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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院                          2018 年 4 月 30 日 

学院要闻 

◆1 月 26 日上午，我院 2017 年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在 9209 学术报告厅召开。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学院 2017 年工作报告与 2017 年财务收支情况报告，讨论通过了学院 2017

年教职工奖酬金分配方案，对学院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了民主评议，征求了教

职工对学院发展议案。全体教职员工参加会议，会议由我院党总支书记李录志主持。 

◆3 月 13 日下午，在教学九楼 9209 学术报告厅我院召开了 2018 年新学期工作部署

会议，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党总支书记李录志主持。 

◆3 月 20 日下午，我院教师岗位聘用合同书签订仪式在 9209 学术报告厅举行。我院

王振宏院长、李录志书记及全体教师出席了签订仪式。签订仪式由副书记、副院长董增

云主持。 

◆3 月 22 日下午，我院师资补充答辩报告会议在雁塔校区 9217 会议室召开，来自德

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朱子建博士后、台湾辅仁大学的王东美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的

王兴超博士、华南师范大学的顾红磊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的刘志远博士以及北京师范大

学的刘兰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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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成员，学校人事处师资科卢昕山、社科处副处长马维斌、科技处副处长张艳及教学督

导委员会委员田大宪教授和我院师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和考察面试会议。会议由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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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董增云主持。 

◆4 月 11 日，我院在学院会议室举行了领导班子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签署仪式。 

◆4 月 17 日上午，在 9217 会议室，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小组组长、北

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教授莅临我院走访考察本科教学工作并与我院师生进行了座谈。我

院院长王振宏、书记李录志等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及师生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学院

党总支书记李录志主持。 

◆4 月 18 日上午，在 9217 会议室，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天津师范大

学副校长梁福成教授莅临我院走访考察本科教学工作并与我院师生进行了座谈。我院院

长王振宏、书记李录志等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及师生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学院党总

支书记李录志主持。 

◆4 月 28 日下午，我院 2018 年第二批师资补充答辩报告会议在雁塔校区 9217 会议

室召开，来自西南大学的王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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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成员，学校社科处徐晓琳、科技处贺天及教学督导委员会委员田大

宪教授和我院师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和考察面试会议。会议由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主

持。 

本科教学工作 

◆1 月 17 日下午，在高新一中江晶老师的带领下，西安市高新一中师生一行 50 余人

来访我院，在 9209 会议室与学院领导和我院师生进行了交流座谈。党总支书记李录志，

教学副院长何宁，实验室主任杨剑峰出席会议。座谈会由我院党总支书记李录志主持。 

◆3 月 13 日，我院教学秘书杜娟被评选为我校 2017 年度“优秀本科教学管理干部”。 

◆3 月 19 日下午，本科教学工作审核预评估专家、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陆根书教授莅临我院，就我院进行本科教学审核预评估工作。我院党政班子全体成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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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委员会成员、师生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我院党总支书记李录志主持。 

◆3 月 24 日至 4 月 1 日，我院王振宏院长、何宁副院长、朱蕾副教授，带领 16 级心

理学实验班的 10 名本科生与应用心理学专业的 2 名本科生，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

校心理系开展了为期 1 周的交流访问活动。此次访问是继 2017 年以来，我院第二次派出

本科生前往密歇根大学心理系进行的短期交流活动。 

◆4 月 28 日， 2018 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我院获批 5 项，校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批 12 项。截止目前，我院获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共计 136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41 项。 

科研与研究生教学工作 

◆1 月 6 日，在科学技术处举行的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结题验收中，我院

共有 8 项自由探索项目通过结题验收。 

◆1 月 8 日，我院基础心理学博士生刘鹏的学位论文《知觉层面客体更新和反应层

面自我抑制引发负相容效应的作用机制》获 2017 年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月 12 日-13 日，我院完成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心理学科目的评卷任

务。 

◆1 月 15 日，我院推荐郑婷婷和娄成麟 2 位同学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留学项目。 

◆1 月 23 日，我院研究生获评 8 项科研单项奖。 

◆1 月 26 日，学院聘请李岚等 15 人为我院 2017 级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合

作导师。 

◆1 月 26 日，我院王振宏教授申报的《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张丽锦教授申报

的《心理健康咨询与辅导》获批为 2017 年陕西师范大学免师教育硕士公共课优质课

程资源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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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9 日到 3 月 7 日，我院对 2018 年拟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

进行通讯评审，经过评审修改，我院 2018 年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共计 12 项，

