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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院                          2017 年 11 月 5 日 

学院要闻 

◆7 月 11 日上午，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张卫、党总支书记刘科荣一行 10 人来

我院调研，就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进行了座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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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慧、杨剑峰教授，赵晶晶研

究员参加了座谈。 

◆9 月 4 日，我院副教授朱蕾同志赴新疆挂职任昌吉学院初教院副院长（中组部第九

批援疆干部）。 

◆9 月 7 日下午，我院 2017 级新生开学典礼在崇鋈楼学思堂举行，副校长游旭群，院

长王振宏，党总支书记李录志，副院长何宁、张宝山出席了会议，各导师组组长、教师代

表与 2017 级全体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及在校生代表参加了开学典礼。典礼由党总支

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主持。 

◆9 月 11 日下午，我院 2017 年新学期工作部署会议在教学九楼 9209 学术报告厅召

开。会上，李录志书记传达了学校 2017 年新学期工作部署会议精神，并就我院党建及思

想政治工作做了重点安排部署；王振宏院长回顾与总结了上半年工作，并就学科建设、平

台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党建与学生工作、社会服务与行政管理工作等

方面对下半年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全院教职员工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党总支书记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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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主持。 

◆9 月 12 日－13 日，按照学校《关于做好“陕西省普通高校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

推荐工作的通知》精神，经个人申报、答辩，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评议，院务会议研究决

定推荐吕薇、常明副教授为陕西省普通高校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推荐人选。 

◆10 月 11 日下午，我院 2017 年人才引进与师资补充考核会议在雁塔校区 9217 会议

室召开，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王政军、四川大学的王小娟等四位博士参加了我院人才引进

与师资补充考核答辩。我院师资队伍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专家，

学校社科处副处长马维斌、教学督导委员会委员田大宪教授参加了学术报告和考察面试会

议。会议由我院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主持。 

◆10 月 18 日上午 9:0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我院组织师生党员

在会议室和报告厅集中收看会议实况直播。 

◆根据学校人事处“关于加强新进教师聘期考核工作意见”文件精神与要求，在本人

总结与续聘申请的基础上，我院考核工作小组于10月18日在9217会议室通过个人述职，

专家提问与答辩等形式，分别对吕薇、罗扬眉同志完成聘期目标、工作业绩及发展潜力等

方面进行了综合考核。经 10 月 19 日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吕薇、罗扬眉同志考核合格，

同意续聘并报请人事处审批。 

◆根据学校人事处“关于做好 2017 年优秀青年学术骨干资助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精

神与要求，在本人申请、述职答辩的基础上，学院院学术委员 10 月 18 日评议推荐，经

10 月 19 日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推荐吕薇同志为学校 2017 年优秀青年学术骨干资助

计划人选。 

◆10 月 26 日下午，我院在教学九楼 9209 学校报告厅召开 2017 年职称评审工作安排

会议。会议传达了学校 2017 年职称评审工作会议精神。全院教职员工参加了会议。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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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主持。 

本科教学工作 

◆7 月 12 日上午，由我校教务处主办，我院承办的陕西师范大学第九届“本科生国际

暑期学校”在雁塔校区 5205 教室正式开课。当天，来自英国莱斯特大学的 Michael Wang

教授开展了《英国临床心理学的历史和应用现状》课程的授课活动，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

Nile Stanley 教授主讲的《心理学的叙事视角》也于 7 月 18 日开课。两门课程均采用全

英文授课形式，分别开设六次讲座和三次沙龙。有来自全校各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

学院部分青年教师等 100 余人参加了课程学习。 

◆9 月 19 日，我院赵帅旗、刘晨、刘梦娇、区健新、蒙怡铭、陈梁杰 6 名同学获得免

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正常指标资格，杨铠溶、燕文静 2 名同学获得免试攻读硕士学位补

偿计划内推指标资格，崔明慧、乔琳、聂思源、陈宣 4 名同学获得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

生补偿指标资格。  

◆10 月 9 日，经教师个人申报，学院教学委员会讨论评议，决定推荐郭晶晶副教授参

评 2017-2018 学年度学校教学质量优秀奖。 

◆10 月 13 日，根据《陕西师范大学校级教学名师评选及奖励办法》（师教 2016[4]号）

的通知要求，根据学生评教和师生座谈会结果，经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讨论和评审，决定

推荐张丽锦，宋晓蕾 2 位教师为第三届校级教学名师候选人。 

◆10 月 16 日，我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教学副院长何宁，在实习带队教

师张宝山教授和杨剑峰教授的陪同下，先后前往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和西安市铁一中看望

