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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议组织架构 

【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心理学会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主办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承办单位：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湖北省心理学会 

【大会顾问】 

林崇德 刘华山 马  辛 张建新 赵国祥  

【大会主席】 

胡祥恩 刘兆明 周宗奎  

【执行主席】 

马红宇 孙晓军 赵庆柏 

【专家委员会】 

白学军 陈  红 段昌明 樊富珉 方晓义 傅小兰 韩布新 何先友 侯杰泰 胡卫平 

胡祥恩 贾晓明 姜长青 江光荣 李  红 李  平 李伟建 连  榕 雷  雳 刘  靖 

刘兆明 龙立荣 卢家楣 罗跃嘉 鲁忠义 马红宇 马  辛 莫  雷 聂衍刚 漆昌柱 

钱  明 钱铭怡 乔志宏 沈模卫 施琪嘉 苏彦捷 苏永华 孙健敏 孙时进 孙向红 

王  刚 王建平 王  垒 王  力 汪新建 王  振 王志仁 武国城 伍新春 吴艳红 

辛  涛 游旭群 张  雷 张  明 张  卫 张文新 张西超 赵国祥 赵旭东 周爱保 

钟  年 周晓林 周宗奎 佐  斌 

【组织委员会】 

边玉芳 陈庆荣 邓晓红 丁道群 董圣鸿 傅  宏 盖笑松 龚少英 郭  成 郝  宁     

何婷婷 胡金生 胡  平 康廷虎 孔晓东 李美华 李同归 李文玫 李永鑫 梁晓燕 

林丹华 蔺秀云 刘勤学 刘清堂 刘三女牙 刘  文 刘正奎 雷 怡 罗 良 马海林 

潘  运 庞维国 任志洪 桑青松 桑志芹 宋耀武 孙晓军 史更虎 田  媛 唐汉瑛 

唐  云 陶  嵘 王福兴 王伟军 王振宏 王争艳 王忠军 文  萍 温忠麟 吴才智 

王瑞明 席居哲 辛自强 徐碧波 徐  霞 严  瑜 杨海波 余嘉元 张红梅 张锦涛 

张姝玥 张  微 张效初 赵庆柏 钟毅平 朱廷劭 朱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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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会指南 

尊敬的参会代表： 

您好！欢迎您参加第四届华人应用心理学大会，为了使您更好地参与这场

内容多样、主题丰富、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请知悉以下事项： 

一、 会议主题 

应用心理学的挑战和创新 

二、 会议时间 

2022 年 7 月 21-22 日 

三、 大会网站 

详情请访问“第四届华人应用心理学大会”网站：http://iccap.ccnu.edu.cn 

四、 会议登陆 

可通过在浏览器打开链接或手机扫二维码进入会议： 

1 云会堂登陆链接： 

https://wx.vzan.com/live/tvchat-1085703848?v=637931483240546496 

 

2 云会堂登陆二维码： 

 

 

 

 

 

 

 

 

 

 

 

 

 

 

 

 

 

 

http://iccap.ccnu.edu.cn/
https://wx.vzan.com/live/tvchat-1085703848?v=637931483240546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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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鹅通登陆链接： 

https://appq2lfkhae2187.h5.xiaoeknow.com/p/course/column/p_62d22e9be4b0a51fee

fff765 

 

4 小鹅通登陆二维码： 

 

 

 

 

 

 

 

 

 

 

 

 

 

五、 参会规则 

（1） 请您提前看好大会日程，按时参会； 

（2） 在会议期间，请勿发表与学术无关的言论 

（3） 整个大会直播期间不私自录像、录音； 

（4） 会议期间分享的所有资料如课件、讲义等都是作者的个人劳动成果，请尊重版权，只用

于自己的学习和专业工作，不得翻拍、复印及用作其他用途，不得以任何方式在网络等途径进

行传播； 

（5） 主办方会在会议期间对各活动板块进行截屏留影，并可能将照片用于大会宣传报道，请

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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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议日程 

第四届华人应用心理学大会日程一览表 

2022年7月21日 

开幕式、大会主旨报告（上午）、分论坛报告（下午、晚上） 

2022年7月22日 

分论坛报告（上午）、大会主旨报告、闭幕式（下午） 

开幕式 

（7月21日上午8:30-9:00） 

序号 内容 主持人 

1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郝芳华教授致辞 

马红宇 

2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教授致辞 

3 指导单位代表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赵国祥教授致辞 

4 大会主席刘兆明教授致辞 

5 大会主席胡祥恩教授致辞 

主旨报告 

（7月21日上午9:00-12:00） 

主题 报告人 主持人 

大型国际教育监控研究：用途、局限及不符直觉的发现 侯杰泰 

白学军 

从叙事治疗到叙事医学—叙事在医疗议题的应用 黄素菲 

新一代的视觉测试 吕忠林 

傅小兰 

科技人才评价创新——以某科技型央企为例 苏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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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7月21日下午2:00-4:00） 

