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18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笔试）名单 

 

 

    根据《北京大学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校本部)》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18 年

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招生说明》的规定与要求，经过严格审核，决定同意以下申请者参

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18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笔试）： 

 

编

号 
报名号 姓名 申请专业 申请方向 

资格审

查结果 

1 2018104228 宋霙 世界史 现代化理论与进程研究 通过 

2 2018104230 岳嘉宝 世界史 艺术史 通过 

3 2018106814 任荭 世界史 艺术史 通过 

4 2018101904 张经纬 世界史 中东现代史 通过 

5 2018103364 梁钦 世界史 中东现代史 通过 

6 2018103841 李赛 世界史 中东现代史 通过 

7 2018104126 唐陆 世界史 中东现代史 通过 

8 2018104662 丁雨婷 世界史 中东现代史 通过 

9 2018105117 
阿迪力江·阿

卜杜萨拉木 
世界史 中东现代史 通过 

10 2018105507 陈前 世界史 中东现代史 通过 

11 2018102469 赵可馨 世界史 古代东方文明与埃及学  通过 

12 2018104520 刘璠 世界史 古代东方文明与埃及学  通过 

13 2018100878 屠含章 世界史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通过 

14 2018106912 顾年茂 世界史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通过 

15 2018103600 郭超 世界史 教会史 通过 

16 2018104836 邹宁宁 世界史 教会史 通过 

17 2018102458 黄志远 世界史 欧洲中世纪史 通过 

18 2018105839 黄宝强 世界史 亚太区域史与环境史 通过 

19 2018107528 王婷婷 世界史 亚太区域史与环境史 通过 

20 2018107660 张文静 世界史 亚太区域史与环境史 通过 

21 2018100369 信誉 世界史 日本史 通过 

22 2018104097 刘瑞 世界史 日本史 通过 

23 2018104429 李晓倩 世界史 日本史 通过 

24 2018105469 蒋凯宁 世界史 日本史 通过 

25 2018106491 陈娜 世界史 日本史 通过 

26 2018104524 闫行健 世界史 美国史（含美国外交史） 通过 

27 2018105118 张雨濛 世界史 美国史（含美国外交史） 通过 

28 2018101679 苏菲 世界史 东南亚史与华侨华人史 通过 

29 2018102722 陈乙燊 世界史 东南亚史与华侨华人史 通过 

30 2018103666 方玥 世界史 东南亚史与华侨华人史 通过 

31 2018106904 贾丁 世界史 东南亚史与华侨华人史 通过 

32 2018106926 吴怡瑾 世界史 东南亚史与华侨华人史 通过 



33 2018102133 代渭 世界史 
英国史（含英帝国与殖民

主义史） 
通过 

34 2018104329 李春光 世界史 非洲史 通过 

35 2018102252 胡一帆  中国史 中国历史地理 通过 

36 2018103489 张煜  中国史 中国古代社会史 通过 

37 2018104031 徐丹  中国史 中国古代社会史 通过 

38 2018104102 马星宇  中国史 中国古代社会史 通过 

39 2018105431 吴宜宣  中国史 中国古代社会史 通过 

40 2018101998 朱本军  中国史 历史文献学 通过 

41 2018103608 白悦波  中国史 历史文献学 通过 

42 2018105255 徐维焱  中国史 历史文献学 通过 

43 2018102500 陈烨轩  中国史 古代中外关系史 通过 

44 2018100096 邱文杰  中国史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通过 

45 2018100698 张雪  中国史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通过 

46 2018101710 杨雅婷  中国史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通过 

47 2018103534 夏泽华  中国史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通过 

48 2018105868 郑紫薇  中国史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通过 

49 2018107177 李煜东  中国史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通过 

50 2018104869 吴晓丰  中国史 隋唐史（含敦煌学） 通过 

51 2018105557 强慧婷  中国史 隋唐史（含敦煌学） 通过 

52 2018106415 聂靖  中国史 隋唐史（含敦煌学） 通过 

53 2018106661 张照阳  中国史 隋唐史（含敦煌学） 通过 

54 2018107030 杨瑞  中国史 隋唐史（含敦煌学） 通过 

55 2018105146 郭洋辰  中国史 宋辽金史 通过 

56 2018106322 吴杰  中国史 宋辽金史 通过 

