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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师生名册

安　婕         

鲍春华         鲍　丰         边西岩         卜友红

蔡江浓         蔡　俊         蔡龙权         蔡宗源         苍永宏        

曹　诚         曹国珍         曹建南         曹　珏         曹　倩        

曹印先         常建华         陈春霖         陈　荻         陈东岚

陈都伟         陈冠商         陈光汉         陈海燕         陈　弘 

陈红英         陈　鸿         陈　惠         陈家麟         陈建国

陈　洁         陈金林         陈金山         陈克储         陈了了

陈丽卿         陈茂栎         陈茂兹         陈　美         陈　扑          

陈庆勋         陈少敏         陈胜利         陈　适         陈素心

陈维安         陈文栋         陈　希         陈晓虹         陈杏芬         

陈学琴         陈怡均         陈　赢         陈元庆         陈照南

程若韦         程　微         程星华         程月珍         次晓芳

崔红花         崔天凯         

戴晓东         戴燕萍         邓明德         刁迎春         丁大刚

丁 莹         窦　红         杜　俭         杜　清         段庆麟

外国语学院教职工名册（1956-2016）

(按姓名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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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Ｈ

Ｆ 樊文宗         范　蓓         范绮华         方　全         方子汉         

费惠芳         冯根宝         冯善臧         冯学宝     冯燕鸣

付俊荣         付美丽         傅辑仪        

干仪凤         甘大全         高爱琴        高　红         高慧洁

葛莲芳         葛麦影         葛暑芳        葛一峰     葛忆平         

葛宇峰         耿　亮         龚　皓         龚卫平     龚文祥     

谷仙春         顾大僖         顾　翡         顾桂凤         顾国瑛       

顾文浩      顾正民         郭其升         郭肖翡        

韩金明         韩龙根   韩永芝         何恩光     何怀青

何佳倩         何立人         何良恭        何尚宜     何伟渔        

何永康         何　玥         贺仁麟         贺　哲     洪侣仁     

胡爱莲         胡　愕         胡俊杰         胡瑞璋         胡　慎       

胡世标         胡是纯   胡伟敏         胡文华         胡孝祥         

胡亚敏      胡岳峰   胡　政         黄爱娟         黄次栋        

黄大敏         黄　芳         黄　海        黄慧珍         黄　洁

黄锦玉         黄　山         黄少冈        黄时勋         黄秀惠        

黄　颖         黄永涛         黄雨艳         黄云深         黄　铮          

黄智兰      霍红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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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红         纪小凌         江　晨         江　虹         江　治        

江子翔         蒋　蓓         蒋海潮         蒋慧美     蒋丽华        

蒋美陆      蒋雪芳         蒋雪挺         蒋宇红         蒋月依       

解晓飞         金　辉         金丽君         金　灵         金企民         

金　忆         金振琥   荆国清         景晓莺 

瞿增敏         瞿志龙         

柯森耀         孔繁明   孔祥善         

李爱珍         李　丹         李　丹         李敦信     李　峰         

李　凤         李华霞         李　环         李霍甫         李　健       

李金花         李　静         李君明         李　昆         李菱菱         

李令遐      李梅珍         李　敏         李明德         李庆涛        

李如萍         李四清         李天绮         李维坤         李卫良

李小洪         李艳平         李　英         李永宁         李照国         

李志强         梁欢珍         廖家瑞         林静怡         林卫红        

林孝彰      林泽清         林子卿         林子清         林自钊       

刘　芳         刘　峰         刘红梅         刘　华         刘　霁           

刘　剑         刘　晋         刘斯国         刘天佑         刘晓卉        

刘晓葵         刘亚飚         刘毅常        刘郁若         刘　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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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敏         卢伟雄         卢燕蓉         陆华萍     陆建非         