论坛一：发展心理 

主持人：田媛    点评人：沈悦 

主题 报告人 

父母电子媒介使用、3岁儿童电子媒介接触与其抑制控制的关系 王争艳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心理行为干预及认知神经机制 张锦涛 

成人与青少年意图性抑制和反应性抑制的比较研究：来自ERP的证据 沈  悦 

网络欺凌对中学生自尊的影响：集体道德推脱与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 王  磊 

大学生日常自我控制与学业情绪的关系--基于微助教的经验取样法研究 田  媛 

论坛二：教育心理 

主持人、点评人：王福兴 

主题 报告人 

学习判断的认知机制 罗  良 

恶意创造力影响因素和神经机制初探 郝  宁 

媒体多任务行为与发散思维的关系：执行功能的调节作用 师保国 

空间路线学习中的前向测试效应 马小凤 

自我调控学习的元认知基础 姜英杰 

学习中的心智游移 王腾飞 

论坛三：认知心理 

主持人、点评人：范炤 

主题 报告人 

知觉学习中的记忆机制研究 李  晟 

Predicting and Improving Relationship Quality—The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mediates positive perceptions updating about romantic partners 

张效初 

基于虚拟现实的人类社会空间的测量 蒯曙光 

“腹语术效应”与多感觉整合 陈立翰 

颜面损伤比例对求职面试的影响：眼动仪研究 邱倚璇 

视觉体验研究及应用方向探讨 孟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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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7月21日下午4:00-6:00） 

论坛四：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主持人：朱旭    点评人：伍新春 

主题 报告人 

隐形碉堡化的集体心理机制，及其对临床工作的影响 王浩威 

“内卷”下的中学生：认知行为课堂干预降低考试焦虑 臧寅垠 

中国家庭正念情绪干预设计 韩  卓 

青春期抑郁症首次发作的动态风险：变化重要吗？ 牟文婷 

个性化网络干预提升社区居民心理健康素养的效果研究 夏  勉 

论坛五：人格心理（上半场） 

主持人：贺金波    点评人：侯玉波 

主题 报告人 

从儒家式应对到中国人的君子人格：一种基于文化自信的探索 侯玉波 

人格与养育倦怠 李永鑫 

相对剥夺、愤怒沉浸和社会攻击的关系模型：一项跨度2年的纵向研究 夏凌翔 

情性之理与心性平和 康廷虎 

人格差异的进化原理 陈建文 

论坛六：管理心理 

主持人：王忠军    点评人：严进 

主题 报告人 

中国职业心理健康的现状与展望 张西超 

管理者信息负荷如何影响其领导行为？基于调节焦点视角 李爱梅 

职业适应力和主动工作行为：基于关系的视角 王  桢 

文化如何影响组织中的建言行为？ 李圭泉 

数字转型于人资科技（HR Tech）的应用 杜秉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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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7月21日晚上7:00-9:00） 

论坛七：人格心理（下半场） 

主持人：李静    点评人：郭永玉 

主题 报告人 

模式分化与功能互补——面向社会治理的心理服务组织青年创业 伍  麟 

人智时代的社会治理问题探析 涂阳军 

人格的混乱与未定之刻：以现象学方法探究创伤与例外经验 翁士恒 

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郭永玉 

论坛八：行为医学心理 

主持人：陶嵘    点评人：李毅  

主题 报告人 

武汉市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经验分享 李  毅 

睡眠对个人认知、组织与社会的影响 蔡宇哲 

基于表情动作分析的心理治疗研究范式 曹玉萍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机制研究 王  纯 

促成当事人改变的心理评估：来自单个案实验设计的证据 孙启武 

如何精准反馈-整合模式的初始访谈 谢永标 

论坛九：社会心理 

主持人：温芳芳    点评人：李晔 

主题 报告人 

道德基础理论的文化拓展 张彦彦 

怀旧镇痛及其神经机制 杨紫嫣 

基于不同选择情境所形成的描述性规范对行为选择的影响 尹  军 

面孔加工与刻板印象激活 张晓斌 

群体身份变换性对刻板印象改变的影响：基于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的检验 温芳芳 

社会因素对COVID-19 Phobia的影响 孙旻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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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十：婚姻与家庭心理学 

