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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院                          2018 年 11 月 1 日 

学院要闻 

◆8 月 19 日至 21 日，中芬联合学习创新研究院“未来学习创新人才”论坛在曲江宾

馆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中芬联合学习创新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心理与脑科

学国际科学中心、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办,我校心理学院承办,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协办,论坛主题为“未来学习创新人才”。8 月 20 日，论坛开幕仪式

在曲江宾馆国二会议室举行，由论坛执行主席、我校心理学院院长王振宏教授主持。 

◆9 月 12 日，我院新学期工作部署会议在教学九楼 9209 报告厅举行，学院全体教职

工参加了大会，会议由学院党总支书记李录志主持会议。 

◆9 月 14 日，我院 2018 级新生开学典礼于在崇鋈楼三层归仁堂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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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级

16 名博士生、116 名硕士生、78 名本科生、4 名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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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我院承办的陕西师范大学第三届“曲江学者论坛”心理学分论坛在雁塔

校区教学九楼 9209 报告厅成功举行。陆军军医大学蒋军、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李素芳博

士后、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丁兰艳博士，我院党政领导以及各系教师和研究生等 60 多

人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由吕薇副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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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我院行政领导班子换届会议在 9209 学术报告厅召开。我院全体教职员

工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组织部王永安部长主持。 

◆10 月 10 日，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任晓伟教授应邀来我院，在崇鋈楼学思堂为

师生党员作了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的报告。学院院长王振宏教授，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以及学院全体教职工党员和

学生党员、党员发展对象等 100 余人聆听了报告。报告会由学院党总支书记李录志主持。 

◆10 月 1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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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学术活动中心举行。本次学术年会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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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心理学院承办，

陕西省心理学会协办，学术大会主题是“体验与创新”。开幕式由我校心理学院院长王振宏

教授主持。 

◆10 月 1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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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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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心理学院、陕

西省心理学会承办。我校副校长党怀兴出席成立大会，会议由我校心理学院院长王振宏主

持。 

◆10 月 27 日，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教育活动，重温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

追寻先辈足迹，我院组织全体教师和学生党支部委员赴铜川照金陕甘边革命纪念馆及薛家

寨红军洞旧址参观学习。 

本科教学工作 

◆2018年9月，按照《关于做好我校2019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

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我院苏梦、欧阳劲樱、赵可欣、汤志豪、张磊、范丁榕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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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获得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正常指标资格，张岩、卢家钰2名同学获得免试攻读硕士

学位研究生补偿指标资格，喻迪1名同学获得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单列指标资格，樊腾

文、赵冰冰、刘萌3位同学获得免试攻读硕士学位补偿计划内推名额资格。 

◆2018年10月，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关于做好2018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

填报工作的通知》（国教督办函﹝2018﹞74号）和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8年高等

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要求，我院制定了详实的数据采集实施方案，严格把

握时间要求，保证了数据采集质量，按时完成了本次数据采集、填报工作。 

◆2018年10月25日，2018年10月25日，心理学院党总支书记李录志，教学副院长何

宁，在实习带队教师马国杰和庄想灵以及教学秘书杜娟的陪同下，前往西安市第八十五中

学和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看望并慰问了我院参加集中实习的2015级本科生。 

◆2018年10月25日下午，我院在9209学术报告厅举办了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大赛学院预赛的比赛。本次比赛由教学副院长何宁主持，评委由学院教学委员会成员组成，

学院部分教师和学生观摩了比赛。 

◆2018年10月，根据教务处关于《2017年“优秀本科教学管理干部”》评选文件精神，

我院教学秘书杜娟被评为陕西师范大学2017年度“优秀本科教学管理干部”。 

◆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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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与研究生教学工作 

◆7 月 2 日，我院兰继军主编的《教育行为矫正》被陕西省科学技术厅评为 2018 年陕

西省优秀科普作品，并向全社会推荐阅读。 

◆7 月 10 日，研究生院院长郑海荣代表学校与我院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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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基地“解放军杭州疗养院海勤疗养区”负责人签署陕西师范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