并慰问了我院正在参加集中实习的 2014 级本科生。   

◆10 月 20 日，我院何宁副教授主持的“信息化教学背景下教师教育心理学课程改革

的探索与实践”项目获批为 2017 年度省级重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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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上午，为了进一步巩固评估成效，校督导委员会委员王双怀、王有智、

许军三名教授组成督查组，深入学院，通过座谈访谈、实地走访、抽查检查等形式，对评

估期间专家组反馈的问题进行督促和检查。 

◆10 月 27 日下午，我院在 9209 学术报告厅举办了第十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

学院预赛的比赛。青年教师毕研玲、张春雨、孔风、赵晶晶、马国杰、罗扬眉、常明等教

师参加了此次比赛。本次比赛由教学副院长何宁主持，评委由李录志书记、王振宏院长，

陈青萍、王勇慧、张丽锦教授，李瑛副教授组成，学院部分教师和学生观摩了比赛。经过

教案评比与 15 分钟课堂演示以及现场答辩，评委评议，决定推荐常明副教授参加学校第

十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全英组决赛，推荐马国杰副教授参加学校第十届青年教师教

学基本功大赛理科组决赛。 

科研与研究生教学工作 

◆7 月 3 日到 9 月 20 日，根据《2017 级非英语专业全日制研究生第一外国语（英语）

课程免修的通知》，经本人申请，学院初审、复审，我院 44 名研究生新生通过第一外国语

（英语）课程免修申请。 

◆7 月 7 日，经个人申报，学院审核，研究生院（研工部）复核，我院基础心理学学

历博士罗云发表在《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的论文“Protective factors for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王永春发表在《Attention, Perception, & Psychophysics》的论文

“ Response readiness modulates the development of association-based 

automaticity in masked priming”以及赵荣发表在《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的

论文“Rethinking the function of brain regions for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a 

meta-analysis of fMRI studies”获得 2017 年上半年研究生科研单项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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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我校研究生院院长郑海荣代表学校与我院校级实习实践基地依托单位西

安市八十五中学负责人一起签署了实习实践基地协议，并进行了授牌仪式。 

◆7 月 10 日，根据《心理学院研究生创新项目实施办法》的规定，经学院审核、申报

人陈述答辩、专家评审等环节，我院 2017 年研究生创新项目中期检查及结题工作已经结

束，拟决定继续资助郑婷婷、谭梦鸽、陈强、陈琦、项周蕾、康茜 6 人进行创新项目的研

究工作；刘培、党清秀、赵楠、韩凌子 4 人项目结项通过。 

◆7 月 10 日，根据《关于申报 2017 年心理学院研究生创新项目的通知》，经过个人申

请、导师推荐、学院资格审核、申报人陈述答辩、专家评审等环节，拟确定张向阳、蒋宏

达、颜学新 3 人申请的研究生创新项目等级为一等，资助金额每项 5000 元；拟确定胡赛

赛、曹安、刘淑娟、党敏、邹田田、张豪、代文杰、王静、赵盼盼 9 人申请的研究生创新

项目等级为二等，资助金额每项 3000 元。 

◆7 月 19 日，根据《陕西师范大学硕博连读生管理办法》（师研[2016]6 号）有关规定，

经个人申请、导师推荐、学科考核小组初选、学院审查并报研究生院复核、考核，经评审

组专家评议，我院王新野同学（男，152449，航空航天心理学）被选拔进入航空航天心

理学专业进行硕博连读，张润竹同学（女，152419，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被选拔进入发

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进行硕博连读。 

◆9 月 1 日，我院获批 2017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助 3 项。其中，赵晶晶博

士申报的“时间维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客体注意的认知与神经机制”（项目编号

31700945，执行年限 2018.01-2020.12）获得直接经费 23 万；张阳阳博士申报的“决

策理论之争的前提：单行和并行策略的跨期决策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71701117，执行年

限 2018.01-2020.12）获得直接经费 20 万元；张春雨博士申报的“员工职业使命感的双

刃剑作用机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追踪研究”（  项目编号 71702092，执行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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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020.12）获得直接经费 18 万元。 

◆9 月 6 日,我院 2015 级应用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曾思瑶（学号 152438）申请的“不

同体质指数对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 2017SF-271，执行年限

201701-2018.12）获得 2017 年度陕西省科技计划资助，项目类别为一般项目社会发展

领域，立项经费 5 万元。 

◆9 月 8 日，我院霍涌泉教授主持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心理学理论前沿问题”获批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9 月 14 日，根据《关于推荐第六届全国优秀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通知》，我院

推荐曹文华（学号 142453，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同学的学位论文《初中生班级人际关系