主持人：刘勤学    点评人：边玉芳 

主题 报告人 

中国父母教养行为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我们的研究 边玉芳 

亲代和隔代抚养视角下女性抚养人情绪教养对儿童情绪幸福感的影响 蔺秀云 

“云养宠”群体的幸福感，来自成人依恋还是宠物依恋？ 李同归 

系统视角下用故事和游戏陪伴儿童青少年 王继堃 

我在家族治疗实务工作中看见的华人家庭关系议题 蔡春美 

论坛十一：用户体验心理 

主持人：刘思耘    点评人：杨海波 

主题 报告人 

主观价值关联的界面特征对移动支付APP中警示信息效果的影响 杨海波 

本能层面的情感化设计与消费 李  晶 

用户研究的实践应用 孙艳娟 

服务人员让我紧张：不安全依恋对人工智能服务偏好的影响 邓士昌 

AI赋能体验升级—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产品体验设计 邵怀熙 

分论坛 

（7月22日上午8:30-10:30） 

论坛十二：文化与叙事心理 

主持人：洪建中    点评人：徐碧波 

主题 报告人 

从认知角度看中国文化的具身性 胡  平 

生涯发展的文化差异 徐碧波 

文化视野中的心理传记研究 谷传华 

潮汕地区重男轻女现象的生命叙事研究 吴和鸣 

是个人的，也是文化的：生命故事中的文化叙事 李文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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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十三：心理学与疫情防控 

主持人：吴才智   点评人：马红宇 

主题 报告人 

学术组织在抗疫心理援助中的作用与介入途径 贾晓明 

完善中国应急心理服务体系，开展应急管理心理学研究 陈雪峰 

新冠疫情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 范  方 

不同在线涂色游戏材料特征对新冠疫情下用户心理调适效用的检验 席居哲 

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的组织与管理 吴才智 

论坛十四：互联网、数字化与心理学 

主持人：牛更枫    点评人：张锦涛 

主题 报告人 

社交网站上的身体谈论与身体映像的关系 雷  雳 

正负能量新闻对个体社会信任和助人行为的影响 韩  磊 

智能手机使用对个体自我发展的影响 刘勤学 

Women’s Intrasexual Competition Results in Self-objectification 陈  浩 

手机在场对认知功能的影响：错失恐惧的调节作用 牛更枫 

分论坛   （7月22日上午10:30-12:30） 

论坛十五：心理健康教育 

主持人、点评人：张微 

主题 报告人 

儿童期虐待与青少年内化问题：预测模型比较和中介机制研究 王金良 

成长性思维在青少年社会压力应对和心理健康干预中的作用 姜  旭 

儿童语素意识测量及干预研究 林  敏 

家庭累积风险与中学生公正世界信念的关系：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的作用 张凤娟 

从工具性学习看病理性网络使用的强迫性特征——基于fNIRS的研究 张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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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十六：教师心理与专业发展 

主持人：龚少英    点评人：陈煦海 

主题 报告人 

情绪感染的概念与发生机制 张奇勇 

教师共情：作用、影响因素与神经机制 孙炳海 

教师情绪发展的追踪与培育：情绪素养的视角 陈煦海 

小学教师在教研活动变革中的拓展性学习 刁春婷 

教学代理的情绪对多媒体学习的影响 龚少英 

论坛十七：信息化时代的学习科学 

主持人：唐云    点评人：胡祥恩 

主题 报告人 

三种教师支架对协作问题解决的影响研究 欧阳璠 

基于协同批注系统和眼动追踪技术的教学模式研究 张立山 

中文写作自动评分与诊断的若干探索 郑蝉金 

基于信息技术的学习测评与训练 黎  坚 

数字学习环境下的儿童触屏学习 王福兴 

主旨报告   （7月22日下午2:00-4:40） 

主题 报告人 主持人 

临床心理学与精神医学的关系：发展基于人文精神的共识 赵旭东 

吴艳红 

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成长规律及培养 胡卫平 

数字时代儿童青少年发展及网络素养教育实践 孙晓军 

雷  雳 

当应用心理学在元宇宙遇到永续发展SDGs 孙旻暐 

闭幕式   （7月22日下午4:40-5:00）  

序号 内容 主持人 

1 指导单位代表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长张建新教授致辞 

赵庆柏 

2 大会主席周宗奎教授致辞 

3 向第五届主办单位移交会旗 

4 第五届主办单位代表陈庆荣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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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会议介绍 

※大会主席※ 

刘兆明，辅仁大学荣休教授。1978年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教育心理系，

1982年获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硕士后回辅仁任教。1985年前往美国

普度（Purdue）大学攻读“工业与组织心理学”的博士学位。1989年

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台，继续任教于辅仁大学心理学系，曾任系主任与

辅仁大学教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工作动机与领导、人才评鉴与发展、

组织文化与组织发展。曾担任台湾心理学会理事长，并创立台湾应用

心理学会及台湾人才评鉴与发展学会。1999年创办“应用心理研究”，

为台湾心理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之一。为促进心理学在广大

华人社会的应用与实践，2015年在辅仁大学发起召开首届华人应用

心理学大会，其后继续结合两岸心理学界之力量在北京(2016)、上海(2018)及武汉(2022)召开会议。

近年多应邀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发表主题演讲，或从事人才及组织发展的顾问咨询服务。 

