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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学院要闻 

◆10 月 14 日上午，由我院承办，中国心理学会工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浙江大学心

理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用户体验联盟主办，陕西省心理学会协

办的“中国心理学会工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在我校雁塔校区学术活动

中心召开。此次学术年会的主题是“体验与创新”，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

业单位的百余名代表参会。本次会议就工程心理研究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展开广泛深入

的交流，对中国工程心理学的发展与应用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大会开幕式由大会执行

主席、我院院长王振宏教授主持。 

◆10 月 19 日上午，由我院承办的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服务机构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暨

第一次工作委员会会议在我校雁塔校区启夏苑举行。本次大会由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服务

机构工作委员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联

合主办。我校党怀兴副校长出席成立大会，会议由我院院长王振宏教授主持。 

◆11 月 8 日下午，我院召开全院教职工会议，会上宣布了我院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

成员任免文件。校党委书记程光旭、组织部部长王永安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新

一届领导班子成员王振宏院长、何宁副院长、杨剑峰副院长分别做了任职发言。会议由

学院党总支书记李录志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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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下午，我院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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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国内重点院校的三位博士参加了我院人才引进与师资补充的考核答辩。

我院师资队伍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专家，学校教学督导委员

会委员田大宪教授、人事处朱睿，校学术委员会郝文武教授、薛东前教授参加了学术报

告和考察面试会议。会议由我院王振宏院长主持。 

本科教学工作 

◆11月2日下午，我院2015级实习总结大会在教学九楼9701教室举行。实习带队教

师庄想灵、李瑛以及2015级全体本科生参加了本次实习总结会，会议由2015级本科生兼

职辅导员田金艳主持。 

◆11月23日下午，心理学院2016级泽如心理学创新实验班在9209报告厅举行了“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和“勤助科研项目”中期答辩会。实验班班主任张丽锦教授、马国

杰副教授，以及张宝山教授、陈煦海副教授、姬鸣副教授作为评委参加了此次答辩会。 

◆ 11月30日上午，我院邀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博士生导师、西安

市儿童医院影像科客座教授刘继欣博士在4401室举行了题为“基于医学图像的数据挖掘

及在疼痛研究上的应用”的讲座。2016级实验班班主任张丽锦教授以及实验班全体学生

参加了本次讲座，讲座由张丽锦教授主持。 

◆我院张春雨副教授荣获学校第十一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全英组二等奖。 

科研与研究生教学工作 

◆11 月 13 日，我院 2018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4 项获批立项，其中郭

晶晶副教授申请的的“第二语言情绪意义加工及表征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获得规划基金

项目立项，李丹黎博士申请的“亲子互动中母亲情绪应答和表达对儿童情绪调节的实时影

响研究”获得青年基金项目立项，张丽锦教授申请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框架下农村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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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感发展的动态评估与干预研究”获得西部和边疆项目立项，常明博士申请的“基于军民

融合战略的无人机操作员飞行错觉规避的跨学科培养平台建设研究”获得工程科技人才培

养研究专项立项。 

◆11 月 22 日，我院 19 名硕士研究生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工作。 

◆12 月 14 日，科技处对理工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进行结题验收工作。我

院教师宋晓蕾、姬鸣、孔风、赵晶晶（小）按时提交结题材料，我院教师张媛、李丹黎和

博士研究生梁渊、狄美琳、卢天娇及赵荣申请延期结题。 

◆12 月 29 日，我院申报 2019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理工类)7

项，其中，宋晓蕾申报重点项目 1 项，陈煦海、孔风、朱蕾、杨晓辉、刘志远、王政军申

报一般项目各 1 项。 

11 月——12 月，我院新增 9 篇 SSCI\ C 级期刊发表论文： 

1. Lin, S., Liu, D., Liu, W., Hui, Q., Cortina, K. S., & You, X*. (2018). Mediating 

effects of self-concept clar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sive social 

network sites us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urrent Psychology, Online, DOI: 

10.1007/s12144-018-0066-6 

2. Jingjing Guo.*,Dingding Li, Yanling Bi, & Chunhui Chen. Modulating 

effects of contextual emotions on the neural plasticity induced by word learning.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2018, 12:464. 

3. Cao, Y., Zhuang, X*., & Ma, G*. (In press) Shorten pedestrians' perceived 

waiting time: the effect of tempo and pitch in audible pedestrian signals at red 

phase. 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4. Ma, G*., Li, Z., Xu, F., & Li, X*. (In press). The modulation of eye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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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by word length in reading Chines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DOI: 10.1177/1747021818799994 

5. Ma, G*., & Zhuang, X*. (In press). Distributional analyses of word 

frequency effects in Chinese sentence reading and lexical decision task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DOI: 10.1111/1467-9817.12259 

6. Zhuang, X*., & Wu, C. (2019). The effect of interactive feedback on 

attitude and behavior change in setting air conditioners in the 

workplace.Energy and Buildings. 183, 739-748 

7. Zhuang, X*., & Wu, C. (2018). Display of required crossing speed improves 

pedestrian judgment of crossing possibility at clearance phase. 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112, 15-20. 