状况与主观幸福感——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参加全国优秀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评选工作。 

◆9 月 14 日，我院 3 项成果获得 2017 年度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其中，兰继军、游旭群、胡文婷、刘真、姬鸣、常明完成的“西安地铁员工帮助计划项目

报告”（编号 GLX0037）获得管理学学科研究报告类三等奖; 赵晶晶、Michel Thiebaut de 

Schotten、Irene Altarelli、Jessica Dubois、Franck Ramus 完成的“Altered hemispheric 

lateralization of white matter pathways in developmental dyslexia: Evidence from 

spherical deconvolution tractography”（编号 XLX0014）获得心理学学科论文类三等

奖；宋晓蕾、Jing Chen,Robert W. Proctor 完成的“Correspondence effects with 

torches:Grasping affordance of visual feature asymmetry ?”（编号 XLX0012）获得

心理学学科论文类三等奖。 

◆9月15日，我院青年师生学术沙龙第二十四期在雁塔区教学九楼9217会议室召开，

由李青林博士做关于“人类和猴子的视觉运动知觉”的学术报告。 

◆9 月 21 日，我院 201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3 项获批立项。其中，



 

7 
 

李雅博士申请的的“轮廓整合学习及其神经机制”获得青年基金项目立项，赵晶晶博士申

请的“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脑结构偏侧化缺陷及其遗传基础”及 张春雨博士申请的“大

学毕业生从学校向工作过渡的追踪研究：基于职业使命取向的视角”获得西部项目立项。 

◆9月22日，我院青年师生学术沙龙第二十五期在雁塔区教学九楼9209会议室召开，

由刘继欣副教授做关于“基于白质纤维束的统计模型计算及其在疼痛疾病中的应用”的学

术报告。 

◆9 月 22 日到 10 月 23 日，我院博士研究生吴国强（学号 B16250）申请关于“幼儿

教师工作重塑行为之间的传染效应”（项目编号 2017TS051）和博士研究生张瑞（学号

B17271）申请的关于“汉字阅读中形-音、形-义加工的大脑神经回路”（项目编号

2017TS052）获批 2017 年博士研究生自由探索项目立项，每项资助 2 万元。 

◆9 月 30 日，根据《2018 年推荐免试研究生复试工作安排及要求》，经资格审查、复

试等环节，我院 2018 年录取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全日制学术型 9 名，录取的推免生中，

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本校应届生 2 人，外校应届生 7 人；具有我校“补偿计划”推荐免试

资格的外校应届生 4 人。 

◆10 月 27 日，我院青年师生学术沙龙第二十六期在雁塔区教学四楼 4201 教室召开，

这期学术沙龙以“基础心理学专业参加全国心理学大会研究生口头报告演练”为主题，由

杨剑峰教授主持。 

◆10 月 31 日，根据《关于开展“陕西师范大学 2017 年研究生优质课教师”评选活

动的通知》，学院组织研究生专业课程教师参加选拔推荐活动，最终，陈青萍教授开设的

专业必修课《临床心理学研究》以及张丽锦教授开设的专业选修课《儿童认知发展》获得

学院推荐参加校级研究生优质课教师评选工作。 

◆7-10 月，我院新增 10 篇 SSCI、SCI、权威期刊发表、在线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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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aning Guo,Ming Ji,XuQun You,Jie Huang.Protective Effect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roactive Coping on Civil Pilots’Mental Health. Aerospace Medicine & Human 

Performance.2017,88(9):858-865. 

2.Wei Lü*., & Zhenhong Wang (2017).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esting Respiratory Sinus 

Arrhythmia, Intraindividual Reaction Time Variability, and Trait Positive Affect, Emotion, 

accept. 

3.Xiaohui Yang, Zhe Chen, Zhenhong Wang, Liqi Zhu. The Relations between Television 

Exposure and Executive Function in Chinese Preschoolers: The Moderated Role of Parental 

Mediation Behavior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2017), 1-12. 

4.Lei Zhu, Juntao Yao, Maya J. Schroevers, et al. Patterns of unmet supportive needs and 

relationship to quality of life in Chinese cancer patients. Psycho-Oncology. 2017;1 

https://doi.org/10.1002/pon.4554 

5.Xiaolei Song, Jing Chen, Robert W. Proctor* (2017). Role of Hand Dominance in 

Mapping Preferences for Emotional-Valence Words to Keypress Responses? Acta 

Psychologica.180, 33-39. 