57 2018102698 孙瑀岑  中国史 蒙元史 通过 

58 2018105171 展可鑫  中国史 蒙元史 通过 

59 2018105287 刘曙梅  中国史 蒙元史 通过 

60 2018107015 张向朋  中国史 明史 通过 

61 2018104089 董丹  中国史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通过 

62 2018104235 贾盼  中国史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通过 

63 2018100272 黄柘淞  中国史 中华民国史 通过 

64 2018102889 张江波  中国史 中华民国史 通过 

65 2018107349 刘东庆  中国史 中华民国史 通过 

66 2018105834 刘澍  中国史 中国近代史 通过 

67 2018105470 杨幸何  中国史 中国现代史 通过 

68 2018105996 吕曦  中国史 中国现代史 通过 

69 2018107625 赵通  中国史 中国现代史 通过 

70 2018100748 李曦姣  中国史 近现代中外关系史 通过 

71 2018103027 陈佳奇  中国史 近现代中外关系史 通过 

72 2018107105 张弘毅  中国史 近现代中外关系史 通过 

73 2018107742 徐金  中国史 近现代中外关系史 通过 

 



 

复试（笔试）安排： 

时间： 3 月 10 日（周六）全天 

       科目 1：8:30-11:30， 科目 2: 13:30-16:30 

地点： 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5号楼（历史系）B113、B114、B115、B121、B124室 

 

注意事项： 

请所有考生于 3月 9日 9:00-17:00之间，到历史系 5115室查验以下证明文件原件： 

1）身份证 

2）硕士学位及学历证书（往届生），或在读证明（应届生）： 

   a. 持国（境）内教育机构学历学位的，提供学历学位证书原件； 

   b. 持国（境）外教育机构学历学位的，除提供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外，还应提供学历学位

认证件。 

3）外语证书（参加北京大学 2018 年博士研究生英语水平考试和北京大学 2018年博士研究

生小语种考试的考生除外） 

 

复试（笔试）方式：  

考试科目共两门（见附录）。每门考试时长 3小时，满分 100分。 

笔试总分 200分。 

笔试成绩合格者（每门考试不低于 60分），方能进入面试。 

 

 

（说明：港澳台留学生申请者及硕博连读生复试（面试）通知，将另行发布。）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18年 2月 28日 

 

 

 

 

 

 

 

 

 

 

 

 



附录： 

历史学系 2018 年度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及考试科目 

 

学科专业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中国史 

中国历史地理 ①中国古代史    ②中国历史地理 

古代中外关系史 ①中国古代史    ②古代中外关系史 

先秦史 ①中国古代史    ②先秦史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①中国古代史    ②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隋唐史（含敦煌学） ①中国古代史    ②隋唐史 

宋辽金史 ①中国古代史    ②宋辽金史 

蒙元史 ①中国古代史    ②蒙元史 

明史 ①中国古代史    ②明史 

清史 ①中国古代史    ②清史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①中国古代史    ②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中国古代社会史 ①中国古代史    ②中国古代社会史 

历史文献学 ①中国古代史    ②历史文献学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①中国近现代史  ②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中华民国史 ①中国近现代史  ②中华民国史 

中国近代史 ①中国近现代史  ②中国近代史 

中国现代史 ①中国近现代史  ②中国现代史 

近现代中外关系史 ①中国近现代史  ②近现代中外关系史 

世界史 

现代化理论与进程研究 ①世界近现代史  ②中外现代化与发展理论 

欧洲中世纪史 ①世界古代史    ②欧洲中世纪史 

亚太区域史与环境史 ①世界近现代史  ②亚太区域史与环境史 

日本史 ①世界近现代史  ②日本史 

美国史（含美国外交史） ①世界近现代史  ②美国史 

东南亚史与华侨华人史 ①世界近现代史  ②东南亚史与华侨华人史 

教会史 ①世界古代史    ②教会史 

英国史（含英帝国与殖民主义史） ①世界近现代史  ②英国史 

德国史 ①世界近现代史  ②德国史 

欧洲学（近代西欧文明进程研究） ①世界近现代史  ②西欧近代史 

古代东方文明与埃及学 ①世界古代史    ②古代东方与埃及学 

拉丁美洲史 ①世界近现代史  ②拉丁美洲史 

艺术史 ①世界古代史    ②艺术史 

中东现代史 ①世界近现代史  ②中东现代史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①世界近现代史  ②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非洲史 ①世界近现代史  ②非洲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