生实习实践基地建设协议书，并为实践基地授牌。 

◆7 月 12 日，我院郑婷婷、谭梦鸽、陈强、康茜、项周蕾、颜学新、赵盼盼、党敏 8

人的研究生创新项目结项通过，蒋宏达、胡赛赛、刘淑娟、邹田田、张豪、代文杰、王静

7 人的研究生创新项目中期检查合格，学院将继续资助研究工作。 

◆7 月 12 日，我院 11 项研究生创新项目获批立项，其中，高铭、王媛、姆勒地尔·吉

勒克拜 3 人项目等级为一等，资助金额每项 5000 元；王敏帆、冯柔佳、林善焱、刘丹霓、

张晨、杨天卉、马蓓蓓、张皓月 8 人项目等级为二等，资助金额每项 3000 元。 

◆7 月 12 日，我院张慧、周晨琛、刘佳、张润竹、项周蕾、邹田田、宋方兴、王静等

8 人获科研单项奖。  

◆7 月 13 日，我院郑婷婷、娄成麟 2 人荣获我校外语考试专项奖励基金，奖励等级一

等，奖励金额 3000 元。 

◆7 月 17 日，我院张悦文、秦奎元 2 名硕士研究生被选拔进入硕博连读。 

◆8 月 18 日，我院李雅、孔风、赵晶晶获批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立

项。 

◆9 月 10 日，社科处公示了 2017 年度业绩津贴工作，其中我院项目 2 项；著作 1 项；

论文 B 级 20 项，C 级 15 项，D 级 2 项，E 级 4 项，F 级 5 项获得科研业绩津贴奖励。 

◆9 月 24 日-10 月 31 日，我院 19 名硕士研究生通过答辩资格审核，完成学位论文检

测、预审读工作，并送校外进行论文盲审工作。 

◆9 月 28 日，我院博士研究生狄美琳（学号 B16246）获批参加国际学术会议“the 

4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资助。 

◆10 月 23 日，我院党敏、张向阳、邢婉莹、彭源、刘晓婷 6 人获批 2018 年博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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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自由探索项目立项。 

◆10 月 31 日，  张润竹、袁航、党龙飞、邹嘉、郑文倩、吕伟昕、谭然等 7 人的“研

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通过中期检查，吴国强、张瑞 2 人的“博士研究生自由探索项目”

通过中期检查，其中，张瑞中期检查我院初评为优秀，追加经费 1 万元以资奖励。 

7 月——10 月，我院新增 8 篇 SSCI\ C 级期刊发表论文： 

1. Chenglin Lou, Xiting Duan, Irene Altarelli , John Sweeney, Franck Ramus, 

Jingjing Zhao *. White matter network connectivity deficits in developmental 

dyslexia. Human Brain Mapping. 2018, Online. DOI: 10.1002/hbm.24390. 

2. Zhiyuan Liu, Li Zheng, Lin Li, Jialin Xu, Xuemei Cheng, Xiuyan Guo#, James 

Mulcahy, Min Xu. Social comparison modulates the neural responses to regret and 

subsequent risk-taking behavior.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2018, 13(10),1059-1070 

3. Zhiyuan Liu, Yuyan Wu, Lin Li#, Xiuyan Guo#.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within 

the 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mediates the effects of long-term Tai Chi exercise 

on elders’ emotion regulation. Frontiers in Aging Neuroscience, 2018, 10:3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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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86, 

256–263. 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18.02.003 

5. Chunyu Zhang*, Andreas Hirschi, Bryan J. Dik, Jia Wei, & Xuqun You. 

Reciprocal relation between authenticity and calling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 latent change score approach.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18.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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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018), 222-232. doi: 10.1016/j.jvb.2018.05.005 

6. Yang-Yang Zhang #, Lijuan Xu #, Zhu-Yuan Liang #, Kun Wang, Bing Hou, 

Yuan Zhou, Shu Li *, Tianzi Jiang *. (2018). Separate neural networks for gains and 

losses in intertemporal choice. Neuroscience Bulletin, 34(5), 725-735. 

doi:10.1007/s12264-018-0267-x 

7. 宋晓蕾，李洋洋，杨倩，游旭群*. 反应手的不同状态对联合任务中观察学习的影响, 

心理学报, 2018，50 (9)：975-984 

8. 晏碧华*, 刘晓敏, 刘浩哲. 飞行场景中表征动量的地标吸引效应和排斥效应. 心理学

报, 2018, 50(7): 703-714. 

