈华斌 邮箱：chb_00721@126.com; chenhuabin@ncu.edu.cn;联系电话：18279105195
006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070100 数学 罗润梓 邮箱：luo_rz@163.com
006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070100 数学 李竞 邮箱：jli1@163.com
006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070100 数学 吕博强 邮箱：lvbq86@163.com
006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070100 数学 黄伟 邮箱：huangwei@ncu.edu.cn
006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070100 数学 刘且根 邮箱：liuqiegen@ncu.edu.cn
006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070100 数学 闵卫东 邮箱：minweidong@ncu.edu.cn，联系电话：13065173065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田小利 邮箱：tianxiaoli@ncu.edu.cn；联系电话：1364104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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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辛洪波 联系电话：13970876288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朱友林 邮箱：ylzhu1999@aliyun.com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洪一江 邮箱：yjhong2008@163.com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陈廷涛 联系电话：13979196862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黄宏文 邮箱：huanghw@scbg.ac.cn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夏斌 联系电话：13617915100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彭晓珏 联系电话：13576993132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文春根 邮箱：cgwen@ncu.edu.cn；联系电话：13870809765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胡成钰 邮箱：hucy2008@163.com；联系电话：18970869576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葛刚 邮箱：gge@ncu.edu.cn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罗丽萍 邮箱：lluo2@126.com；联系电话：13970018186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赵丽敏 联系电话：18186005898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向阳 邮箱：xiangyang@ncu.edu.cn；联系电话：18702502489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杨柏云 联系电话：13803547938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吴兰 联系电话：13177861110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丁霞 邮箱：dingxia97@ncu.edu.cn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段晶晶 邮箱：jingjing_duan@126.com；联系电话： 13015372273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王东 邮箱：dongwang@ncu.edu.cn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戎俊 邮箱：rongjun@ncu.edu.cn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吴小平 联系电话：15979036659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邹志文 联系电话：13576262344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阮禄章 邮箱：ruanluzhang@sina.com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赵大显 联系电话：13707086753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吴丽萍 联系电话：13870865645
00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0 生物学 李绍波 联系电话：13133827915
009 先进制造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江风益 邮箱：jiangfengyi@ncu.edu.cn
009 先进制造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章少剑 邮箱：zhangshaojian@ncu.edu.cn
009 先进制造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刘卫东 邮箱：liuwd@ncu.edu.cn
009 先进制造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刘继忠 邮箱：liujizhong@ncu.edu.cn
009 先进制造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刘建胜 邮箱：liujiansheng@ncu.edu.cn；联系电话：17770814553，
009 先进制造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黄菊花 邮箱：huangjuhua6@163.com
009 先进制造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刘国平 邮箱：liuguoping@ncu.edu.cn；联系电话：13807912591
009 先进制造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柳和生 邮箱：hsliu@vip.163.com；联系电话：18879118889
009 先进制造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李玉龙 邮箱：liyulong@ncu.edu.cn；联系电话：18162111966
009 先进制造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闫洪 邮箱: yanhong_wh@163.com；联系电话：13667090600
009 先进制造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胡小武 邮箱：huxiaowu@ncu.edu.cn；联系电话：18170021675
010 信息工程学院 0802Z1 工业控制工程 刘且根 邮箱：liuqiegen@ncu.edu.cn
010 信息工程学院 0802Z1 工业控制工程 刘小平 邮箱：liuxiaoping@ncu.edu.cn



011 工程建设学院 080100 力学 熊进刚 邮箱：769499633@qq.com
011 工程建设学院 080100 力学 宋固全 邮箱：gqsong@ncu.edu.cn；联系电话：13807061964
011 工程建设学院 080100 力学 文丕华 邮箱：p.h.wen@qmul.ac.uk
011 工程建设学院 080100 力学 黄模佳 邮箱：1937530134@qq.com；联系电话：18179180612        
011 工程建设学院 080100 力学 邹文楠 邮箱：zouwn@ncu.edu.cn、zouwennan2006@163.com,；联系电话：15970409286
011 工程建设学院 080100 力学 张纯 邮箱：zhangchun@ncu.edu.cn
011 工程建设学院 080100 力学 雷斌 邮箱：blei@ncu.edu.cn
011 工程建设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周创兵 邮箱：cbzhou@ncu.edu.cn
011 工程建设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李火坤 邮箱：lihuokun@126.com；联系电话：0791-83969978
011 工程建设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魏博文 邮箱：bwwei@ncu.edu.cn
