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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院                          2018 年 7 月 9 日   

学院要闻 

◆5 月 7 日下午，心理学院党总支于崇鋈楼归仁堂召开党员大会，选举出席中国共产

党陕西师范大学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全院教工、学生党员共 111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

由学院党总支书记李录志同志主持。 

◆5 月 25 日，我院博士学位授权点自评估专家评审会在教学九楼 9217 会议室召开。

会议邀请到华南师范大学莫雷教授，南开大学乐国安教授，浙江大学沈模卫教授，西南

大学教陈红授，西北师范大学周爱保教授，担任评估专家。我院党政领导班子、学科带

头人、博硕士研究生导师等出席了会议。本次评审会由院党总支书记李录志主持。 

◆6 月 11 日，在 9217 会议室我院召开了中芬联合学习创新研究院 2018 年度“未来

学习创新人才”论坛（8 月 19 日－21 日召开）和中国心理学会工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学术大会筹备工作会议。会议由院长王振宏主持。 

◆6 月 20 日晚，我院新进教师首聘期考核会议在雁塔校区 9217 会议室，我院赵晶晶

研究员，朱蕾、张春雨、马国杰、庄想灵、常明副教授参加了聘期考核会议并进行了述

职答辩。我院考核工作小组成员、学术委员会成员参加了考核会议。会议由副书记、副

院长董增云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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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学工作 

◆2018年5月7日至20日，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系Kai Cortina教授和Kevin Miller教

授一行4人到访学院。Kai Cortina教授在崇鋈楼二层思齐堂为我院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了

题为“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Contexts”的 12次系列专题讲座。 

◆5月28日，我校2014级本科生教育实习及非师范专业实习工作顺利结束。我院教师

杨剑峰教授被评为2014级本科生实习“优秀实习带队教师”， 顾灵达、程媛媛、李金玉、

杨梅四位同学被评为“优秀实习生”。  

◆6月22日，心理学院与西安高新一中初中校区共建“心理学院实习实践基地”签约

暨授牌仪式在高新一中初中校区举行。高新一中初中校区校长王凤进，副校长刘丽君等

学校领导，心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教学秘书杜娟等人出席了签约授牌

仪式。 

◆6月24日,我院2014级心理学专业李丹心（论文指导教师：马国杰副教授）和应用心

理学专业陈梁杰（论文指导教师：陈煦海副教授）毕业论文被评为陕西师范大学2018届

本科优秀毕业论文。 

◆6月29日，我院在9209会议室召开了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工作会议，

全院教职工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党总支书记李录志主持。 

科研与研究生教学工作 

◆5 月 18 日-25 日，我院 5 名博士研究生、90 名硕士研究生申请参加了学位论文答辩， 

5 名博士和 88 名硕士顺利通过答辩。 

◆5 月 21 日，我院顺利完成了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我院一志愿考生

进入复试 19 人，经过资格审查、初试、复试、体检等环节，我院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拟录

取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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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我院对申请 2018-2019 年度中国政府奖学金推荐人选进行面试，最终我

院中国政府奖学金拟录取留学生博士 4 人，硕士 6 人。 

◆5 月 28 日，我院 4 项科研成果获陕西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其

中，论文类三等奖 3 项，著作类三等奖 1 项。 

◆6 月 6 日，我院毕研玲、李雅、张阳阳三位老师获得学校 2018 年度优秀著作出版基

金（哲学社会科学类）资助。 

◆6 月 19 日，我院 15 级硕士研究生郑婷婷同学通过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2018 国

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录取，将赴世界高水平大学荷兰莱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6 月 21 日，我院朱蕾副教授的优质课程“Scientific writing in English”通过陕西师范

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期检查。 

◆6 月 22 日，我院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实践基地“解放军杭州疗养院海

勤疗养区”确定为陕西师范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校级实习实践基地。 

◆6 月 22 日，我院赵晶晶教授申报的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 “汉语发展性阅读

障碍的脑与遗传缺陷及干预研究”获得 2018 年度陕西省科技计划资助一般青年项目

（2018JQ8015），立项经费 3 万元。 

◆6 月 25 日，我院博士研究生刘鹏荣获 “2017 年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荣誉证

书，我院荣获“2018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先进单位”奖牌。 

◆6 月 25 日，我院张春雨、赵晶晶通过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首次上岗资

格审议。 

◆6 月 26 日，我院教师孔风荣获 2018 年陕西省高校科协青年人才托举计划项目资助立

项。 

◆6 月 27 日，我院博士研究生连灵、王永春的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 2018 年度陕西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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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 

◆6 月 29 日，我院兰继军教授申报的“基于心智解读能力和教育行为矫正的孤独症儿

童融入普通学校学习的支持策略”进入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公示名单。 

◆6 月 29 日，我院 4 项课题列入 2018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公示名单，郭晶晶获批

一般规划基金项目 1 项，李丹黎获批一般青年基金 1 项，张丽锦获批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

1 项目，常明获批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专项 1 项。 

5--6 月，我院新增 2 篇 SSCI\ C 级期刊发表论文： 

1.Guo, J.*, Zou, T., & Peng, D. (2018). Dynamic influence of emotional states on novel word 

learn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537. doi: 10.3389/fpsyg.2018.00537. 

2.颜学新, 陈宛月, 郭晶晶*. (2018).中性抽象词和具体词情绪信息获得的差异.心理科

学.41(3):514-519. 

