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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院                            2017年 7月 12日 

专题新闻 

◆2016 年 12 月 5 日，中国心理学会普通心理与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学术

年会筹备工作第一次会议在 9217 会议室召开。我院院长王振宏、党总支书记李录志，副

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副院长何宁、张宝山，中国心理学会普通心理与实验心理学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大会执行主席王勇慧教授，兰继军、杨剑峰教授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王振宏

院长主持。 

◆5 月 5 日至 7 日，中国心理学会普通心理与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学术大会在

我校雁塔校区举行。本次学术大会由中国心理学会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主办，

我校心理学院承办，陕西省心理学会协办，大会以“聚焦科学前沿问题，推动心理学基础

研究” 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近 300 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学术大会，举

办了 22 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本次大会就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相关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及

成果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对心理学基础研究领域及相关的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5 月 6 日上午，大会开幕式在雁塔校区崇鋈楼学思堂举行。中国心理学会前任理事长、

我校副校长游旭群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我院院长王振宏教授介绍了我校心理学学科与心

理学院发展现状。开幕式由中国心理学会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大会执

行主席王勇慧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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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期两天的学术会议中，浙江大学沈模卫教授、北京大学韩世辉教授及北京师范大

学刘嘉教授分别作了大会特邀报告。我院特聘长江讲座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刘春宇等 19 位专家作了分会场专题报告。此外，100 多名青年学者和研究生通过海报张

贴的形式展示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 

5 月 7 日大会闭幕，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吴艳红教授作总

结讲话，并给大会优秀论文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闭幕式由王勇慧教授主持。 

学院要闻 

◆5 月 16 日下午，我院 2017 年师资补充考核会议在雁塔校区 9217 会议室召开，来

自杜克大学（美国）庄捷博士参加了我院师资补充答辩。我院师资队伍建设领导小组成员、

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成员，学校教务处督导委员会邵英教授、社科处马维斌副处长、

科技处张艳副处长以及我院师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和考察远程面试会议。会议由董增云副院

长主持。 

◆5 月 17 日下午，在 9209 学术报告厅，我院召开了财务报销系统推介会议。校财务

处处长刘继波、科长陈文出席了会议，我院全体教职员工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学院党总支

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主持。 

◆5 月 17 日下午，在 9209 学术报告厅，我院召开了关键三级及其以下教师岗位人员

聘用工作部署会议。我院全体教职员工参加了部署会议。会议由王振宏院长主持。 

◆5 月 24 日、6 月 8 日，我院对 2016 年 1 月至 7 月进站博士后李雅、张阳阳、姚崇、

李晓军进行了中期考核。王振宏、王有智、兰继军、杨剑峰、李彩娜教授参加了考核会议。 

◆5 月 25 日下午，江西师范大学人事处处长邱东升一行来院就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

设等工作进行调研。我院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接待了邱东升一行并进行了座谈。 

◆6 月 5 日上午，在 9217 会议室，我院召开了关键三级及其以下教师岗位人员聘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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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领导小组会议。在个人申报，学院教师岗位聘用工作领导小组初审、复核、评议与研究，

确定了具有参评教师关键三级及其以下岗位聘用资格人员。6 月 9 日上午，学院教师岗位

聘用工作领导小组对具有参评教师关键三级及其以下岗位聘用资格人员审核评议、综合审

议并投票，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认定，确定了教师关键三级及其以下岗位聘用拟聘用人员，

并对相关材料进行了公示。 

◆6 月 5 日上午，在 9217 会议室，我院召开了实验室建设工作推进会议，王振宏院长

就近期学院实验室建设工作进行了部署与安排。党总支书记李录志，副书记、副院长董增

云，副院长何宁、张宝山，杨剑峰教授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王振宏院长主持。 

◆6 月 15 日上午，我院新引进长江学者座谈会在 9217 会议室召开。王振宏院长向我

院引进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刘春宇简要介绍了学院发展历史、师资队伍情况、学科建设、实

验室建设等工作。王院长表示，对刘春宇教授来校后的团队建设、实验室建设、科学研究

等工作，学院将全力以赴给予支持。党总支书记李录志、副院长张宝山，赵晶晶研究员参

加了会议。会议由王振宏院长主持。 

◆6 月 22 日下午，在 9209 学术报告厅，我院于召开了 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期

末考试工作会议，全院教职工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李录志书记主持。 

本科教学工作 

◆5 月 6 日，泽如心理学创新实验班第六、第七次系列学术讲座分别于中午和晚上在

雁塔校区 9209 学术报告厅举办。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主任、原中国心理学会理事