011 工程建设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姚池 联系电话：18679193769
011 工程建设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王信刚 邮箱：wxglab@126.com
011 工程建设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蒋水华 邮箱：sjiangaa@ncu.edu.cn
011 工程建设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杨建华 邮箱：yangjianhua86@ncu.edu.cn
011 工程建设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刘小文 邮箱：cnliuxiaowen@126.com
012 资源与环境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彭洪根 邮箱：penghonggen@ncu.edu.cn
012 资源与环境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谢显传 邮箱：24255542@qq.com；xchxie@ncu.edu.cn；联系电话：13770704881
012 资源与环境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黄冬根 邮箱：dghuang1017@163.com;13479188219
012 资源与环境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石磊 邮箱：shilei@ncu.edu.cn
012 资源与环境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周文广 邮箱：wgzhou@ncu.edu.cn
012 资源与环境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邓晓华 联系电话：13607081966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70200 物理学 王建辉 邮箱：Email: wangjianhui@ncu.edu.cn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70200 物理学 何济洲 邮箱：hjzhou@ncu.edu.cn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70200 物理学 周猛 邮箱：mengzhou@ncu.edu.cn；联系电话：18971326233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70200 物理学 唐荣欣 邮箱：rongxint@ncu.edu.cn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70200 物理学 王启胜 邮箱：wangqs@ncu.edu.cn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70200 物理学 程抱昌 邮箱：baochangcheng@ncu.edu.cn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70200 物理学 李玉龙 邮箱：iyulong@ncu.edu.cn；联系电话：13657091860、18162111966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周魏华 邮箱：zhouweihua@ncu.edu.cn；联系电话：15970613632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周浪 邮箱：lzhou@ncu.edu.cn； 联系电话：13065163492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郑仁奎 邮箱：zrk@mail.ncu.edu.cn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邓晓华 邮箱：dengxhua@gmail.com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戴煜 邮箱：daiyu@vip.163.com；联系电话：13808479306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于立新 邮箱：yulixin@ncu.edu.cn；联系电话：13576966340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王立 邮箱：wl@ncu.edu.cn；联系电话：18170886902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唐建成 邮箱：tangjiancheng@ncu.edu.cn；联系电话：13607092030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江风益 邮箱：jiangfengyi@ncu.edu.cn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张建立 邮箱：zhangjianli@ncu.edu.cn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朱正吼 邮箱：2869658324@qq.com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周杨波 邮箱：yangbozhou@ncu.edu.cn；联系电话：13979100293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黄笔武 邮箱：2258845296@qq.com；联系电话：13065137882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孙润光 邮箱：rgsun@ncu.edu.cn；联系电话：18721963053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杜国平 邮箱：guopingdu@ncu.edu.cn；联系电话：13755792586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周耐根 邮箱：ngzhou@ncu.edu.cn；联系电话：13870607286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刘三秋 邮箱：sqlgroup@ncu.edu.cn；联系电话：13970012605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雷水金 邮箱：shjlei@ncu.edu.cn；联系电话：13870677669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柯善明 邮箱：ksm@ncu.edu.cn；联系电话：15012477140 
0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李璠 邮箱：lfan@ncu.edu.cn；联系电话：13387008212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传染） 邬小萍 电话：13330122823；邮箱：wuxiaoping2823@aliyun.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传染） 程娜 电话：13870878821；邮箱： chengnah@sina.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风湿） 吴锐 电话：13970997559；邮箱：tcmclinic@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呼吸） 张伟 邮箱：Zhangweiliuxin@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呼吸） 许飞 邮箱：xfjxmc@163.com；电话：13870877117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内分泌） 徐积兄 电话：13307086069；邮箱：xujixiong@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肾病） 陈钦开 电话：13507912279；邮箱：timmyclz@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肾病） 吕金雷 电话：13064127385；邮箱：lvjinlei97@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消化） 祝荫 邮箱：zhuyin27@sina.com.cn；电话：13970841464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消化） 谢勇 电话：13177893950；邮箱：xieyong_med@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消化） 陈幼祥 电话：13879169980；邮箱：chenyx102@126.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消化） 张焜和 电话：13007202818；邮箱：khzhang@ncu.edu.cn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消化） 周小江 电话：13307097066 ；邮箱：yfyzxj1970@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消化） 周晓东 电话：13767038587；邮箱：yfyzxd@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消化） 舒徐 电话：13517910752；邮箱：jxmushx@126.