6.Zhang, C*., Hirschi, A., Herrmann, A., Wei, J., & Zhang, J. (2017). The future work self 

and calling: The mediational role of life meaning.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8(4), 977-991. 

doi:10.1007/s10902-016-9760-y 

7.杨睿娟, 游旭群*.对付出−回报失衡理论的推进 ——基于经济报酬对教师心理健康

的影响. 心理学报  2017, 49（9）：1184-1194. 

8.宋晓蕾*, 张俊婷, 李小芳, 游旭群, 水平空间与情绪效价联结效应的产生机制. 心

理科学, 2017, 40(5): 1051-1060 

9.周晨琛, 姬鸣, 兰楠, 黄欢, 游旭群. 基于事件的前瞻记忆与认知控制. 心理科学, 

2017, 40(04): 856-862. 

10.何立国,黄杰,李苑,鞠成婷,陈玉明,郭田友,游旭群. 情绪对表象扫描眼动的影响[J]. 

心理科学,2017,40(04):808-814. 

https://doi.org/10.1002/pon.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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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9 月 3 日下午，我院第 95 期心理学大讲堂学术报告讲座在雁塔校区崇鋈楼闻道堂举

行。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心理肿瘤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Psycho-oncology》编委、国际心理肿瘤学协会主任委员 Wendy Lam 教授应邀为我院

师生做了题为“New insights i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experiences by cancer 

patients”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由朱蕾副教授主持。 

◆9 月 4 日下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96 期在雁塔校区崇鋈楼闻道堂举行。法国巴黎

高等师范学院 Franck Ramus 教授应邀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语音和视

觉缺陷”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由我院赵晶晶研究员主持，我院一年级研究生新生及其他

年级部分学生和教师参与了本次讲座。 

◆10 月 14 日-15 日，第二届中国人因工程高峰论坛在浙江杭州余杭举行。本届论坛

由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和浙江大学共同主办，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人因工程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和浙江大学心理科学研究中心承办。我院航空航天心理学及人因工程研究团

队游旭群教授、李瑛副教授、姬鸣副教授和博士生李苑受邀参加了本次论坛。 

◆10 月 25 日上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 97 期在雁塔校区崇鋈楼归仁堂举行。美国芝加

哥大学 Pablo V. Gejman 教授、Daniel Fridberg 教授、Jubao Duan 教授应邀为我院师

生做了主题为“精准医疗时代精神病学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由我院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刘春宇主持，我院一年级研究生及部分师生参与了学术报告。 

党建与学生工作 

◆8 月初利用平台，构建新媒体沟通渠道，精心准备，编排别具特色入学材料。悉心服

务，打造新生宿舍“家”文化。 

◆8 月 21 日下午 3 点，学院在 9217 会议室召开了宿舍学长专题培训会议。学院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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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新生辅导员仉天聪以及 12 名通过招募选拔的宿舍学长参加了

此次会议。会议由团总支书记张媛媛主持。 

◆8 月 24 日早上七点，学院迎新工作开始，迎新志愿者早早地来到接待点，以热情周

到的服务接待每一位到来的新生和家长，同龄交流，贴心服务，让每一位心理学子在到校

的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学长的热情和细致。 

◆8 月 24 日晚，院长王振宏，书记李录志，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副院长何宁、张

宝山及学工组全体成员和学生会主要干部，在第一时间深入新生宿舍，看望新生，传达关

爱。 

◆8 月 24 日至 25 日，我院喜迎 2017 级 78 名本科新生。25 日下午 3 点，我院 2017

级新生家长座谈会于教学九楼 9209 报告厅顺利举行。学院书记李录志，院长王振宏，副

院长何宁、张宝山，分党委秘书张媛媛以及近 30 名新生家长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副

书记、副院长董增云主持。 

◆8 月 26 日下午，我院 2017 级新生入学教育第一课之“提早规划，励志成才”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讲座在 9701 教室开讲，由学院书记李录志担任主讲，2017 级全体新

生参加了讲座。讲座由新生辅导员仉天聪主持。 

◆8 月 27 日下午，我院开展了以“刚好遇见，一路有爱”为主题的适应性团体辅导活

动。 

◆8 月 28 日下午，我院 2017 级新生入学教育第三课之“厚德积学，朴实力行”本科

生培养讲座在 9701 教室开讲，我院副院长何宁担任主讲，2017 级全体新生参加了讲座。

讲座由新生辅导员仉天聪主持。 

◆8 月 29 日下午，我院新生入学教育-——爱党爱国是人生永恒的课题，在教学九楼

9701 教室举办，我院本科生辅导员仉天聪担任主讲，2017 级新生参加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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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下午，我院 2017 级新生入学教育第四课之“律己修身，自立自强” 新

生日常管理教育讲座在 9701 教室开讲，由我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担任主讲，