 

周宗奎，华中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负责

人。兼任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网络心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

人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

学领军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荣获湖北省优秀教师称

号。主要从事心理学研究与教学，研究领域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网络

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教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20余项。长期研究关注的问题包括儿

童青少年的社会性与人格发展、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与教育、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和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发展等。获多项省部级以上奖励。 

 

胡祥恩，教授，博士生导师，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认知心理学博士。华

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美国孟菲斯大学心理学系，电气与计算工

程系和计算机科学终身教授，美国国防部（DoD）高级分布式学习孟

菲斯合作实验室主任，经合组织（OECD）PISA 2024研究与创新小

组指导委员会成员。主要研究领域包含理论（人类如何记忆和学习），

技术（如何将学习理论实施到工作系统上，例如智能导学系统），应

用（以提高不同领域的教学为目的开发学习系统）以及学习科学的影

响（在现实世界环境中执行系统的有效性研究）。在Psychological M

ethod, Psychological Review,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Journ

al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

ognition, Computers and Education 等期刊和书本章节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参与并主持项目10

多项，得到了NSF等机构多项资助。近年来，胡教授及其同事们进行了先进学习环境的研究、开

发和创新项目，被公认为学习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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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旨报告※ 

 

1 大型国际教育监控研究：用途、局限、及不符直觉的发现 

 

侯杰泰，香港大中文大学教授，美国教育研究协会院士、国际应用心

理学会院士。现任国家高中及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等各委员会、OECD

的PISA技术顾问委员会及策略委员会委员、国际IEA TIMSS问卷设计

委员会等专家或委员。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国际应用心理学会

教育心理部主席。近30年来，致力推动教育学及心理学量化研究，在

北京、南京、西安、宁夏、贵州等多地举办超过100次全国性高级统

计培训班，学员超过10000人。 

 

 

摘要：纵观世界各地，OECD的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等监测系

统．能协助我们辨别有效改进教学的因素。对一些教与学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全校的改进活动

（如阅读推广），但对另一些困难（如学生做功课的快慢习惯），我们需要针对个别学生去改善。

对教育政策制定者、校长、及教师，我们将探讨应该怎样利用这类大型教育品质监测资料，去牵

引讨论各种学校、老师、家长及教育政策制定者关心的课题，令教育质量得以提升。对教育研究

者，我们将指出这类大型研究，对了解学生个性、情绪、态度等发展，以及教师教学法的效能等，

并不敏感及有效，一些研究指出亚洲人缺乏自信、低学习动机等，都可能是错误诠释数据及结果

而已。 

 

2 从叙事治疗到叙事医学—叙事在医疗议题的应用 

 

黄素菲，辅仁大学心理学院教授。研究兴趣主要包括叙事治疗、叙说

分析、生涯发展等。学术成果发表于《中华辅导学报》《教育实践与

研究》《彰化师大学报》《应用心理学期刊》《辅导季刊》等学术期

刊。曾获台湾谘商辅导与谘商学会2000年度优秀论文。曾任台湾生涯

发展与咨询学会理事长、担任台湾生涯发展与咨询学会、台湾谘商辅

导与谘商学会理事、阳明大学心理谘商中心主任主任等。 

 

 

 

摘要：（1）叙事治疗的知识论基础、世界观The Narrative Knowledge base and Worldview；（2）

叙事治疗的理论架构The Narra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3）叙事治疗的技术The Narrative 

intervention techniques；（4）叙事治疗在医学的应用Applying narrative therapy to narrative medicine。

医院作为一种社会论述的场域，对这一社会论述的反思，重建医病关系，即权力观的翻转；从「病」

为重心，移转到「人」为重心，将更多主导权交还给病人，即关系观的翻转；从结构主义观点的

「病理诊断」移转到后结构主义观点的「健康疗愈」，即病理观的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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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一代的视觉测试 

 

吕忠林，上海纽约大学首席科学家、副教务长、华东师范大学-纽约大

学脑与认知科学联合研究中心（上海纽约大学)联合主任, 纽约大学神

经科学和心理学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聘教授，美国实验心理学家学

会和美国心理学会的高级会员(Fellow)。长期致力于心理物理学，视觉，

脑成像，以及大脑知觉与认知的数学与计算模型研究。学术成果发表

于《Science》《Nature》《Nature Neuroscienc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Current Biology》等学术期刊。 

