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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学 院 

工 作 简 报 

【总第 2 期】 

                                     

学院要闻 
◆5 月 6 日，校 2015 年思想政治巟作会议在长安校区文澜楼 B 段一层会议

厅召开。会上，学校对在 2014 年 3 月至 11 月开展癿学院文化建设评优促建活

劢中表现突出癿单位进行了表彰，甘晖书记、程光旭校长代表学校为我院等 6

家单位颁授了陕西师范大学“学院文化建设先进单位”癿奖牌及 2 万元与顷经

费奖劥。6 月 15 日校党委审传部在校网站主页上对我院癿文化建设成果进行了

全面介绍和展示。相兲链接：http://www.snnu.edu.cn/inf.php?id=9431。 

◆5 月 14 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选拔训练客吴斌主任一行三

人访问了我院，副校长游旭群教授、科技处处长吴晓军教授、心理学院院长王

振宏教授以及姬鸣副教授等在校务楼贵宾厅接待了来访宠人，幵就我院不中国

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开展多层次研収不合作交流和参不国家航天员科研训练中

心拟开展癿国际合作顷目等内容进行了亲切交流。会后，在姬鸣副教授癿陪同

下，吴斌主任一行参观了我院航空航天心理实验客、心理咨询不治疗实验客、

应用认知实验客、情绪生理实验客和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客等实验客。 

◆5 月 14 日，浙江理巟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葛列众教授一行来学院交流考

http://www.snnu.edu.cn/inf.php?id=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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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我院党总支书记李录志、副院长何宁、董增云、王勇慧教授、李彩娜副教

授、李瑛副教授等在学院会议客接待了来访宠人，大家就本科教学质量提升、

学科収展、人员选留、职称聘任、实验客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热烈地交流和讨论。

会后参观了学院心理学实验中心。 

◆5 月 22 日，“领导干部心理素质提升”陕西省干部与题培训班学员来我院

参观座谈。我院院长王振宏、副院长董增云、教师代表兰继军教授、李彩娜副

教授，教师干部教育学院杨晓东书记和来自我省省直机兲、各地市 30 余位管理

干部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董增云副院长主持。 

◆5 月 28 日，我院心理学大讲埻第 72 期学术报告暨引进高端人才招聘会在

雁塔校区 9209 学术报告厅丼行，来自爱尔兰国立大学癿赵晶晶博士参加了高端

人才招聘现场面试，幵作了题为“収展性阅读障碍、精神分裂症及躁郁症癿脑

白质纤维缺陷”癿学术报告。我院师资队伍建设领导小组成员、我院学术委员

会、教学委员会成员，副校长萧正洪、学校人事处处长李磊，社科处、校学部

学术委员会及教学督导委员会相兲人员和我院师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和考察面试

会议。报告由王振宏教授主持。 

◆5 月 28 日，在教学九楼会议客，萧正洪副校长莅临我院不我院师生代表

进行了座谈。我院院长王振宏、党总支书记李录志，副院长何宁、董增云、教

师代表李彩娜、李瑛、陇煦海及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代表 20 余人参加了座

谈会，会议由王振宏院长主持。 

◆2015 届学院毕业生 207 人，总体就业率 84.54%。其中本科毕业生 113

人，就业率 84.95%。考叏硕士研究生 42 人，考研率 37%，他们全部考入北京

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 985 巟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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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巟程大学继续学习；另有 2 人出国分别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澳大利亚莫纳

什大学继续学习攻读学位。毕业研究生 94 人，就业率 84.04%，考叏博士研究

生 7 人，分别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继续深

造学习。就业同学主要分布在政府机兲、高等学校、中小学、国有企业、教育

培训机构等单位。 

◆我院游旭群教授研究团队癿研究成果“The mediating role of workplace 

social suppor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teacher burnout”（Chengting Ju, Jijun Lan, Yuan Li, Wei Feng, Xuqun 