8.Tong Wang, Lianlian Yang, Zhou Yang, Xiting Huang*. Imagining my 

painful hand is not mine: Self-Distancing relieves experimental acute pain 

induced by a cold pressor task. The Journal of Pain, Online, 

https://doi.org/10.1016/j.jpain.2018.10.001 

9. 宋晓蕾*, 田珍珍, 杨倩, 张欣欣. 不同手指表征方式对数量表征能力的影响. 心

理科学, 2019, 42(3), 录用. 

党建与学生工作 

◆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9 日，我院党校开展了 2018 年下半年入党积极分子党课培训

工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宋吉玲、博士后李后东，学院党总支书记李录志，党总支副

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党总支秘书张媛媛分别从新党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史党情和

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党员发展程序要求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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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 日下午，我院 2019 届本科毕业生考研就业动员大会在教学九楼 9701 教室

召开。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2015 级本科生兼职辅导员田金艳，以及 2015

级全体本科生参加了此次大会。 

◆ 11 月 4 日下午，我院学工组召开例会，会议听取了辅导员的近期工作汇报，并对

主要工作进行了安排，强调要注重提高工作实效，规范工作程序；要加强对毕业生的摸底

跟踪以及特殊情况学生的排查干预；要切实做好迎新晚会策划和节目质量把控等工作。 

◆ 11 月 5 日上午，我院在教学九楼 9217 会议室举办了哈尔滨工程大学专场招聘会，

哈尔滨工程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吕开东一行与我院 2019 届部分毕业研究生进行了面试等

工作。 

◆ 11 月 7 日上午，我院学工组召开例会，会议主要对学校主管学生工作处级干部工

作例会的会议精神进行了传达，强调加强学生日常管理，关注特殊问题学生；坚决打击校

园贷等现象，加强宣讲引导；日常工作要加强政策了解把握，认真细致；切实做好宿舍安

全检查等。 

◆11 月 7 日上午，我院在教学九楼 9217 会议室举办了“党员发展程序及要求”专题

培训会，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党总支秘书张媛媛，研究生辅导员段晓辉以

及研究生各党支部全体委员、各专业党小组组长参加了此次培训会。 

◆ 11 月 8 日晚，我院“新心青年”学生骨干培训会之“领导力与体验式学习”专题顺

利召开，由学院团委书记张媛媛主讲。 

◆ 11 月 8 日下午，我院学工组、部分学生干部联合宿舍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对全体

学生宿舍进行了冬季安全检查工作。 

◆ 11 月 15 日晚，我院第七期“心有所术”seminar 学术研讨会在教学九楼 9503 顺

利举行。本次研讨会诚邀学院张媛副教授指导，2016 级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史圆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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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专业本科生谢金营、郭晓雨和龙彦希等 4 位同学分别进行了专题汇报。 

◆ 11 月 21 日上午，遵义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秦进、办公室主任秦建

勋一行来我院进行了专场招聘会。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和研究生辅导员段晓

辉进行了接待，部分毕业研究生参加了此次专场招聘会。 

◆ 11 月 22 日上午，陕西师范大学奥林匹克花园学校副校长钱卫红、教学副主任林小

娟一行来我院招聘 2019 届毕业生。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研究生辅导员段

晓辉进行了接待，部分毕业生参加了本次招聘活动。 

◆ 11 月 22 日下午，我院开展了“别出心裁”宿舍文化评比活动，学工组全体学工干

部对本科生宿舍进行了综合考核，旨在进一步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生活行为习惯，构建温

馨融洽、活泼和谐的新时代大学生宿舍。 

◆ 11 月 25 日下午，我院 2019 届本科毕业生考研慰问会在教学九楼 9501 教室召开。

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2015 级本科生兼职辅导员田金艳以及 2015 级全体本

科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 11 月 28 日下午，我院“初心共向”第一期专家圆桌座谈会于教学九楼 9721 教室

举行，2017 级本科生班主任郭晶晶副教授、吕薇副教授以及特邀嘉宾赵晶晶研究员、陈煦

海副教授、毕研玲副教授等以及全体 2017 级本科生参加了座谈会。会议采用圆桌的形式，

打消师生之间的距离感，一起共话专业与成长。 

◆ 11 月 29 日上午，我院党总支召开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专题交流研讨会，会

议根据学校《关于举办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集中培训班的通知》要求，组织学院领

导班子全体成员和教师党支部书记围绕全教会精神展开交流讨论工作。 

◆ 11 月 30 日下午，我院学工组召开例会，会议就近期学生工作主要内容进行了安排，

强调要做好迎新晚会彩排工作，做好特殊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工作之余要加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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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提高工作实效等。 

◆ 12 月 9 日下午，我院 38 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团委书记张媛媛和研究生辅导员段晓

辉带队下，参加了学校纪念“12·9”运动暨阳光体育半程马拉松接力比赛，并荣获“优秀

组织单位”奖。 

◆ 12 月 14 日上午，我院党总支召开专题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心理学院党总支