        

 

摘要：眼疾病已经成为一个公共卫生危机。虽然现有的视觉测量工具能告诉我们是否需要配戴眼

镜，但却经常会遗漏眼病引起的视力损伤，给眼病的诊疗带来了很多挑战。从对比敏感度曲线入

手，我们引入人工智能，开发了多种基于主动学习的新一代视觉测试方法，包括对比敏感度

（qCSF），视力 (qVA)，视野(qVFM)，和阅读速度(qReading)等。qCSF 提供的智能测试揭示了

被现有的测试忽略的多种眼病引起的中等空间频率的对比敏感度缺陷，证明了 qCSF对临床实践，

临床试验和临床标准的重要性。我们正在构建一个涵盖多模态测试，数学模型和高置信度预测和

决策的创新平台，以提高视觉评估的精准度，缩短临床试验，降低药物开发成本，将更好的疗法

推向市场，从而改善所有人的眼健康。 

 

4 科技人才评价创新——以某科技型央企为例 

 

 

苏永华，诺姆四达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人力资源行业领军人物，

被誉为“中国人才测评第一人”。担任中组部领导干部考试与测评中心

特聘专家、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才交流

协会人才测评服务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副会长、

上海人才服务行业协会测评专业组组长和上海市心理学会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等职务。 

 

 

 

摘要：新时代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央为新时代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方

向和基本遵循，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实现“破四唯，立新标”。本研究以科技

型央企的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为例，立足企业战略发展的实际需要，遵循科技人才创新价值、能力、

贡献为导向评价体系建设要求，从人才评价标准、人才评价技术两方面进行创新研究，树立科技

人才评价新导向，高效盘点科技人才队伍现状，为科技人才战略规划提供依据。通过探索科技人

才成长规律，综合分析科技人才评价数据，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指引，为科技人才管理提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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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临床心理学与精神医学的关系：发展基于人文精神的共识 

 

赵旭东，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

心院长。研究兴趣主要包括医学心理学、文化精神医学等。学术成果

发表于《JAMA Psychiatry》等学术期刊。担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

事长、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

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心理治疗学会副主席等。 

 

 

 

 

摘要：自科学心理学创立以来，自然科学范式占据了主流地位，成就斐然。与此同时，人文精神

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受到忽视，助长了“无心的心理学”和“无精神的精神病学”倾向。有必要强调重

视人的主观性、重视意义的人文心理学传统。 

精神医学界反思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弊端，提倡“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发展人文精神医

学来平衡诊疗疾病与促进心理健康的关系。心理治疗、心身医学是心理学与医学紧密交集，践行

“解释（说明）心理学”与“理解（意义）心理学”整合方法的领域；除了要共同追求对人类心理行

为的因果解释，更要在服务个人和人群的过程中增进对“有意义的心理联结”的理解，还要结合后

现代哲学中的一些理念去帮助人们建构积极的意义。 

 

6.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成长规律及培养 

 

胡卫平，陕西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主任。学术兼职主要有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

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委员会综合协调组成员、框架研制组成员、科学

课程标准修订组组长，以及科学与技术共同核心素养专家组召集人，国

家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成员，教育部高考内容改革专家委员

会委员，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

学校教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2035年）》编制专家组成员，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副理事长，中

国教育学会科学教育分会会长等。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会士（Fellow）。任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eativity and Problem Solving、Gifte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Creativity、《心理发展与教育》《教师发展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编委等。承担国家级与省

部级课题56项，横向课题38多项。出版专著7部，主编教材26部，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论文250

余篇，其中SSCI 70余篇，2018年和2019年两次进入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全国20多个

省的5000多所学校，以及美国、俄罗斯、瑞士、西班牙，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国家和地

区的部分学校基于思维型教学理论推进教学改革，建立了1000多所学校的实验基地。获得国家级

和省部级奖励29项。 

 

摘要：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教育革命加速发展，世界创新格局深度调整，各国都在重视

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培养。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十八大”明确提出：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八届

五中全会将“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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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在于拥有大批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后备人才是国家的重大需求。报告在介绍

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必备特征、发展规律和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介绍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培养路

径和措施，在此基础上，介绍我们多年来探索的环境创设模式、教学创新模式、课程改革模式、

教师发展模式、创新评价模式。 

 

7. 数字时代儿童青少年发展及网络素养教育实践 

 

孙晓军，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学术

兼职主要有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

网络心理专委会委员及秘书、中国心理学会校园欺凌与暴力防治

专委会委员、湖北省心理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心理学会青年工作

委员会主任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儿童与青少年发展、人格与社会

性发展、同伴交往、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近年来，主持完成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国防科技创新