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心血管） 郑泽琪 电话：18679129668；邮箱：zeqizheng@126.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心血管） 彭小平 电话：13970880102；邮箱：cdyfypxp@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血液） 李菲 电话：13970038386；邮箱：yx021021@sina.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2 儿科学 柳涛 电话：18179110782；邮箱：liutao1241@ncu.edu.cn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4 神经病学 洪道俊 电话：13879187691；邮箱：hongdaojun@hotmail.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胡茂荣 电话：15070892788； 邮箱：22345088@qq.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7 急诊医学 黄亮 电话：13970826897； 邮箱：huangliang6312@sina.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8 重症医学 钱克俭 电话：13870998074；邮箱：2682244275@qq.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8 重症医学 刘芬 电话：13870603218；邮箱：liufen9934@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08 重症医学 曾振国 电话：13576056501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0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冯珍 电话：13970038111；邮箱：fengzhenly@sina.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泌尿外） 傅斌 电话：18279116868；邮箱：urodoc@126.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泌尿外） 孙庭 电话：13879196600；邮箱：sunting1960@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普外） 李太原 邮箱：jylitaiyuan@sina.com；电话：13970031518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普外） 揭志刚 邮箱：jiezg 123@126.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普外） 李正荣 电话：15979128160；邮箱：lzr13@foxmail.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普外） 肖卫东 电话：13870953233；邮箱：frankxwd@126.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普外） 肖建生 电话：13517911330；邮箱：super_xiaoj@126.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烧伤） 郭光华 电话：13007222375；邮箱：guogh2000@hotmail.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烧伤） 刘德伍 电话：13870893902；邮箱：dewuliu@126.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神外） 洪涛 邮箱：ht2000@vip.sina.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神外） 李美华 电话：13970052318；邮箱：limeihua2000@sina.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胸心外） 喻本桐 邮箱：yubentong@126. com；电话：13870614026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胸心外） 万力 电话：13507915135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胸心外） 刘晓明 电话：13803506188；邮箱：lxmhy906@126.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3 骨科学 曹凯 电话：13097201188；邮箱：kaichaw@126. 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3 骨科学 刘志礼 电话：13970072969；邮箱： zgm7977@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3 骨科学 孙贵才 电话：13657000633；邮箱13657000633@139.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3 骨科学 李晓峰 电话13979199550；邮箱doctorli00001@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6 眼科学 周琼 邮箱：qiongz-ms@126.com；电话：13870063999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7 耳鼻咽喉科学 江红群 邮箱：jianghongqun@sohu.com；电话：13870950313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8 麻醉学 陈世彪 电话：13870982918；邮箱：chenlaoshi1111@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8 麻醉学 张达颖 电话：13507913595；邮箱：zdysino @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18 麻醉学 雷恩骏 电话：13970019906；邮箱：leienjun@126.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20 临床检验诊断学 李俊明 电话：13870878042；邮箱： lisir361@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21 肿瘤学 乐爱平 电话：13707089009；邮箱：leaiping@126.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21 肿瘤学 熊建萍 电话：13879109229；邮箱：jpxiong_jx@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21 肿瘤学 李勇 电话：15879155066；邮箱：liyongcsco@qq.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21 肿瘤学 邱峰 电话：电话：13707918355；邮箱：lukeqiubmu@163.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曾献军 电话：13970072871；邮箱：xianjun-zeng@126.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周福庆 电话：电话：13694881033；邮箱：fq.chou@yahoo.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姜建 电话：电话：13576129759；邮箱：jij2002cn@126.com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25 核医学 张青 邮箱：hhh3357@sina.com；电话：13870637298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26 医学遗传学 罗时文 邮箱：shiwenluo@ncu.edu.cn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126 医学遗传学 张呈生 邮箱： ndyfy09564@ncu.edu.cn