陆剑鸣         陆玲妹         陆　蓉         陆兴兰         陆亚琴        

陆　艳      陆贞明         陆宗九         吕丽菊         吕丽盼       

吕晓红         吕寅秋         罗　峻         罗勤生         骆开廉         

骆梅芬       

马洁敏         马绪光         马燕婷         马逸若         毛红娟         

毛惠琴      门长蓉         明    宏         明建平         缪    洋          

倪飞霞         倪明祥         倪育刚        钮　卫        

潘国强         潘海燕         潘丽蓉         潘淑兰         潘月娥        

裴钟洁         彭廉玮         蒲度戎        

戚静文         齐新颖         钱敦炜         钱祖贻     乔   佖

乔    宁         秦元莲         邱美珍        邱宇亮         裘文忠         

裘    雯         裘正铨        

阮浩良         

桑　园         桑玥玥         商建中         邵　祺         邵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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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泓波         沈慧芬         沈继红         沈洁馨         沈菊敏 

沈勤敏         沈烨炜         盛　春        盛迪韵         盛维萃         

施永宁         石　瑜         史俊达         舒舜凯     帅　晴          

宋健伟      宋梅砚         宋　韡         宋秀平         宋学东       

苏承志       苏　衡         孙红珠         孙　洁         孙克佳         

孙闵欣      孙珏岷         孙淑文        

谈剑明         谈武英         谭卫国         汤忠荣     唐洁元        

唐力行         唐雪莲         唐振邦         陶剑辉         陶美珍       

陶思嘉         田　荔         田玉铃         童玲红         涂忠安         

汪腊萍         汪其谦   汪文珍        汪永巩         王长国        

王成龙         王崇梁         王丹斌         王光生         王海涵

王汉山         王惠萍         王慧敏         王冀刚     王建红         

王金梅         王　涓         王　军         王军彦         王军英        

王　蕾      王丽敏         王列华         王　敏         王　琦       

王　赛         王　珊         王升远         王　巍         王卫平         

王晓岳      王孝谦   王新球        王一清         王永富        

王元琪         王蕴仪   王　政        王志英         翁　洁

翁维瑶         吴炳荣         吴　芳         吴慧红         吴慧青         

吴慧微         吴慧珠         吴建新         吴　江         吴淑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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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水芳         吴伟民         吴晓明         吴心灏        吴　颖       

吴雨田         吴宗素         武　成         武新玉        武映玉         

夏伟夷      夏熙沁         萧春麟         谢晓晨         忻根勇        

邢中明         熊青娟         徐宝莲         徐栋良     徐海江

徐　桦         徐惠霖         徐　菁        徐　敏         徐　楠           

徐世华         徐晓明         徐跃庭         许阿照         许　敏          

许尤俊         薛理履

严　筠         严　陵         严　女         严文庆     颜晓晔         

杨春红         杨岱蓉         杨慧琴        杨吉萍         杨　晋          

杨静悦      杨俊哲         杨立达         杨　莉         杨瑞如       

杨思钦      杨伟慰         杨霞辉         杨亚兰         杨　燕           

杨政红      姚　峰         姚力杰         姚祝英         叶　红          

叶华年         叶明辉         叶鸣紫         叶　倩         叶　琼 

叶亚民         叶韵玫         殷国萍         殷慧莉         殷一民         

尹　从         应　浩         尤正明         余松涛         余小明     

俞素美         郁秉馥         郁　云         原苏荣         袁道善       

袁玲玲         袁梅静   袁　铮

臧艳雯         曾宪思   张宝玉         张　斌         张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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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存端         张德芬         张冬梅         张恩蓓         张福英     

张国良      张海燕         张杭萍         张　浩         张　华         

张华娣      张　骅         张建兰         张静怡         张立民      

张榴娣         张　镠         张　璐         张勤华         张善实        

张天虹         张为民         张　伟         张　炜         张　玮

张宪申         张向红   张骁勇         张校勤         张兴玉        

张秀华         张耀辉         张　莹         张滢婕         张永泽     

张月芳      张云凤         张兆煌         张智良     张竹青       

赵炳文      赵　飞         赵　玮         赵兴泰         赵　振          

郑　芳         郑荣珊   郑书岐         郑秀妹         郑育英        

钟　婕         钟雪萍         周彩庆         周晨鸥     周除珍

周国蓉         周嘉栋         周　琴         周　铨         周文芳         

周　曦         周学立         周忠杰         周雅莉         朱柏良        

朱　蝶      朱方济         朱　瑾         朱锦国         朱　鲸         

朱乃长      朱　琴         朱伊革         朱则筠         朱正健      

诸龙祥         庄翠棣   宗　石        邹　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