长沈模卫教授和中科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李兴珊研究

员应邀为泽如班同学分别做了题为“心理学与高新技术”和“中文阅读中词切分的认知处

理”的精彩学术讲座。讲座分别由心理学院何宁副院长和张丽锦教授主持。 

◆5 月 15 日-19 日，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系 Kevin Miller 教授一行 18 人应学院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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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到访我院。双方就加强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等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和实质性的讨

论，进一步固化与推进了我院与密西根大学的长期合作。我院师生参加了各项交流活动。 

◆5月17日下午，泽如心理学创新实验班第八次系列讲座在雁塔校区9701教室举行。

美国密歇根大学 Kai Cortina 教授应邀为实验班同学进行了题为“如何申请美国研究生学

位：以密歇根大学为例”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张宝山副院长和朱蕾副教授主持。 

◆5月28日，我院教师常明副教授被评为2013级本科生实习“优秀实习带队教师”，

张文婷、唐蕾、刘来三位同学被评为“优秀实习生”。 

◆6 月下旬, 我院 2013 级心理学专业李瞳（论文指导教师：王雨晴副教授）和应用心

理学专业张银玲（论文指导教师：何宁副教授）两位同学的毕业论文被评为陕西师范大学

2017 届本科优秀毕业论文。 

科研与研究生教学工作 

◆5 月 8 日——7 月 1 日，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的精神，学校启动了新一轮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全面修订工作，我

院按要求完成了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5 月 19 日—20 日，我院 2017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顺利完成。我院一志

愿进入复试考生 15 人，经过资格审查、初试、复试、体检等环节，2017 年博士研究生拟

录取 8 人。 

◆5 月 21 日——5 月 26 日，我院 2 名博士和 79 位硕士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我院 4

位同学的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1 位同学的专业学位硕士论文被评为 2017 年度陕西师范

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 

◆5 月 24 日，社科处公示 2015 年度文科业绩奖励津贴，其中我院获得 2015 年度权

威论文奖励共 30 项，其中游旭群 6 项、张宝山 4 项、王勇慧 3 项，兰继军、王雨晴、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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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华、张春雨每人各 2 项，王振宏、霍涌泉、陈煦海、宋晓蕾、王苹、王小娟、杨晓辉、

常明、赵晶晶每人各 1 项。获得 2015 年度核心论文奖励共 5 项，其中李彩娜 2 项，张宝

山、王苹、王小娟每人各 1 项。获得 2015 年度优秀成果奖奖励共 2 项，其中王振宏，高

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奖励 15 万；霍涌泉，二等奖，奖励 5 万。获得 2015

年度优秀专著奖励津贴共 3 项，分别为王振宏，宋晓蕾，霍涌泉；获得 2015 年度横向项

目奖励共 2 项，分别为陈青萍，董增云。 

◆6 月 7 日，我院吕薇副教授的《人格特质、应激与身心健康》和杨晓辉博士的《儿

童执行功能发展及促进》著作，获得 2017 年度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6 月 15 日， 2017 年度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申报，我院 7 人

进入候选名单，其中论文类 6 项，研究报告类 1 项。其中论文类候选者为王勇慧、张丽锦、

李彩娜教授，赵晶晶研究员，宋晓蕾、陈煦海副教授；兰继军教授入候选研究报告类。 

◆6 月 17 日，我院陈青萍教授申报的《神秘膜拜团体发展现状及其社会心理控制途径

的研究》和张宝山教授申报的《进城老年人文化适应现状、影响因素、心理效应及促进研

究》，获得 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 

◆6 月 20 日，我院博士研究生罗云、王永春、赵荣荣获科研单项奖。 

◆6月 21日，我院李彩娜、张宝山等 2位教授获批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上岗资格；

罗扬眉、王雨晴、马国杰、庄想灵、孔风等 5 位副教授获批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

位上岗资格，王雨晴、马国杰、庄想灵、孔风等 4 位副教授获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

教师岗位上岗资格。 

◆6 月 22 日，经个人申请、专家推荐、学院资格审核、学科考核小组初选，学院拟选

拔推荐王新野同学为航空航天心理学专业硕博连读研究生，张润竹同学为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专业硕博连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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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我院与北京双高国际人力资本集团、陕西双高佳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就

“心理学专业实习实践基地”签约暨授牌仪式在西安人力资源产业园 6 层会议室举行。北

京双高国际人力资本集团副总经理、陕西双高佳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晋睿，陕西

双高佳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娟，心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研究生

秘书雷萍等人参加了签约授牌仪式。   

◆6 月 28 日，我院心理健康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实践基地—西安市第八十五

中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确定为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校级实习实践基地。 

◆5-6 月，我院新增 5 篇 SSCI、权威期刊发表、在线发表论文： 

1. Lian, Ling. & You, Xuqun*.(2017). Specific virtues as predictors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among Chinese undergraduates. Current psychology, 36(2), 376-384.  