014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02Z2 牙医学 邱嘉旋 邮箱：qiujiaxuan@163.com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呼吸） 叶小群 邮箱：511201663@qq.com；电话：13870807060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呼吸） 谢军平 邮箱:908888655@qq.com；电话:1357601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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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风湿） 段新旺 邮箱13970085678@163.com；电话：13970085678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内分泌） 赖晓阳 邮箱：1640852510@qq.com；电话：13607916298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内分泌） 沈云峰 邮箱：594946095@qq.com；电话：18970819455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内分泌） 刘建萍 邮箱：Liujpnfm@163.com；电话：18970071166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肾病） 徐高四 邮箱：xugaosi@126.com；电话：15079160103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消化） 温志立 邮箱：wenzhili@126.com；电话：13870608072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心血管） 吴延庆 邮箱：Wuyanqing01@sina.com；电话：0791-86297276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心血管） 李菊香 邮箱：ljx912@126.com；电话：0791-87357368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心血管） 董一飞 邮箱：yf_dong66@126.com；电话：0791-87357358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心血管） 李萍 邮箱：lipingsydney@163.com；电话：0791-86297276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心血管） 杨人强 邮箱：yangrenqiangcn@163.com；电话：0791-86297276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心血管） 陈琦 邮箱：efycq@189.cn；电话：0791-87357368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血液） 李剑 邮箱：thj127900@163.com；电话：13979107989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1 内科学（血液） 余莉 邮箱：zengyulii@126.com；电话：18679124515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4 神经病学 唐震宇 邮箱：tangzyjr@sina.com；电话：13479129979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04 神经病学 吴伟 邮箱：13807038803@163.com；电话：13807038803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神外） 祝新根 邮箱：zxg2008vip@163.com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神外） 张焱 电话：13767451597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神外） 郭华 邮箱：750758089@qq.com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神外） 程祖珏 邮箱：Juejue@126.com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神外） 沈晓黎 邮箱：shenxldoc@126.com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神外） 毛国华 邮箱：Maoguohua1967@sina.com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泌尿外） 鲁雄兵 邮箱：995374160@qq.com；电话：13755699127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泌尿外） 曾涛 邮箱:taozeng40709@sina.com；电话：13607919171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普外） 辛林 邮箱：xlyxbs@126.com；电话：13479103981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普外） 邵江华 邮箱:18579057535@163.com；电话：18579057535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普外） 曹家庆 邮箱：cao.jiaqing@163.com；电话：0791-86259281，0791-87357262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普外） 邓小荣 邮箱：dengxr77@163.com；电话：13870889003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普外） 周为民 邮箱：drzwm@sina.com；电话：13870658585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普外） 邬林泉 邮箱：Wulqnc@163.com；电话：13607912265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普外） 王恺 邮箱：ndefy07021@ncu.edu.cn；电话：13767104812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普外） 黄俊 邮箱：huangjun1995@163.com；电话：13870972177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胸心外） 刘季春 邮箱：liujichun999@163.com；电话：13907913502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胸心外） 徐建军 邮箱：xujianjun3526@163.com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胸心外） 吴永兵 邮箱：wuyongbing789@163.com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胸心外） 唐燕华 邮箱：tyh6565@163.com；电话：13517081828

mailto:liujichun999@163.com，电话13907913502
mailto:huangjun1995@163.com，13870972177
mailto:zxg2008vip@163.com
mailto:750758089@qq.com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胸心外） 魏益平 邮箱：weiyip2000@hotmail.com；电话：13687919322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整形） 易阳艳 邮箱：yyy0218@126.com；电话13507913766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3 骨科学 罗军 邮箱：luojun1786@163.com；电话：13807914153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3 骨科学 程细高 邮箱：228206846@qq.com，电话：15270332830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3 骨科学 陶军 邮箱：2431835455@qq.com；电话：13037202808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5 妇产科学 谭布珍 邮箱：tanbuzhen@sina.com；电话13979191592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5 妇产科学 傅芬 邮箱：fu_fen@163.com；电话：13330127680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5 妇产科学 陈琦 邮箱：chenqiyangbai@126.com；电话13807912933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5 妇产科学 刘朝霞 邮箱：lzxia77@163.com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6 眼科学 殷小龙 邮箱：yxiaolong@163.com；电话：17770876078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6 眼科学 俞益丰 邮箱：171018170@qq.com；电话：13979180258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7 耳鼻咽喉科学 刘月辉 