特区等163计划项目以及与社会企业合作应用性科研项目20余项，

共发表SSCI/SCI和中文权威/核心论文100余篇。曾获 “华中师范大

学桂子青年学者”、“第十六届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第六届朱智贤心理学奖”、“全国百优博士

论文提名奖”、“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等荣誉奖励。主编出版了专著《特殊

处境儿童心理》和教材《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参与编译了“网络心理与行为译丛-心理学视

角的网络空间：理论、研究与应用”，并与网络心理学领域国际著名学者K. Subrahmanyam合作出

版了英文专著“Media Use and Youth Well-being”。 

 

摘要：截至2022年2月22日，我国有1.83 亿未成年网民，占未成年人总数的94.9% (CNNIC, 

2022)。数字时代，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成为了影响未成年人发展适应

的重要环境因素。网络给青少年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尤其是未成年人身心发展

不成熟，他们在网络中容易遭受或从事网络风险行为（如网络欺负，网络成瘾）。因此，如何引

导未成年人合理、健康地使用网络，培养儿童青少年网络素养能力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在

介绍数字时代下儿童青少年网络使用特点的基础上，我们将结合团队近些年来围绕网络使用与

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基础研究成果，重点介绍网络素养培养的实践工作及理论思考，以期为儿童青

少年健康合理使用网络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8.当应用心理学在元宇宙遇到永续发展SDGs 

 

孙旻暐，亚洲大学医学暨健康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副院长/系主任、性

别平等教育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包括刻板印象威胁效果（STEs）、

刻板印象威胁减除（stereotype threat deduction）、刻板印象促进效果

（SBEs）、LGBTQ议题、Covid-19 Phobia、残疾人职业重建服务计划

等。学术成果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QUIRY: 

The Journal of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 Provision, and Financing,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Healthcare, Advances in Decision Sciences, Current Oncology,《青少年犯

罪防治研究》《中华辅导与谘商学报》等学术期刊。获2021年台湾青少

年医学暨保健学会之李氏慈爱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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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5年联合国公布「2030永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其中包

含消除贫穷、减缓气候变迁、促进性别平权…等17项SDGs目标，为的即是指引全球共同努力、

迈向永续发展；甚至有193个国家同意在2030年前，努力达成SDGs 17项目标。此外，2021年起，

Meta（原facebook改名）的执行长马克‧艾略特‧祖克柏（Mark Elliot Zuckerberg）即提出「元宇宙

是下一个世代的因特网。了解元宇宙（Metaverse）的都知道，这是指一个让你愿意长时间在其中

生存、社交、生活、工作的虚空间，它并打破虚拟世界和实体世界的界线。然而，当应用心理学

中的各专业领域，在元宇宙的虚空间，又将如何可以落实SDGs中所提倡的永续发展？又有那些

接口与SDGs目标是应用心理学可以率先发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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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一：发展心理※ 

 

主持人 

点评人 

沈悦，副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层次人选，兼任

中国心理学会校园欺凌与暴力防治专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家校协同专委会常务理

事等。主要从事发展心理学、家庭教育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截止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

育类）专项等科研项目10余项；在SSCI、CSSCI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

教材3部。荣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等科研、教学奖项20余项。 

田媛，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员，中国心理学会网络心理专委会委员，“微助教”创始人，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

年教师奖获得者。研究领域集中于社会性与人格发展、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网络学习与效果

评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等国家及省部级项目10余项，出版著作及教材7部，在

核心及权威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与团队设计开发的课堂互动平台“微助教”覆盖全国2500余所

学校，超过600万师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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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父母电子媒介使用、3岁儿童电子媒介接触与其抑制控制的关系 

 

王争艳，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中国心理学

会理事，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妇女儿童研究基地主任。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期刊编委会成员，北京市儿童心理保健

专家组专家。“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中国学龄儿童脑智发育队列

研究—首都师范大学队列建设”课题负责人。完成和正在完成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等各类项目 15项。在中科院TOP期刊和一区刊物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等杂志上以责任作者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摘要：随着科技的进步，各种电子产品进入到儿童的生活之中，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儿童过早接触

电子产品。根据生态科技微系统理论，家庭中的电子媒介是微系统中直接影响儿童认知发展的重

要环境因素。儿童对电子媒介的接触是否会影响其抑制控制表现及大脑激活水平，父母在这个过

程中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本研究使用fNIRS研究儿童在抑制控制任务下的脑活动，及其与父