2. Lijuan Zhang, Shupeng Zhang, Ying Yang, Caina Li*.(2017). Attachment orientations 

and dispositional gratitude: The mediating role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14(2017): 193-197 

3. Yun Luo, Zhoulei Xiang, Hui Zhang & Zhenhong Wang*. (online). Protective factors for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doi: 10.1002/pits.22033. 

4.宋晓蕾, 傅旭娜, 张俊婷, 游旭群 *, 反应-效应相容性范式条件下不同数字表征方

式和身体经验对数字认知加工的影响. 心理学报, 2017, 45(5): 602-610 

5.宋晓蕾, 张俊婷, 石杰, 游旭群 *, 语音反应方式下情绪效价对空间 Simon 效应的

影响. 心理学报, 2017, 45(8): 1031-1040 

学术交流 

◆5 月 8 日上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92 期在雁塔校区 9209 学术报告厅举行。世界

知名的教育心理学专家、美国哈佛大学 Jon R. Star 教授应邀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The 

importance of being flexible: improving algebra learning and teaching”的学术报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pits.22033/full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pits.22033/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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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我院师生参加了学术报告会。学术报告由朱蕾副教授主持。 

◆5 月 17 日上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93 期在雁塔校区 9209 学术报告厅举行。世

界著名健康心理学家、荷兰高等研究院院士、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澳大利亚

天主教大学积极心理和教育研究院教授、波兰人文和社会科学大学教授 Ralf Schwarzer

应邀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 “Positive psychosocial resources and resilient coping with 

life challenges”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由王振宏院长主持。 

◆6 月 28 日上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94 期在雁塔校区 9209 学术报告厅举行。我

校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任维教授应邀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有关正强化

与负强化的长期争议和研究进展”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由赵晶晶研究员主持。 

党建与学生工作 

◆5 月 2 日晚，心理学社组织并带领社员们参观了心理学院实验中心。 

◆5 月 4 日晚，我院举办“不忘初心跟党走：温故知新，绽放光彩”五四青年节教育

学习活动。 

◆5 月 7 日，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社成立大会在我校教学九楼顺利召开。 

◆5 月 10 日，我院举办了“星级宿舍”文化卫生检查活动，对学院的本科生宿舍进行

了检查。 

◆5 月 12 日晚，学院组织学生党支部召开了学生党员发展规程培训会。 

◆5 月 15 日晚，在 9209 学术报告厅宋国萍副教授为我院本科生做了题为《如何做好

“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的学术讲座。 

◆5 月 18 日至 5 月 23 日，我院 2015 级心理学专业梁紫云在第二十届“外研社杯”

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中荣获一等奖。 

◆5 月 20 日至 5 月 26 日，我院举办了“心理活动周”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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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我院召开心理学院党总支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心理学院教师

师德师风“六要六师”》及《心理学院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十要十不做”》两个文件。 

◆5 月 23 日，我院学生会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云鬓花颜金步摇”中国传统文化节外场

活动。 

◆5 月 23 日至 5 月 25 日，我院联合教育学院，分别邀请党委学工部副部长曲洪刚、

心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董增云、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孙伟，举行了大学生骨干培训教育。 

◆5 月 25 日，“陕 Star 暖心阁”心理咨询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5 月 27 日及 6 月 2 日，我院分别举行了第一期和第二期英语沙龙活动。 

◆6 月 12 日，我院学生在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决赛中荣获三等奖。 

◆6 月 16 日，我院党总支召开党员发展对象资格预审会议，对拟接收为预备党员的 17

名发展对象进行了资格预审。 

◆6 月 16 日，我院 2015 级研究生第一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入党预备

党员名单（韩璐、赵媛、赵盼盼、郑婷婷、陈琦、高晶晶）。 

◆6 月 16 日，我院本科生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入党预备党员名单（程

杜漪涵、刘可馨、程媛媛、黄思凡、刘美玉、郑丽璇、沈雪纯、郭晓婷、何秋霓，并讨论

杨铠荣、杨梅、刘莹莹三名同学的转正事宜）。 

◆6 月 26 日，我院本科生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郑文倩、吴淑仪两名同

学的入党转正事宜。 

◆6 月 29 日，我院进行了 2017 年研究生暑期留宿学生安全会议。 

社会服务工作 

◆5 月 4 日下午，“美丽园丁”教育基金会支持庆阳革命老区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协同创

新计划陕西师范大学第三期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班学习成果汇报交流会及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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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庆阳市第三期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班结业典礼在雁塔校区崇鋈楼思齐堂举行。

我院院长王振宏教授，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培训班班主任康婉香以及来自庆阳市的 50

余名中小学教师参加了学习成果汇报交流会及结业典礼，结业典礼由副书记、副院长董增

云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