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外松江校区辅修2021届（2018级）日语专业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安排表

序号 学号 学校 指导老师 电子邮箱 备注

1 fxgc011117420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柏安安 jackiebaa611@163.com

2 fxgc061517330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柏安安 jackiebaa611@163.com

3 fxsj2016270021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柏安安 jackiebaa611@163.com

4 fxlx171920821 上海立信金融会计学院 柏安安 jackiebaa611@163.com

5 fxdh171010314 东华大学 储州 chuzhou@shisu.edu.cn

6 fxlx171960122 上海立信金融会计学院 储州 chuzhou@shisu.edu.cn

7 fxdh170820109 东华大学 储州 chuzhou@shisu.edu.cn

8 fxgc011117323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储州 chuzhou@shisu.edu.cn

9 fxsj2017710027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郭玫 2848096159@qq.com

10 fxgc011117109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郭玫 2848096159@qq.com

11 fxsj2017710138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郭玫 2848096159@qq.com

12 fxdh170200205 东华大学 郭玫 2848096159@qq.com

13 fxgc091117519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郭玫 2848096159@qq.com

14 fxwm17053019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郭玫 2848096159@qq.com

15 fxgc021117327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韩峥嵘 hanzhengrong1121@163.com

16 fxwm17060052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韩峥嵘 hanzhengrong1121@163.com

17 fxgc031617332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韩峥嵘 hanzhengrong1121@163.com

18 fxdh171010523 东华大学 韩峥嵘 hanzhengrong1121@163.com

19 fxwm17064027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郎寒晓 emmawolf@yeah.net

20 fxwm17068046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郎寒晓 emmawolf@yeah.net

21 fxwm17053048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郎寒晓 emmawolf@yeah.net

22 fxsw0171123014 上海外国语大学 郎寒晓 emmwolf@yeah.net

23 fxwm17001173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郎寒晓 emmawolf@yeah.net

24 fxlx171960427 上海立信金融会计学院 罗梦頔 muteki324@sina.com

25 fxlx171960513 上海立信金融会计学院 罗梦頔 muteki324@sina.com

26 fxdh170120123 东华大学 罗梦頔 muteki324@sina.com

27 fxgc031417127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谭艳 1094371790@qq.com

28 fxgc021117335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谭艳 1094371790@qq.com

29 fxwm17062130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谭艳 1094371790@qq.com

30 fxlx171960512 上海立信金融会计学院 谭艳 109437179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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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fxdh170910525 东华大学 谭艳 1094371790@qq.com

32 fxwm17001066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谭艳 1094371790@qq.com

33 fxsj2017710109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谭艳 1094371790@qq.com

34 fxgc101117328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谭艳 1094371790@qq.com

35 fxlx171960646 上海立信金融会计学院 王竣磊 wangjunlei1997@shisu.edu.cn

36 fxgc031617109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竣磊 wangjunlei1997@shisu.edu.cn

37 fxdh171100235 东华大学 王竣磊 wangjunlei1997@shisu.edu.cn

38 fxgc041417130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竣磊 wangjunlei1997@shisu.edu.cn

39 fxdh160800216 东华大学 王竣磊 wangjunlei1997@shisu.edu.cn 暂缓

40 fxwm17020009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魏华 654889705@qq.com

41 fxwm17010019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魏华 654889705@qq.com

42 fxhz17092901168 华东政法大学 魏华 654889705@qq.com

43 fxhz17072701182 华东政法大学 魏华 654889705@qq.com

44 fxhz17212501265 华东政法大学 魏华 654889705@qq.com

45 fxwm17044089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魏华 654889705@qq.com

46 fxsw0171113059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许瑶瑶 yaoyaoxu2014@163.com

47 fxsw0171121033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许瑶瑶 yaoyaoxu2014@163.com

48 fxsw0171131001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许瑶瑶 yaoyaoxu2014@163.com

49 fxsw0171123034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许瑶瑶 yaoyaoxu2014@163.com

50 fxsw0171131035 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玉莹 770602644@qq.com

51 fxwm17001034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张玉莹 770602644@qq.com

52 fxsw0171122059 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玉莹 770602644@qq.com

53 fxwm17065005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张玉莹 770602644@qq.com

54 fxwm17010006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张玉莹 770602644@qq.com

55 fxgc031D17116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郑立权 koizumi2@163.com

56 fxsj2017260051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郑立权 koizumi2@163.com

57 fxwm17001038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郑立权 koizumi2@163.com

58 fxlx171920513 上海立信金融会计学院 郑立权 koizumi2@163.com

59 fxdh170400830 东华大学 郑立权 koizumi2@163.com

60 fxsj2017360098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郑立权 koizumi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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