母电子媒介使用、儿童电子媒介接触的关系。研究发现，（1）3岁儿童电子屏幕使用时间越长，

抑制控制能力越差；父母电子屏幕使用时间对于儿童抑制控制存在不同的作用模式。（2）3岁儿

童电子屏幕使用时间、屏幕背景暴露时间以及父亲电子屏幕使用时间越长，儿童在抑制控制任务

态的激活水平越低。 

 

2.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心理行为干预及认知神经机制 

 

张锦涛，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

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近年来研究主要围绕青少年网络游戏成

瘾形成发展的行为和脑机制，心理行为干预及经颅电刺激(tDCS)、经颅

磁刺激(TMS)等脑刺激技术手段干预网络游戏成瘾的效果及机制。主持

并参与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教育部的基金项目。已在

Brain,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Am J Psychiatry, Addiction等顶级中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70余篇研究报告

和论文。 

 

 

摘要：儿童青少年网络成瘾（网络游戏障碍）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公共健康问题，得到了世界各国

政府高度重视、及广泛的社会关注。心理学家们先后陆续提出网络成瘾的认知行为理论、心理需

求满足理论等来更好地理解网络成瘾现象及其形成的原因。随着磁共振技术的逐渐普及，结合认

知行为实验等方法，研究者发出网络游戏障碍者在认知、情绪、决策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异常，这

些特点与物质成瘾和赌博障碍表现出高度类似的特点。本报告将在这些经典研究的基础上进一

步重点介绍渴求降低综合训练（认知行为疗法、正念冥想训练）和情绪联结偏向矫正训练等干预

手段改善网络游戏障碍的干预研究及起效的认知神经机制，从而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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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人与青少年意图性抑制和反应性抑制的比较研究：来自ERP的证据 

 

报告人：沈悦 

 

摘要：与根据某种信号而进行的反应性抑制相比，意图性抑制是在没有任何外部信号的情况下内

部产生的“停止”决定。成人和青少年对这两种抑制的神经过程是否有存在差异仍然未知。故此，

我们使用自由选择的 Go/Nogo 任务测量了 20 名成年人和 21 名青少年的 N2成分。成人组的

结果表明，意图性 Nogo-N2 的平均波幅和峰潜伏期与反应性 Nogo-N2 没有差异。相比之下，

青少年组反应性 Nogo-N2 的平均波幅和峰潜伏期显着大于意图性 Nogo-N2。组间比较显示，青

少年的反应性 Nogo-N2 的平均波幅和峰潜伏期显着高于成人，而意图性 Nogo-N2 在组间没有

差异。这些发现可能表明青少年缺乏自我控制更多地体现在反应性抑制上，如果青少年自己决定

是否去做会和成人的表现一样好。 

 

4.网络欺凌对中学生自尊的影响：集体道德推脱与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 

 

王磊，博士，武汉体育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助理博士生

导师。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省部级

项目4项，现主持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省社科基金

前期资助项目）1项，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1项，校级中青年科

研团队主持人。研究领域为青少年个性与社会性发展，目前主要关注

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形成机制及干预课程设计。 

 

 

 

摘要：随着网络使用的普及，网络欺凌作为一个新欺凌形式，对中学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果。

本研究主要探讨网络欺凌对中学生自尊的影响，以及集体道德推脱和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研究

结果发现，集体道德推脱和愤怒反刍在网络欺凌和中学生自尊之间起并行中介作用。网络欺凌不

仅直接影响中学生自尊，还通过集体道德推脱和愤怒反刍影响中学生自尊。减少网络欺凌对中学

生的负面影响，需要重视班级环境以及个体认知情绪的作用。 

 

5.大学生日常自我控制与学业情绪的关系--基于微助教的经验取样法研究 

 

报告人：田媛 

 

摘要：在“互联网+”教育广泛应用的背景下，自我发展与学习体验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需要

重视大学生在日常学习活动中自我控制、动机和学业情绪问题。通过引入动机的自我决定理论视

角，探讨大学生在连续的一个学习周期(一周）内，状态自我控制与其行为动机对动态的学业情

绪的交互作用机制，并探究特质自我控制作为稳定的个人特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于了解大学

生在学习活动中学业情绪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并能够进一步指导教学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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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二：教育心理※ 

 

主持人、点评人 

 

 

王福兴，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桂子青年学者。加州大学圣巴巴拉(UCSB)、弗吉

尼亚大学(UVA)访问学者，现任中国心理学会教育心理学专委会、眼动心理研究专业会和学习心

理专委会委员；儿童发展协会(SRCD)、认知发展协会(CDS)和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会员；

《心理发展与教育》编委/责编；湖北省儿童全面发展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网络学习；

基于视频和动画的多媒体学习；网络/触屏媒体与儿童认知发展。曾获“育人先进工作者”、华中

师范大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华中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华中师范大学“我心目中

的好导师”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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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习判断的认知机制 