邮箱：499740265@qq.com；电话：13707091332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7 耳鼻咽喉科学 朱新华 邮箱：entzxh@126.com；电话：15979022986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7 耳鼻咽喉科学 杨春平 邮箱：740773465@qq.com；电话：18970801172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19 临床病理 刘繁荣 邮箱：liufanrong@163.com；电话：13870957812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20 临床检验诊断学 程学新 邮箱：cxxncu@163.com；电话：15797653065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20 临床检验诊断学 王小中 邮箱：wangxzlj@126.com；电话：13576041466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20 临床检验诊断学 谭立明 邮箱:yuuje@126.com；电话：18979150511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20 临床检验诊断学 胡龙华 邮箱：longhuahu@163.com；电话：13870609855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21 肿瘤学 刘安文 邮箱：awliu666@163.com；电话：13767120022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21 肿瘤学 吴建兵 邮箱：hhgwjb@163.com；电话：13507917177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龚良庚 邮箱：gong111999@163.com；电话：13970936212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126 医学遗传学 洪葵 邮箱：hongkui88@163.com
01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02Z2 牙医学 宋莉 邮箱：song13607911969@126.com
014 眼视光学院 105116 眼科学 游志鹏 邮箱：yzp74@sina.com
014 眼视光学院 105116 眼科学 廖洪斐 邮箱：lhfzf@126.com
015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涂国平 邮箱：tgping@ncu.edu.cn
015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傅春 邮箱：ccfu@ncu.edu.cn
015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徐兵 邮箱：xubing99@ncu.edu.cn
015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喻登科 邮箱：yudengke@ncu.edu.cn
015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朱小刚 邮箱：65138207@qq.com
015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刘春年 邮箱：pan81706@163.com
015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刘建生 邮箱：liujiansheng99@163.com
015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吴光芸 邮箱：nkwgy@163.com
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易文彬 邮箱：wby36@126.com；联系电话：13803542968
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钟贞山 邮箱：615515295@qq.com；联系电话：1387087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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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邹小华 邮箱：1357219275@qq.com；联系电话：13907091032
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彭继增 邮箱：jizengpeng@126.com；联系电话：13870061339
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胡伯项 邮箱：3100706898@qq.com
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雷振文 邮箱：Zhwenlei1981@163.com；联系电话：13576278676
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尹利民 邮箱：yinlimin569@163.com；联系电话：13037284095
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韩艺 邮箱：hanyi5208@163.com；联系电话：13879104792
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姚建红 邮箱：2810713435@qq.com；联系电话：13683550551
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李德平 邮箱：ldp@ncu.edu.cn；联系电话：13879486228
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卢忠萍 邮箱：luzp91615@126.com
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韩迎春 邮箱：2913565983@qq.com
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许祥云 邮箱：1175659288@qq.com；联系电话：13803509238
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徐求真 邮箱：qzxu@ncu.edu.cn
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黄细嘉 邮箱：1170934789@qq.com
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饶武元 邮箱：raowuyuan@163.com
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唐国平 邮箱：1505672967@qq.com；联系电话：13879136112
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汤水清 邮箱：Sqtang100@sina.com；联系电话：13330108631
018 新闻与传播学院 050300 新闻传播学 陈信凌 邮箱：270243872@qq.com
018 新闻与传播学院 050300 新闻传播学 喻晓社 邮箱：yxs@ncu.edu.cn
018 新闻与传播学院 050300 新闻传播学 张振亭 邮箱：452984908@qq.com
018 新闻与传播学院 050300 新闻传播学 郑智斌 邮箱：80965952@qq.com
018 新闻与传播学院 050300 新闻传播学 周云倩 邮箱：zhouyunqian2002@163.com
018 新闻与传播学院 050300 新闻传播学 陈世华 邮箱：icsh@163.com
018 新闻与传播学院 050300 新闻传播学 沈鲁 邮箱：shenlu@ncu.edu.cn
018 新闻与传播学院 050300 新闻传播学 朱虹 联系电话：18970071626
019 食品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陈红兵 邮箱：chenhongbing@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邓泽元 邮箱：273736939@qq.com 或 dengzy@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刘成梅 邮箱：liuchengmei@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刘伟 邮箱：liuwei@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聂少平 邮箱：nie68@sina.com
019 食品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谢明勇 邮箱：xmync@163.com
019 食品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辛洪波 13970876288；邮箱：xinhb@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熊涛 邮箱：xiongtao0907@163.com
019 食品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熊勇华 邮箱：Yhxiongchen@163.com