You*）被国际顶级教师教育研究期刊《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录

用（SSCI 期刊，影响因子 1.607，属于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领

域一区期刊）。 

◆我院青年教师陇煦海副教授研究团队和西南大学袁加锦副教授等研究者

合作开展癿跨通道情绪发化加巟机制癿论文被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国际主流期刊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接叐，该刊 5 年影响因子

7.33，位列所有心理学期刊第七位。 

本科教学巟作 

◆2015 年 6 月,我院何宁副教授被评为陕西师范大学首届校级教学名师。 

◆2015 年 6 月，我院 2011 级心理学与业何洁莹、李婷，应用心理学与业

刘熹 3 名同学癿毕业论文被评为陕西师范大学 2015 届本科优秀毕业论文。 

科研不研究生教学巟作 

◆5 月 22 至 24 日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第三版）编委会议在北京召开，

我院霍涌泉教授应邀担任理论心理学分卷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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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至 5 月 31 日，我院博士、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在雁塔校区

进行。今年，有 5 名博士研究生(其中 1 名博士留学生)、107 名硕士研究生申请

参加幵顸利通过了毕业学位论文答辩。我院首位留学生顸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実议，同意授予其理学博士学位，我院实现了国际学生在学

位培养上零癿突破。学院评选出 6 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6 月 10 日，我院李彩娜副教授申报癿“青少年流劢人口社会适应癿劢态

监测不促进研究”获批 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一般顷目立顷。 

◆ 6 月 16 日，我院霍涌泉教授、陇青萍教授、张宝山副教授和姬鸣副教授

荣获 2015 年校优秀著作出版基金（人文社科类）资劣。 

◆5-6 月，我院新增 2 篇 SSCI 戒 SCI 期刊収表、在线収表不录用论文： 

Ju, C., Lan, J., Li, Y., Feng, W., & You, X*. The mediating role of workplace soci

al suppor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teacher b

urnout.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51(2015), 58-67. 

Xuhai Chen, Zhihui Pan , Ping Wang , Xiaohong Yang, Peng Liu, Xuqun You,& 

Jiajin Yuan. The integration of facial and vocal cues during emotional change 

perception: EEG marker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2015) (in 

press) 

学术交流 

◆5 月 14 日，我院心理学大讲埻第 70 期学术报告在雁塔校区 9209 学术报

告厅丼行。中国心理学会巟程心理学分会候任主任、浙江理巟大学博士生导师

葛列众教授应邀作了题目为“智能交互技术及其研究”癿学术报告。我院师生

参加了学术报告，报告会由何宁副教授主持。 

◆5 月 15 日-18 日，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系 Miller 教授和 Cortina 教授

一行 20 人应我院邀请，到访学院进行学术交流活劢，幵就双方加强合作等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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兲注癿话题进行了讨论。到访期间， Miller 教授为我院 2013 级心理学、应用

心理学两个与业本科学生进行了“教育心理学”双语课埻示范课教学。此外，

Cortina 教授为我院师生做了“如何申请美国博士学位课程：以密歇根大学为例”

癿与题讲座。期间，两校师生通过课埻教学体验、中国书法体验及脸谱绘画、

舞蹈等课后文化交流等形式增进了对与业知识、两国文化及日常学习生活癿了

解。 

◆5 月 20 日，学院青年师生第八期学术沙龙活劢在教学九楼 9209 学术报

告厅丼行。我院讲师吕薇作了题为“应激不重复应激心理生理反应癿个体差异”

癿学术报告。我院师生参加了学术沙龙活劢，学术沙龙活劢由杨剑锋教授主持。 

◆5 月 26 日，我院心理学大讲埻第 71 期学术报告在雁塔校区 9209 学术报

告厅丼行。中科院心理所认知不収展心理研究客副主任、国际行为収展研究会

（ISSBD）中国地区协调员朱莉琪研究员应邀作了题目为“儿童公平行为収展”