学术交流 

◆5 月 10 日下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105 期学术讲座在 9209 学术报告厅举行。中

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影像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学会生物心理学分会副主任、中华医

学会神经病学神经心理学与行为神经病学组副组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国青年科

技奖、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华南师范大学脑科学与康复医院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翁旭初教授应邀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磁共振脑成像概述及在心理学与

脑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由杨剑峰教授主持，我院师生参加参加了学

术报告 

◆5 月 11 日上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106 期学术讲座在 9209 学术报告厅举行。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特殊津贴获

得者、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自然基金委、科技部、教育部、中组部评审专家，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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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特聘教授罗跃嘉应邀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应激下的情绪与执行功能”的学术报告。

学术报告由杨剑峰教授主持，我院师生参加了学术报告。 

◆5 月 11 日下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108 期学术报告暨交流座谈会在 9217 室举

行，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伍新春博士应邀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青少年创伤后心理反应

研究及其对询证干预的启示”的报告，对汶川震后 10 周年的研究进行了分享与交流座谈。

学术报告暨交流座谈会由张丽锦教授主持。我院师生参加了学术报告暨交流座谈会。 

◆5 月 13 日下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107 期学术讲座在 9209 学术报告厅举行。中

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常务

理事，北京社会心理学会会长，北京心理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高校心理学教学工作指导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心理学报》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许燕教授应邀为我院师

生做了题为“善良人格的结构与心理机制研究”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由吕薇副教授主持，

我院师生参加了学术报告。 

◆5 月 18 日上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109 期学术讲座在 9209 学术报告厅举行。纽

约州立大学上州医科大学教授，世界著名心理学家 Stephen Faraone 教授，应邀为我院师

生做了题为“通过机器学习研究青少年和成人 ADHD 脑容量的变化”的学术报告。学术报

告由刘春宇教授主持，我院师生参加了学术报告。 

◆5 月 18 日下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110 期学术讲座在 9209 学术报告厅举行。中

国心理学会工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葛列众教授应邀为我院

师生做了题为“取悦自己也取悦他人——用户体验的核心价值观”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

由姬鸣副教授主持，我院师生参加了学术报告。 

◆5 月 23 日下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111 期学术报告在雁塔校区教学九楼 9209 举

行，西南大学心理学部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丽应邀为我院师生进行了题为“幼儿教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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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发展及影响因素：一项纵向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张丽锦教授主持，我院师生参

加了本次报告。 

◆6 月 4 日上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112 期学术讲座在 9209 学术报告厅举行。新

加坡国立大学终身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荣军教授应邀为

我院师生做了题为“不确定情况下的风险决策”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由王勇慧教授主持，

我院师生参加了学术报告。 

◆6 月 7 日晚，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113 期学术报告在雁塔校区教学九楼 9209 举行，

中国航天员训练中心王春慧研究员应邀为我院师生进行了题为“航天人因工程研究与应用”

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由常明副教授主持，我院师生参加了本次报告。 

◆6 月 13 日上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114 期学术报告在雁塔校区教学九楼 9209 举

行，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PI)主任，博士生导师朱朝喆教授应

邀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高生态效度脑功能成像新技术：fNIRS”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由

杨剑峰教授主持，我院师生参加了学术报告。 

◆6 月 21 日下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115 期学术讲座在 9209 学术报告厅举行。重

庆市社会心理学会理事长、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心理学部二级教授张大均应邀为我院师

生做了题为“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研究 30 年：回顾与展望”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

由王振宏教授主持，我院师生参加了学术报告。 

党建与学生工作 

◆5 月 6 日晚，我院第二届“我与我的青春故事”优秀学子成长经验报告会在崇鋈楼归

仁堂报告厅成功举办。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董增云，团委书记张媛媛，辅导员仉天聪，韩璐、

田金艳和心理学院的 2015 级、2016 级、2017 级全体学生参加了报告会。 

◆5 月 16 日晚，心理学院学生工作推进会暨学生会、心理学社成立大会在崇鋈楼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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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举行。心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团委书记张媛媛，辅导员仉天聪以及学

生会与心理学社全体成员、各班班干部参加了本次会议。 

◆5 月 16 日至 5 月 25 日，党委组织部举办了陕西师范大学党校 2018 年第 3 期发展

党员集中培训班。本次培训活动由心理学院承办，来自 12 个党总支的 164 名党员发展对

象参加了此次培训。 

◆5 月 25 日，我院在第三届“阳光护航”心理育人宣传季中，获得“心理健康知识竞

赛一等奖”以及“优秀组织单位奖”。 

◆5 月 29 日晚，心理学院在崇鋈楼一层学思堂举办女生健康专题讲座，讲座由陕西师

范大学校医院——学府医院妇科主任许朝霞主讲，辅导员仉天聪、田金艳、贾碧欣、全院

女同学参加了讲座。 

◆  6 月 8 日，心理学院新一期“院长一课”系列讲座在教学九楼 9701 教室举办，讲

座由心理学院教学副院长何宁主讲，辅导员韩璐、2017 级全体本科生参加了讲座。 

◆ 6 月 25 日，我院荣获“2017—2018 学年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 

◆ 6 月，我院 2018 届学生就业工作圆满结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稳中有升。本科就业

率 90.28%，升学率 36.1%。研究生就业率 91.14%。 

◆6 月 28-29 日，我校 2018 届学生毕业典礼在长安校区体育馆隆重举行。我院 79 名

研究生、72 名本科生参加了毕业典礼。 

社会服务工作 

◆5 月 4 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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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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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业典礼在雁塔校区崇鋈楼思齐堂举行。庆阳市美丽园丁办公室副主任李晓岩，庆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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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人事科科长陈吉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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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