其中，面上项目 6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6 项。 

◆1 月 31 日，我院获批 2 项 2018 年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分别

是我院赵晶晶教授申请的《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拟定为研究生优质课

程项目，研究生辅导员张媛媛老师申请的《不忘初心抓源头，强基固本铸党魂——研

究生思想入党的现实瓶颈》拟定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3 月 3 日，我院在 9217 会议室召开 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学院评审会

议。会议最终确定何宁副教授申请的《新时代背景下职前教师道德敏感性的现状特

点、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以及王丽讲师申请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残疾

人刻板印象与社会融入问题研究》等两项项目为我院拟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 月 3 日—4 月 25 日，我院完成 2018 届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核、学

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以及博士论文预答辩、硕士论文预审读工作。 

◆3 月 7 日，研工部部长宋传东、副院长王明道、培养办公室科长梁莹，综合办公

室正科级秘书张明超一行人到心理学院就研究生教育管理问题与我院领导班子成员进

行了座谈。我院院长王振宏、书记李录志、副书记董增云、副院长张宝山等参加了此

次座谈。 

◆3 月 16 日，我院推荐王勇慧、张丽锦、杨剑峰、张宝山、宋晓蕾入选陕西省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评审委员会委员信息库。 

◆3 月 20 日至 4 月 26 日，我院顺利完成了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

作。 

◆3 月 23 日，我院罗扬眉副教授申请的《基于朴素理论的亲社会行为动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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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为 2018 年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人文社科类）

一般项目。 

◆4 月 2 日，我院推荐张丽锦、李彩娜、赵晶晶、宋晓蕾入选“教育信息科学与技

术”领域专家人选。 

◆4 月 3 日，我院博士研究生赵晶晶的学位论文《时空交互模式下时间维度客体注

意的加工机制》和鞠成婷的学位论文《单、双任务条件下的风险决策绩效差异——原

因及影响因素》参加 2018 年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 

◆ 4 月 13 日，经西安市社科规划基金办组织评审，我院宋国萍副教授申报的课题

《新时代西安市大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18Y46）获准重大项

目立项。 

◆4 月 19 日,我院共 7 项研究生培养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准予立项，其中博士研究生

重点项目 1 项 ，硕士研究生重点项目 3 项，硕士研究生一般项目 3 项。 

◆4 月 25 日，我院完成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科目的评卷任务。 

◆1-4 月，我院新增 8 篇 SSCI\ SCI\特级期刊发表、在线发表论文： 

◆1.Ming Chang, Xuqun You(*).Target Recognition in SAR Images Based on 

Information-Decoupled Representation, Remote sensing, 1 (2018 ),10 

◆2.Xiaohui Yang, Zhenhong Wang, Huan Chen, Danni liu.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role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moral identity.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86 (2018) 256–263. 

◆3.Jia Liu, Yongquan Huo*, Yuanyuan Chen, Peipei Song. Dispositional and 

experimentally primed attachment security reduced cyber aggression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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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 ostracism.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Online, DOI: 

10.1016/j.chb.2018.02.040 

◆4.Moyun Wang, Xinyun Yao. The contrast effect in reading general 

conditionals.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Online, DOI:: 

10.1177/1747021817746154. 

◆5.Moyun Wang, Pengfei Yin & Liyuan Zheng. A necessity illusion for 

modal inferences from conditionals. Thinking & Reasoning. Online DOI: 

10.1080/13546783.2018.1439102. 

◆6.Rui Shi, Shi lei Zhang*, Damin Miao, Qianwen Zhang, Zhenhong Wang, 

Yan Zhang. Individual Difference in Goal Motives and Goal Content: The Role 

of Action and State Orientation.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Online, DOI: 

10.1017/prp.2018.8 

◆7.Jingjing Zhao*, Tong Li, Mark A. Elliott, Jay G. Rueckl. Statistical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Reading: An Artificial Orthography Learning Study.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22(2018), 191–208.  