019 食品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陈军 邮箱：chenjun@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潘秉兴 邮箱：panbingxing@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王强 邮箱：wangqiang06@caas.cn
019 食品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谢建华 邮箱：jhxie@n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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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 食品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殷军艺 邮箱：junyi86@163.com
019 食品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钟虹光 邮箱：zhg@jzsl.net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陈红兵 邮箱：chenhongbing@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陈军 邮箱：chenjun@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陈奕 邮箱：chenyi-417@163.com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刘伟 邮箱：liuwei@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付桂明 邮箱：fuguiming@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何庆华 邮箱：heqinghua@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胡婕伦 邮箱：hujielun@ncu.edu.cn；13698098980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黄小林 邮箱：xiaolin.huang@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赖卫华 邮箱：talktolaiwh@163.com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李红艳 邮箱：lihongyan@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李欣 邮箱：zhizilixin@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刘成梅 邮箱：liuchengmei@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刘玉环 邮箱：liuyuhuan@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聂少平 邮箱：nie68@sina.com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李静 邮箱：lijing66@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涂宗财 邮箱：tuzc_mail@aliyun.com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万昊 邮箱：wanhao424@ncu.edu.cn; 联系电话：19879269051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王允圃 邮箱：wangyunpu@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谢建华 邮箱：jhxie@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谢明勇 邮箱：xmync@163.com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熊涛 邮箱：xiongtao0907@163.com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熊勇华 邮箱：Yhxiongchen@163.com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徐振江 邮箱：Zhenjiang.xu@gmail.com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许恒毅 邮箱：15180463530@163.com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殷军艺 邮箱：junyi86@163.com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余强 邮箱：yuqiang8612@163.com；联系电话：13970961587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张国文 邮箱：gwzhang@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邹立强 邮箱：zouliqiang2010@163.com
019 食品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王远兴 邮箱：yuanxingwang@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邓泽元 邮箱：273736939@qq.com 或 dengzy@ncu.edu.cn
019 食品学院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黄志兵 邮箱：hzbchem@163.com
019 食品学院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谢明勇 邮箱：xmync@163.com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蔡琥 邮箱：caihu@ncu.edu.cn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熊仁根 邮箱：xiongrg@ncu.edu.cn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李永绣 联系电话：13970010957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陈义旺 邮箱：ywchen@n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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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王小磊 邮箱：wangxiaolei@ncu.edu.cn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廖伟强 邮箱：liaowq@ncu.edu.cu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邱建丁 联系电话：13576921282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万益群 联系电话：13077916168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谌烈 邮箱：chenlie@ncu.edu.cn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谈利承 联系电话：13755682062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袁忠义 邮箱：yuan@ncu.edu.cn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汤渊源 联系电话：18351959862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魏振宏 邮箱：weizh@ncu.edu.cn；联系电话：13732976965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胡笑添 邮箱：happyhu@ncu.edu.cn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李鹏飞 邮箱：lipf@ncu.edu.cn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吴涛 邮箱：taowu@ncu.edu.cn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杨震宇 邮箱：zyyang@ncu.edu.cn  联系电话：13177812780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梁汝萍 联系电话：18170889296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曹迁永 邮箱： cqyong@ncu.edu.cn 联系电话：13755681532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陈超 联系电话：15179167359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王翔 邮箱：xwang23@ncu.edu.cn；联系电话：15979149877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李越湘 邮箱：liyx@ncu.edu.cn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杨维冉 邮箱：neminemond@163.com；联系电话：18720066876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王珺 邮箱：jwang7@ncu.edu.cn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范杰平 邮箱：jasperfan@163.com