学术交流 

◆7 月 2 日下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117 期在 9209 学术报告厅举行，美国亚利桑

那大学系统与工业工程系吴昌旭教授应邀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人的绩效建模及其在人机

系统设计中的应用”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庄想灵副教授主持，我院师生参加了报告。 

◆9 月 21 日下午，我院心理学大讲堂第 118 期在雁塔校区教学九楼 9209 室举行。北

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暨 IDG/McGovern 脑研究院情绪与(发展)

认知神经科学方向首席专家（PI），国家中组部“青年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

获得者秦绍正教授应邀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应激下人脑功能重组的规律与机制研究”的

学术报告。学术报告由吕薇副教授主持，我院师生参加了报告。 

党建与学生工作 

◆7 月 4 日，心理学院 2018 年暑假研究生留校学生工作会议在崇鋈楼思齐堂举行。学

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研究生辅导员段晓辉，研究生兼职辅导员贾碧欣以及申

请暑假留校的研究生等 10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大会由党总支秘书、分团委书记张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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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8 月 20 日，学院召开学生干部和志愿者工作会议以及名宿舍学长专题培训会议，组

织业务培训，明确宿舍学长工作职责，部署具体工作，强化新生宿舍阵地建设，提高新生

入学教育的实效性。 

◆8 月 22-23 日，2018 级新生接待工作如火如荼，迎新准备充分得力，报到现场井然

有序。 

◆8 月 22 日，院长王振宏，书记李录志，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新生辅导员张媛媛，

研究生辅导员段晓辉和学生会主要干部，在第一时间深入新生宿舍，看望新生，传达关爱。 

◆8 月 23 日，心理学院 2018 级新生辅导员见面会在 9701 教室召开。会议由学院团

委书记、新生辅导员张媛媛主持。 

◆8 月 23 日，学院 2018 级新生家长见面会于教学九楼 9209 报告厅顺利举行。书记

李录志，院长王振宏，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以及近 50 名新生家长参加了见面会。会议

由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主持。 

◆8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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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辅导员张媛媛在教学九楼看望并慰问了 2018 级参训新生和军训教官。 

◆9 月 10 日，心理学院党总支中心组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题会议在雁

塔校区教学九楼二层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学院党总支书记李录志主持。 

◆9 月 11 日，我院 2018 级研究生新生见面会在崇鋈楼学思堂举行，硕士研究生新生

和博士研究生全部参加了见面会。会议由我院研究生辅导员段晓辉主持。 

◆9 月 14 日，我院在雁塔校区五号教学楼 5301 教室举办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报告会，

此次报告会由我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主讲，题为《学业规划及合理平衡学业与

生活的关系》，我院 2018 级研究生聆听了报告，报告会由我院党总支秘书张媛媛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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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1 日，我院在崇鋈楼思齐堂召开 2019 届毕业研究生就业动员大会。学院党总

支书记李录志，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我院 2018 届毕业研究生陈琦出席本次动

员大会，会议由研究生辅导员段晓辉主持。 

◆9 月 21 日，2018 级本科新生“心”启航系列入学教育讲座在崇鋈楼二层思齐堂举

行，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作了题为《“发现·成长”——我眼中的大学生活》

主题讲座。讲座由新生辅导员张媛媛主持。 

◆9 月 21 日，2018 级本科新生“心”启航系列入学教育之班主任、本科生导师见面

会在崇鋈楼二层思齐堂举行。心理学院院长王振宏，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新生

班主任赵晶晶，本科生导师王勇慧、杨剑锋、宋晓蕾、张媛、庄想灵、孔风、张春雨，新

生辅导员张媛媛、本科生教学秘书杜娟以及全体 2018 级本科新生参加了见面会。见面会

由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主持。 

◆9 月 21 日，学院 2018 级本科新生“心”启航系列入学教育之“院长一课”在崇鋈

楼二层思齐堂举行。学院院长王振宏教授作了题为《志存高远，砥砺前行》的主题讲座。

讲座由新生辅导员张媛媛主持。 

◆9 月 28 日，院长王振宏教授在崇鋈楼一层学思堂为 2018 级研究生做了题为《求实

创新 学以致用》的专题报告，会议由研究生辅导员段晓辉主持 

◆10 月 9 日，我院在崇鋈楼三层归仁堂召开了 2018 年下半年学生工作专题会议暨学

生组织换届大会。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学工组全体专兼职辅导员，学生会、

研究生会全体成员，学生党支部支部书记，各班级班长、团支书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学院