◆8.张阳阳, 周蕾, 游旭群, 李纾*, 梁竹苑*. 跨期决策是否基于“折扣计算”：来自

双分离范式的证据. 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2018, 在线发表, DOI: 10.1360/N052017-

00104 

学术交流 

◆1 月 24 日下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102 期学术报告在雁塔校区教学九楼 9701 教

室 举 行 。 北 京 大 学 心 理 与 认 知 科 学 学 院 院 长 方 方 教 授 应 邀 为 我 院 师 生 作 了 题 为

“Perceptual learning and neural plasticity in adult human brain”的学术报告。我院

师生参加了学术报告，报告由院长王振宏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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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上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103 期学术讲座在 9209 学术报告厅举行。国

际应用心理协会（IAAP）秘书长、全国颜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老年学与老年

医学学会副会长、老年心理学专委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博导韩布新研究员和

美国富勒心理研究所资深文化心理学教授杜艾文，应邀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汉语和英语

中自我之不同”和“现代心理学的国际视野”的精彩报告。报告由副院长张宝山主持，我

院师生参加了学术报告。 

◆4 月 4 日上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104 期学术讲座在 9209 学术报告厅举行。来

自剑桥大学心理系行为神经科学专家 David Belin 博士，应邀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

“Biobehavioural markers of individual vulnerability to addiction：  role of the 

environment”（个体成瘾易感性的生物行为标志：环境的作用）的精彩报告。报告由赵晶

晶研究员主持，我院师生参加了学术报告。 

◆4 月 16 日－27 日我院特邀英国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资深

教授、博师生导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欧洲社会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章、英国心

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获得者 Constantine Sedikides 教授为我院本科生、研究生举行了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全英文课程系列讲座。我院师生参加了系列讲座活动，讲座分别由

王勇慧教授、张春雨副教授主持。 

党建与学生工作 

◆1 月 11 日晚间，心理学院本科生期末考试动员会议在教学五楼 5201 教室举办。心

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副院长董增云，本科生辅导员仉天聪出席了会议。 

◆1 月 17 日下午，我院行政党支部在 9721 会议室召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专题组织生活会并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行政党支部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 

◆1 月 23 日下午 15 点，我院“2018 年寒假留宿学生工作会议”在教学九楼 9209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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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厅举行。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团总支书记兼研究生辅导员张媛媛，本科生辅

导员仉天聪出席了会议。 

◆2 月 1 日，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团总支书记兼研究生辅导员张媛媛、

本科生辅导员仉天聪等学工干部一行驱车近 300 公里，前往户县、宝鸡等地的学生家庭进

行实地走访慰问。 

◆3 月 5 日上午，党总支书记李录志、院长王振宏、党总支副书记董增云、团总支书记

张媛媛与本科生辅导员仉天聪、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和学生代表在多功能报告厅学习了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会。 

◆3 月 19 日晚 7 点，我院 2018 届毕业生考研复试调剂、就业工作座谈会在 9517 教

室举行，党总支副书记董增云、2018 届本科毕业生与 2017 级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3 月 25 日，心理学院在教学九楼 9701 教室举办本科生班主任见面会，2016 级班

主任姬鸣、王丽老师，2017 级班主任郭晶晶、吕薇老师与 2016、2017 级全体本科生参

加了见面会，见面会由本科生辅导员仉天聪主持。 

◆4 月 15 日下午，我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本科生辅导员仉天聪在教学九

楼大厅对心理学院所有校运会运动员学生进行了慰问。 

◆4 月 20 日，我校 2018 年研究生阳光体育运动会在长安校区体育场举行，我院在团

体和个人项目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喜获团体第十名，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并获评“优

秀组织奖”荣誉称号！ 

◆4 月 22 日下午，心理学院 2018 届未就业本科毕业生座谈会在 9217 报告厅举行，

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副院长董增云、2014 级本科生兼职辅导员韩璐以及 2018 届未就业

本科生参加了会议。 

◆4 月 25 日，一年一度的陕西师范大学体育运动会于在长安校区开幕，我院教师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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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体学生参加校运会，校长游旭群教授来到心理学院与师生亲切合影。 

社会服务工作 

◆4 月 8 日－5 月 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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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班培训在雁塔区教学九

楼 9209 学术报告厅举行。为期一月的培训将理论学习、技能实训、交流与分享、学术报

告、心理健康特色学校参观交流等内容相结合。美丽园丁教育基金会监事、陕西延长石油

西北橡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建华，庆阳市“美丽园丁”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

晓岩，庆阳市教育局副局长闫斐和我校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王涛、党委副书记卢胜利、庆阳

市教育局副局长闫斐、人事科科长陈吉宁、我院院长王振宏、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出席

开班典礼和学习成果汇报交流与结业典礼。 

本次培训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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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陕西师范大学项目的重要子项目。 

◆4 月 19 日上午，我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副院长董增云、宋国萍副教授、梁三才副教

授、行政秘书李奕伯等人赴临潼驻地部队，就进一步加强部队心理辅导项目进行了座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