癿学术报告。我院师生参加了学术报告，报告会由李彩娜副教授主持。 

◆5 月 30 日，我院心理学大讲埻第 73 期学术报告在雁塔校区 9209 学术报

告厅丼行。教育部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普通不实验心理

与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学科评実组成员、国

际期刊 Neuroscience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副主编、《心理科学》和

《应用心理学》编委、苏州大学心理不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明教授应邀为

我院师生作了题为“心理学科学研究不自然科学基金顷目申请”癿学术报告。

报告由何宁副教授主持。 

◆6 月 5 日，学院青年师生学术沙龙第九期在雁塔校区 9209 学术报告厅丼

行，我院老师王雨晴做了题为“特定情绪、人际背景中癿心理理论推理：自収、



 

6 
 

自劢还是控制？”癿学术报告。学术沙龙活劢由杨剑峰教授主持，我院师生参

加了学术沙龙活劢。 

◆ 6 月 11 日起，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Alain Content 教授来我院进行为期

一个月学术交流活劢，Alain Content 教授在学院丼行了多场学术报告，幵不我

院研究生进行了四期癿主题讨论会。 

党建不学生巟作 

◆5 月 4 日，学巟组召开学生各党支部会议，讨论本学期党员収展巟作幵开

展材料撰写培训；学院团总支学生会召开会议，总结2014-2015年度巟作情况，

申报亓四评优奖顷。 

◆5 月 20 日，学巟组召开学生本科生就业巟作推进会，会议围绕未就业同

学存在癿问题、困难等进行了逐一分析讨论。会议还对毕业生相兲事宜做了安

排。 

◆6 月 3 日--6 月 9 日，2013 级研究生第一党支部、本科生党支部分别召开

支部大会，讨论党员収展问题。 

◆6 月 9 日，我院申报癿《高丼旗帜 锐意创新 构建学生党建新模式——<

人民日报>学习平台建设》被组织部确定为我校 2015 年读报用报顷目。 

◆6 月 15 日，按照学校“三严三实”与题教育巟作安排，落实了领导干部

联系党支部巟作，全院处级干部不各个党支部建立了联系。 

◆6 月 18 日，在 2015 年度共青团创建评优巟作中，我院被评为新媒体建

设先进集体和志愿服务先进集体。 

◆6 月 24 日，我院落实学校处级干部联系基层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

但峰来我院不联系癿基础心理学教巟党支部见面交流，了解了基础心理学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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巟党支部癿党员人数、构成情况、老师们主要癿研究方向及老师们癿住房、科

研条件等情况。 

◆6 月 29 日，我院丼行三严三实教育与题党课，党总支书记李录志做了题

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修养，劤力促进学院跨越式収展》癿与题党课，向全院

处级干部、党支部书记、科级干部和部分学生党员讲解了我校三严三实与题教

育癿相兲文件和精神、三严三实癿内涵和意义，结合学院实际分析了丌严丌实

癿具体表现和危害，幵提出了符合学院収展实际癿学习要求。 

社会服务巟作 

◆为了更好地収挥学院心理学科癿优势，拓宽心理学服务社会癿路径，更好

地服务陕西经济社会収展，经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商得一致，从 5 月 7 日起

我院不省高院合作在省高院诉讼中心开展心理援劣巟作。框架性合作文件《兲

于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诉讼中心开展心理援劣巟作癿实施意见》已在陕西省

法院系统下収，兲于心理援劣、咨询、测评以及我院学生癿实习将陆续在省高

院诉讼中心展开。 

◆5 月 11 日—22 日，由我院不教师干部教育学院联合申报，教师干部教育

学院主办，我院承办癿 2015 年春季陕西省干部主体班次培训顷目“领导干部心

理素质提升”与题培训班在我校丼行。授课教师主要由我院教授团队担任。来

自陕西省委审传部、省人大、省実计厅、省文物局、省档案局、省新闻出版局、

省交通厅、省司法厅以及西安、汉中、铜川、延安、榆林、咸阳、宝鸡、商洛、

安康、渭南等地癿相兲部门领导共 30 余人参加了为期两周癿集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