021 化学化工学院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曾哲灵 邮箱：zlzengjx@163.com, zlzengjx@ncu.edu.cn
023 高等研究院 0805J1 微尺度科学与技术 王红明 邮箱：hongmingwang@ncu.edu.cn
023 高等研究院 0805J1 微尺度科学与技术 唐群 邮箱：tangqun@ncu.edu.cn

025 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
究院（稀土研究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万印华 邮箱：yhwan@gia.cas.cn

025 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
究院（稀土研究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齐涛 邮箱：tqi@gia.cas.cn

025 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
究院（稀土研究院）

070300 化学 廖伍平 邮箱：wpliao@gia.cas.cn

025 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
究院（稀土研究院）

070300 化学 尤洪鹏 邮箱：hpyou@ciac.ac.cn

025 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
究院（稀土研究院）

070300 化学 余运波 邮箱：ybyu@gia.cas.cn

026 基础医学院 100100 基础医学 陈晔光 邮箱：zhangjunyu@ncu.edu.cn
026 基础医学院 100100 基础医学 崔儒涛 邮箱：rutaocui@hotmail.com
026 基础医学院 100100 基础医学 潘秉兴 邮箱：panbingxing@ncu.edu.cn
026 基础医学院 100100 基础医学 祝新根 邮箱：zxg2008vip@163.com



026 基础医学院 100100 基础医学 张文华 邮箱：whzhang@ncu.edu.cn
026 基础医学院 100100 基础医学 赵冰 邮箱：18612372986 bingzhao@fudan.deu.cn
026 基础医学院 100100 基础医学 王建斌 邮箱：jianbinwang@ncu.edu.cn
026 基础医学院 100100 基础医学 陈加祥 邮箱：chenjiaxiang@ncu.edu.cn
026 基础医学院 100100 基础医学 罗时文 邮箱：shiwenluo@ncu.edu.cn
026 基础医学院 100100 基础医学 张进 邮箱：zhangxiaokong@hotmail.com
026 基础医学院 100100 基础医学 严晓华 邮箱：yanxiaohua@ncu.edu.cn
026 基础医学院 100100 基础医学 祝高春 邮箱：zhgchun1974@163.com
026 基础医学院 100100 基础医学 况海斌 邮箱：kuanghaibin@ncu.edu.cn
026 基础医学院 100100 基础医学 李桂林 邮箱：li.guilin@163.com
026 基础医学院 100100 基础医学 张大雷 邮箱：zhangdalei@ncu.edu.cn
028 药学院 100700 药学 丁  健 邮箱：jding@simm.ac.cn；联系电话：02150806079
028 药学院 100700 药学 辛洪波 邮箱：xinhb@ncu.edu.cn；联系电话：13970876288
028 药学院 100700 药学 蒋丽萍 邮箱：lpjiang@ncu.edu.cn；联系电话：13970887988
028 药学院 100700 药学 邓柯玉 邮箱：dky@ncu.edu.cn；联系电话：18979107556
028 药学院 100700 药学 张春波 邮箱：cbzhang@ncu.edu.cn；联系电话：15907913136
028 药学院 100700 药学 夏春华 邮箱：Xch720917@163.com；联系电话：13077955151
028 药学院 100700 药学 陈和平 邮箱：chenheping69@126.com；联系电话：13065192686
028 药学院 100700 药学 熊小东 邮箱：xiongxd@ncu.edu.cn；联系电话：13761237865
028 药学院 100700 药学 毛水春 邮箱：mscjx2013@126.com；联系电话：15870679206
029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0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田小利 邮箱：tianxiaoli@ncu.edu.cn；联系电话：13641043864
029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0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范广勤 邮箱：fanguangqin@ncu.edu.cn；联系电话：13755669286
029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0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邵立健 邮箱：lshao@ncu.edu.cn；联系电话：13767070905
029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0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高蔚 邮箱：wei.gao@ncu.edu.cn；联系电话：18397813817
029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0 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 吴磊 邮箱:wulei2060@aliyun.com；联系电话：18970813850
030 护理学院 101101 护理学 何朝珠 邮箱：1250896898@qq.com；联系电话：13803523962
030 护理学院 101101 护理学 钟清玲 邮箱：Qingling5218@163.com；联系电话：13576080940                                                                                                                                                                                                                                         
030 护理学院 101101 护理学 熊晓云 邮箱：xxy6692@163.com；联系电话：13870978710
031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廖岚 邮箱：liaolan5106@163.com
031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杨健 邮箱：jianyang399@hotmail.com
031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李志华 邮箱：lwlq323@163.com
031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欧晓艳 邮箱：xiaoyanou@hotmail.com
031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伍军 邮箱：wujundent@163.com
031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熊伟 邮箱：xiongwei96@163．com
031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习伟宏 邮箱：xwh1975@163.com
031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邱嘉旋 邮箱：qiujiaxuan@163.com
031 第一临床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张强 邮箱：904119233@qq.com
031 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宋莉 邮箱：song136079119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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