团委书记张媛媛主持。 

◆10 月 14 日，我院“成长与发展”主题朋辈交流活动在崇鋈楼一层学思堂举行，特

邀学院 2017 届应用心理学专业优秀硕士毕业生楚克群回校作经验交流。学院党总支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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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副院长董增云，学工组全体学工干部以及 2018 级全体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参加了交

流会。会议由团委书记张媛媛主持。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纪念改革

开放 40 周年，我院于 10 月 21 日晚在崇鋈楼二层思齐堂成功举办了“新时代·新起点·新

梦想·新青年”主题演讲比赛。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分团委书记张媛媛，研

究生辅导员段晓辉出席会议并担任评委。比赛由学生会副主席易传坤、办公室部长范颐乔

主持。 

◆为丰富学生外语文化生活，提高外语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口语能力，我院第

二届“别具匠心”英文影视作品配音比赛于 10 月 23 日在崇鋈楼二楼思齐堂成功举行。外

国语学院公共外语教学部任课教师李洋、王佳，学院团委书记张媛媛，首届配音比赛取得

突出成绩的学生代表贾雅雯、柯正楠参加活动并担任评委。比赛由学院学生会主席马悦、

宣传部部长谢金营主持。 

◆10 月 23 日下午，为进一步营造“抱道不曲，拥书自雄”的优良学风，落实《心理

学院学风建设实施细则》精神，我院在教学九楼 9217 会议室召开了班主任工作座谈会。

会议由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主持。全体本科生班主任、学工组专职辅导员及

本科生各班班长参加了会议。 

◆10 月 24 日，为进一步营造“抱道不曲，拥书自雄”的优良学风，落实《心理学院学

风建设实施细则》精神，我院在教学九楼 9217 会议室召开了班主任工作座谈会。会议由

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主持。全体本科生班主任、学工组专职辅导员及本科生

各班班长参加了会议。 

◆10 月 25 日，针对应聘高校辅导员岗位的毕业研究生，我院在教学九楼 9217 会议

室举办了“2019 届毕业研究生就业工作座谈会”。日前，2019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进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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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时期，经过对毕业班研究生的细致摸底调查，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兼职

辅导员田金艳出席座谈会，会议由研究生辅导员段晓辉主持。 

◆10 月 26 日，为了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新生党员管理，规范研究生党支部建设我院党

总支书记李录志在教学九楼 9611 教室为 2018 级研究生新生党员做了题为《规范组织生

活会，做合格党员》的报告。报告会由本科生辅导员仉天聪主持。 

◆10 月 26 日，为帮助新生尽早确立学习目标和职业理想，自觉发奋学习，培养生涯

规划意识，学院 2018 级本科新生“心”启航系列入学教育之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讲

座在教学九楼 9721 教室举行，由学院党总支书记李录志担任主讲。讲座由新生辅导员张

媛媛主持。 

◆10 月 26 日，为进一步加强和促进新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帮助新生尽快适应大学

生活，提升新生心理素质，我院 2018 级本科新生“心”启航系列入学教育之心理健康教

育指导讲座在教学九楼 9721 教室举行，特邀学院博士生导师陈青萍教授为全体 2018 级

本科生做了一场题为《大学新生：校园适应·人际适应·生活适应》的心理健康知识讲座。讲

座由新生辅导员张媛媛主持。 

◆10 月 29 日，我院党校 2018 年下半年培训班开班仪式暨党课培训第一讲在雁塔校

区崇鋈楼二层思齐堂顺利举行。院党总支书记李录志，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教育学院

党委副书记张旻参加了仪式。开班仪式由党总支秘书张媛媛主持。 

◆10 月 30 日，我院党校 2018 年下半年培训班党课培训第二讲在雁塔校区崇鋈楼二

层思齐堂顺利举行，特邀陕西省思政教学比赛特等奖获得者、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李后

东作为主讲嘉宾，为全体学院作了题为《十九大漫谈，自信从何二来》的专题培训。本次

培训由学院兼职辅导员田金艳主持。 

◆10 月 30 日，我院党校 2018 年下半年培训班党课培训第三讲在雁塔校区崇鋈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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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思齐堂顺利举行，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为全体学员作了题为《学党史，知

党情，做合格党员》的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由研究生辅导员段晓辉主持。 

社会服务工作 

◆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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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报告厅举行。我院院长王振宏、副书记，副院长董增云、培训班班主任康婉香，

出席开班典礼和学习成果汇报交流与结业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