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2020年录取硕士研究生导师名单公示

    经学院招生领导小组2020年7月10日会议研究决定，确定我院2020年录取硕士研究生导师名
单如下，现予以公示。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录取专业名称 拟确定导师

1 孙嘉瑞 107300121004200 草学 黄季焜

2 孙亮 107300121004423 农村发展 Ali Shahzad

3 马琦 107300121004355 农业管理 Ali Shahzad

4 邢莹 103350000913049 农艺与种业 Saman Bowatte

5 陈锦达 107300121004259 草学 包爱科

6 王敏 107300121004266 草学 包爱科

7 李笑佳 107300121004312 农艺与种业 包爱科

8 李振华 107300121004161 草学 柴琦

9 刘容 107300121004188 草学 柴琦

10 田真 107300121004253 草学 陈焘

11 武娜娜 107300121004106 植物保护 陈焘

12 冯小轩 107300121004267 草学 陈焘

13 冉阳露 107030146037796 农艺与种业 段廷玉

14 王亚杰 推免生 草学 段廷玉

15 宋雅荣 推免生 植物保护 段廷玉

16 张嘉城 推免生 植物保护 方香玲

17 董超 推免生 植物保护 方香玲

18 王瑞泾 107300121004301 农艺与种业 冯琦胜

19 金哲人 102860410117194 农业管理 冯琦胜

20 陈波 100010001260101 草学 冯彦皓

21 王泽宇 107300121004203 草学 冯彦皓

22 刘思捷 推免生 草学 冯彦皓

23 郭鑫 107300121004177 草学 郭丁

24 谢彤彤 103350000923415 畜牧学 郭龙

25 冯甘霖 推免生 草学 郭正刚

26 齐昊昊 推免生 草学 郭正刚

27 钟天航 107300121004411 农村发展 韩云华

28 贺聪 107300121004175 草学 贺金生

29 宋永哲 107300121004183 草学 贺金生

30 赵博 107300121004193 草学 贺金生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录取专业名称 拟确定导师

31 程蓓佳 102480122012822 农艺与种业 贺金生

32 郑昊哲 107300121004148 草学 侯扶江

33 易灵心 107300121004162 草学 侯扶江

34 张广运 102480122018365 草学 侯扶江

35 周洁艳 106260090600111 畜牧学 侯扶江

36 张小云 107300121004316 畜牧 侯扶江

37 回振宁 101830218605562 作物学 胡小文

38 王涛 107300121004201 草学 胡小文

39 许雅雯 推免生 草学 胡小文

40 魏正业 107300121004163 草学 贾倩民

41 江宁 107300121004399 农村发展 贾倩民

42 温杨雪 107300121004166 草学 蒋林

43 吴世华 107300121004140 草学 蒋林

44 刘重阳 100190032115048 畜牧 乐祥鹏

45 唐士杰 107300121004318 畜牧 乐祥鹏

46 连鹤娜 107300121004145 草学 李春杰

47 王添 107300121004205 草学 李春杰

48 刘佳奇 107300121004101 植物保护 李春杰

49 翟纡润 推免生 草学 李春杰

50 张家铫 107300121004121 畜牧学 李发弟

51 代露茗 100220230804094 畜牧 李飞

52 孟亚蓉 107300121004123 畜牧学 李飞

53 薛若冰 102480122019915 草学 李守丽

54 叶晓彤 107120161151191 农艺与种业 李守丽

55 丁宁杰 推免生 草学 李守丽

56 冉美四 107300121004216 草学 李守丽

57 陈曦 103070210003848 畜牧 李万宏

58 姚婷 107300121004136 畜牧学 李万宏

59 封森耀 106260090300075 草学 李文龙

60 黄为烨 106100120120088 农业经济管理 李文龙

61 杨波 107300121004277 草学 李彦忠

62 曹选莉 107300121004098 植物保护 李彦忠

63 孟新月 107300121004320 农业管理 梁天刚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录取专业名称 拟确定导师