联系党支部工作制度》，研究通过院内评选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支部书记的通知安排，并

对学校关于党建工作的重要通知进行了通报。 

◆ 12 月 14 日下午，我院学工组召开例会，会议就迎新晚会分工安排、四六级考试纪

律要求、就业工作摸底推进、勤助实践项目结项答辩等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 

◆ 12 月 16 日晚，我院于雁塔校区积学堂成功举办 2018 年“逐梦新时代，共启心征

程”迎新晚会暨综合表彰大会。研工部部长宋传东、校团委副书记戴璐、学院党总支书记

李录志，院长王振宏，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副院长何宁、杨剑峰，教授王勇慧

等领导和老师出席了此次晚会。我院研究生、本科生以及其他学院的学生代表近 700 人观

看了本场晚会。晚会还对荣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海亮奖学金、优秀研究生，

院级“外语学习之星”、学科竞赛之星”、“学习进步之星”等优秀学生代表进行了综合表彰。 

◆ 12 月 18 日上午，举世瞩目的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我院组织师

生通过网络媒介及时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学院院长王振宏，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

副院长杨剑峰，王勇慧教授，张丽锦教授等教师与学生干部一同在学院 9217 会议室集体

观看现场直播。会后，大家纷纷抒发体会与感想，热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 12 月 19 日-20 日，为进一步引导 2019 届毕业研究生积极、高效就业，掌握毕业

研究生的求职现状，我院在教学九楼 9217 会议室召开了 4 场 2019 届硕士毕业班学生就

业推进座谈会。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研究生辅导员段晓辉以及 2019 届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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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研究生参加了座谈会。 

◆ 12 月 20 日上午，我院党总支召开了 2018 年党支部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现场

汇报会暨院级优秀党支部书记评优答辩会。学院党总支委员、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教职工

党员代表、学生党员代表等 10 人参加了会议并担任现场评委。3 个教师党支部和 7 个学

生党支部书记分别从“7 个有力”方面进行了工作汇报。 

◆ 12 月 20 日上午，我院党总支召开专题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心理学院教师党

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实施方案》，研究评议院级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支部书记

的表彰名单等。 

◆ 12 月 21 日上午，我院学工组召开例会，会议主要对学校主管学生工作处级干部工

作例会的会议精神进行了传达，强调加强学生安全稳定教育，特别是宿舍安全、学生外出

安全等；要求把握时间节点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好元旦期间学生安全教育等。 

◆ 12 月 21 日下午，我院在雁塔校区教学九楼 9209 报告厅成功举办了“初心共向”

第二期专家圆桌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的主题是“初识心理，共话成长”。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副院长董增云，2018 级心理学类一班班主任赵晶晶研究员，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方向吕薇

副教授，应用心理学方向庄想灵副教授、张春雨副教授，2018 级本科生辅导员张媛媛，以

及 2018 级心理学类一班全体本科生参加了本次活动。师生围坐一起、共聚一堂，畅谈专

业学术，共话成长发展。 

◆ 12 月 21 日晚，我院第八期“心有所术”Seminar 学术研讨会在教学九楼 9209 报

告厅顺利举行。本次研讨会诚邀学院赵晶晶研究员指导，2017 级、2018 级本科生与 2018

级研究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2018 级基础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侯燕，应用心理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李开容、杨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王笑笑等 4 位同学分别进行

了专题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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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6 日下午，为更好地总结工作，进一步促进学院学生会工作全面开展，表彰

先进、激励优秀，增强学生会全体成员的集体荣誉感，我院学生会学期总结表彰大会于雁

塔校区教学九楼 9209 报告厅举行。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团委书记张媛媛

以及全体学生会成员参加了会议。 

◆ 12 月 28 日下午，我院在雁塔校区教学九楼 9209 报告厅成功举办了“初心共向”

第三期专家圆桌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的主题是“初识心理，共话成长”。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副院长董增云，2018 级心理学类二班班主任刘志远副教授，师资博士后李雅、王政军、王

彤，2018 级本科生辅导员张媛媛，以及 2018 级心理学类二班全体本科生参加了本次活

动。师生围坐一起、共聚一堂，畅谈专业学术，共话成长发展。 

◆ 12 月 28 日下午，我院 2018 级本科生考试动员大会在雁塔校区教学九楼 9201 教

室举行。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2018 级本科生辅导员张媛媛以及全体本科新

生参加了本次动员大会。会议宣读了校级校规有关考试的相关内容，并对新生第一次参加

大学考试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社会服务工作 

◆10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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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期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班开班典礼在雁塔区教学

九楼 9209 举行。我院院长王振宏，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培训班班主任康婉香

以及来自庆阳市 50 名中小学教师参加了开班典礼。开班典礼由我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

长董增云主持。 

◆1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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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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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九楼举行。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主任刘建斌，庆阳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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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督导室副县级督导马克峰，庆阳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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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