2017 级全体新生参加了讲座。讲座由新生辅导员仉天聪主持 

◆8 月 30 日下午，我院 2017 级新生入学教育第五课之“遵规守纪，严于律己”专题

讲座在 9701 教室举行。我院本科生辅导员仉天聪担任主讲，2017 级全体新生参加了讲座。 

◆9 月 1 日上午，我院党总支书记李录志，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副院长张

宝山在党总支秘书、团总支书记、研究生辅导员张媛媛和本科生辅导员仉天聪的陪同下一

起到新生军训场地看望慰问 2017 级参训新生和军训教官。 

◆9 月 3 日，为进一步弘扬我校“抱道不曲，拥书自雄”的优良学风，落实学生基础

管理，加强学生日常考勤，持续了解我院学生上课、早操、晚自习等方面出勤的实际状况，

我院团总支、学生会成立自律部启动对本科生教育教学秩序进行全方位、不间断的随机检

查活动。 

◆9 月 12 日下午，我院“规范组织生活，争做合格党员”2017 级新生党员入学教育

活动在教学九楼 9209 室举行，学院党总支书记李录志主讲。 

◆9 月 15 日上午 8 时，我院在教学九楼会议室 9209 召开了新学期班干部工作部署会

议。我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党总支秘书、团总支书记、研究生辅导员张媛媛，

本科生辅导员仉天聪，两位本科生兼职辅导员及各年级本科生班干部参加了会议。 

◆9 月 21 日下午 3 点，我院举行学术型研究生专场教育报告会。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副院长董增云，副院长张宝山，以及全体 2017 级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63 人参加了报告会。

报告会由研究生辅导员张媛媛主持。 

◆9 月 21 日下午 14:30，我院 2018 届硕士毕业生就业动员大会于雁塔校区教学九楼

9701 教室顺利召开。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副院长张宝山参加了本次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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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会议由研究生辅导员张媛媛主持。 

◆9月 25日下午，我院 2017年大学生应征入伍欢送会在教学九楼会议室 9209举行。

院长王振宏，党总支书记李录志，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出席了会议，此次应征入

伍的 2016 级应用心理班学生杨文汇与她的父母以及本科生辅导员仉天聪、本科生兼职辅

导员李镜欣参加了欢送会。 

◆10 月 1 日，“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微信公众号平台推出“心”学习，每日向党

系列栏目，普及党的基本知识，激发同学们的爱党爱国情怀。 

◆10 月 12 日下午 4:30，我院在雁塔校区教学九楼 9209 学术报告厅召开 2017 年下

半年学生工作会议，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学工组全体成员以及学生党支部

支部委员，研究生会、学生会主要干部，研究生、本科生班级班长、团支书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团总支书记张媛媛主持。 

◆10 月 15 日下午 3 时，十九大召开之际，我院在教学九楼 9209 报告厅举办了“喜

迎十九大，青春铸辉煌”演讲赛。学院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学生处雁塔校区教育管理

科科长李晨子出席了比赛。比赛由易传坤、丁钰淼主持，共有 11 位参赛者进行比赛演讲。 

 ◆10 月 17 日晚，我院参加了校研究生院（研工部）、研究生会举办的“喜迎十九大·共

筑中国梦”研究生合唱比赛决赛。党委副书记董增云为全体成员加油鼓劲；院长王振宏、

副院长何宁、最美研究生导师王勇慧教授、杨剑峰教授、吕薇副教授组成的教师朗诵队倾

心助力合唱团。经过激烈角逐，我院最终获得三等奖的好成绩。 

◆10 月 19 日 15:00，我院特邀陕西省高级记者、人社部注册高级礼仪培训师、资深

电视新闻评论员、中国女性形象工程讲师团讲师李萍为 2018 届毕业生做就业面试与职场

礼仪指导专题培训。讲座由研究生辅导员张媛媛主持。 

◆10 月 29 日晚七点，我院党校 2017 年下半年培训班开班仪式暨党课培训第一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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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塔校区崇鋈楼二层思齐堂顺利举行。学院党总支书记李录志，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参

加了仪式。开班仪式由党总支秘书张媛媛主持。 

社会服务工作 

◆7 月 8 日上午，我院与铜川市王益区教育科技体育局教育战略合作协议签订暨班主

任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仪式在铜川工业技师学院举行。我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

增云，办公室主任成爱军、张丽锦教授，铜川市王益区政府副区长姚小虎，王益区教育科

技体育局工委书记、局长付增虎，区教师进修学校等负责同志及王益区 8 所中学班主任教

师 200 余人参加了仪式。铜川市王益区教育科技体育局副局长孙鑫主持了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