64 赵翊含 107300121004172 草学 梁天刚

65 苗春丽 107300121004199 草学 梁天刚

66 李云海 推免生 草学 梁天刚

67 马珂昕 107300121004364 农业管理 林慧龙

68 郭青云 107010230307746 农业经济管理 林慧龙

69 王志浩 100020117217394 农业经济管理 林慧龙

70 郝天星 100020117222310 农业管理 林慧龙

71 石紫阅 102860422518489 农业管理 刘杰

72 高晨焱 101830218605549 草学 刘杰

73 李琪 107300121004151 草学 刘杰

74 顾继雄 107300121004287 草学 刘金荣

75 胡广德 107300121004407 农村发展 刘金荣

76 罗丹琦 100560044324045 农艺与种业 刘金荣

77 贺浩轩 100020117219874 农业管理 刘敏

78 黄治鹏 100020117219875 农业管理 刘敏

79 盛鹏程 101830212417349 农业经济管理 刘敏

80 任晓艳 107300121004207 草学 刘权

81 魏娜 107300121004258 草学 刘文献

82 高卓 107300121004414 农村发展 刘兴元

83 杲立涛 107300121004404 农村发展 刘兴元

84 陈霖齐 100020117204338 农业管理 刘兴元

85 李国娥 107300121004235 草学 刘永杰

86 王明霞 107300121004425 农村发展 刘永杰

87 邓浩 103350000926945 农艺与种业 刘志鹏

88 尹鑫影 100220112200543 农艺与种业 刘志鹏

89 韩秉成 推免生 草学 刘志鹏

90 李玉满 推免生 草学 刘志鹏

91 刘瑞雯 推免生 草学 马清

92 杨志颖 100220112200567 草学 马田

93 高文静 100560053625340 农艺与种业 马田

94 李静 107300121004243 草学 南志标

95 陈涛 107300121004220 草学 南志标

96 郑荣春 推免生 植物保护 南志标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录取专业名称 拟确定导师

97 申琴 推免生 植物保护 南志标

98 卜嘉玮 107300121004197 草学 牛得草

99 李庆伟 推免生 草学 牛得草

100 张诗语 107300121004403 农村发展 沈禹颖

101 刘雯雯 107300121004422 农村发展 沈禹颖

102 夏悦 100020117222311 农业管理 沈禹颖

103 陶海宁 推免生 草学 沈禹颖

104 董秀 推免生 草学 沈禹颖

105 任婷 107300121004257 草学 宋秋艳

106 卢子玉 103350000911967 畜牧学 孙兰弟

107 王文楷 101830214517359 农业管理 唐增

108 董芮彤 101410142001632 农业经济管理 唐增

109 高越 107300121004247 草学 田沛

110 高翔 107300121004313 畜牧 王虎成

111 李嘉 107300121004317 畜牧 王虎成

112 程晨 107300121004271 草学 王剑峰

113 刘英龙 107300121004111 植物保护 王剑峰

114 潘森 107300121004190 草学 王静

115 陈媛 107300121004360 农业管理 王丽佳

116 张瑞欣 107300121004241 草学 王锁民

117 邓育轩 107300121004244 草学 王锁民

118 赵一颖 推免生 草学 王锁民

119 李军辉 107300121004089 作物学 王彦荣

120 孟繁滢 100560041723850 农村发展 王自奎

121 王立 107300121004306 农艺与种业 王自奎

122 何文 107300121004296 草学 夏超

123 邱涌森 107300121004189 草学 谢文刚

124 杨全俊 106260095100646 农业管理 胥刚

125 罗娇 106260095100270 农艺与种业 胥刚

126 单姝瑶 107300121004418 农村发展 徐浩杰

127 王丽英 107300121004165 草学 闫涛

128 付宸 107300121004146 草学 闫涛

129 周涛 100220230804092 作物学 杨惠敏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录取专业名称 拟确定导师

130 吴宛萍 推免生 草学 杨惠敏

131 高玮 100010001950030 农艺与种业 杨宪龙

132 刘金银 107300121004307 农艺与种业 于应文

133 李艺妆 推免生 草学 于应文

134 蒋紫薇 推免生 草学 于应文

135 包明慧 107300121004103 植物保护 袁明龙

136 奥宝 107300121004204 草学 张吉宇

137 韩阳阳 推免生 作物学 张吉宇

138 卢丽燕 推免生 作物学 张吉宇

139 赵玲玉 107300121004254 草学 张金林

140 李亚 107300121004417 农村发展 张金林

141 何佳 107300121004228 草学 张丽静

142 梁金金 107300121004249 草学 张兴旭

143 赵振锐 推免生 草学 张兴旭

144 周碧莲 107300121004196 草学 赵传燕

145 唐源 107300121004395 农村发展 赵传燕

146 朱海花 107300121004251 草学 赵宁

147 甘雅楠 107300121004246 草学 赵祺

148 甘水燕 103350000902288 畜牧 周建伟

149 刘红山 107300121004315 畜牧 周建伟

150 李雪 107300121004396 农村发展 朱剑霄

151 黄文博 107300121004420 农村发展 朱剑霄

152 王新 推免生 草学 朱剑霄

备注：联系电话 0931-8913014；联系邮箱 cymaster@lz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