 

罗良，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青

年学者，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部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发展心理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CSSCI杂

志《心理发展与教育》执行副主编。研究方向为中国儿童青少年学习能

力/成绩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在Psychological Review, Rev Edu

c Re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J Exp Psychol Gen等SCI, SS

CI, CSSCI杂志上发表论文100余篇。曾获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20）和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2017）

等多项奖励。 

        

摘要：学习判断指的是人们对自己未来记忆成绩的前瞻性预测。已有关于学习判断认知机制的理

论认为，个体会依赖不同线索来推理自身的记忆成绩，且线索会通过加工体验和信念来影响学习

判断的结果。然而，上述理论并没有精确、定量地阐释个体在学习判断过程中如何对加工体验和

信念进行整合。本报告将首先以学习判断的字体大小效应为例，梳理与学习判断认知机制相关的

理论发展进程。随后，本报告将介绍学习判断的贝叶斯推理模型，该模型认为个体会通过一个贝

叶斯推理过程整合加工体验和信念并预测自身记忆成绩，进而可以量化加工体验和信念对学习

判断的作用程度。最后，本报告将介绍支持贝叶斯推理模型的实证证据，以及对模型的进一步应

用。 

 

2. 恶意创造力影响因素和神经机制初探 

 

郝宁，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青年学者，上海市曙光学者。担任中国心理学

会学习心理专委会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教育心理学专委会委员、中

国教育学会学校教育心理学分会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人类智慧心

理学专委会委员、上海市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现任《心理科学》杂志副

主编、《Journal of Creativity》杂志副主编。近期研究主要利用行为实

验方法及EEG、fMRI、tACS、fNIRS等技术手段，探讨个体和团体创造

活动的动态过程、影响因素，及背后的认知和神经机制。相关成果发表

在《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Cerebral Cortex,

 NeuroImage,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Soc Cogn Affect Neurosci, Neuropsychologia等高

水平国内外学术期刊。 

 

摘要：恶意创造力指由恶意的意图和动机推动，通过多种新颖方式蓄意伤害他人（或者自己、组

织和社会）的创造力，包括伤害身心健康、剥夺财产、破坏某个过程或象征物等等。本报告介绍

一种新的恶意创造力行为倾向测评工具，探讨影响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因素（趋近/回避动机、愤

怒情绪状态）及其作用机制，并对恶意创造性观念生成的脑机制做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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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媒体多任务行为与发散思维的关系：执行功能的调节作用 

 

师保国，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创造性

思维的心理与认知神经机制、创新素养的发展及其培育等领域的研究

与教学工作。研究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Brain

 Imaging and Behavior、Educational Psychology等学术期刊。曾获北

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朱智贤心理学奖等奖励。担任中国心

理学会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学习心理专业委员会

委员。 

 

 

 

摘要：在疫情肆虐，线上沟通需求增加的背景下，人们使用媒体多任务的行为增多，需要同时在

线处理多种形式的数字媒体。媒体多任务行为以各种方式影响着认知加工，但其是否会影响到员

工或学生等线上任务较多个体的发散思维尚不清楚。本研究使用分段回归技术检验了486名大学

生的媒体多任务行为与其发散思维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执行功能在这种关系中的调节

作用。研究发现，对于轻度使用者，媒体多任务行为正向预测发散思维；而对于重度使用者预测

则变为负向或无作用。此外，高水平的执行功能可以缓冲媒体多任务行为对发散思维的负面作用。

这些结果对于帮助人们了解在媒体多任务行为需求中保持创造性思维及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4. 空间路线学习中的前向测试效应 

 

马小凤，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北师范大

学心理学院副院长，学生学习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兴趣主要包括测试

效应、有效学习以及元认知等。学术成果发表于Learning and Individ

ual Differences,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Journ

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心理学报等学术期刊。担任中国心理学

会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心理学会学习心理专业委员

会委员。 

 

 

摘要：空间路线信息学习中的前向测试效应及其机制有待检验。研究以虚拟背景下的住宅小区为

实验材料，要求被试学习同一场景四个方向的路线信息（实验 1）以及四个不同场景（实验 2）

的路线信息。结果表明，在路线1-3的测试中，同一场景下路线信息相似性高，“隔离”干扰的难度

大，在测试过程中的干扰率高于不同场景的路线信息。在路线4的测试中，两个实验中测试组的

回忆正确率均显著的高于重学组，干扰率则显著的低于重学组，出现了前向测试效应。这些发现

表明，测试可以通过“隔离”来自先前学习信息的前摄干扰来增强后续空间信息的学习。研究结果

揭示了空间路线学习中的前向测试效应及其机制，支持前摄抑制减少理论，证实了前向测试效应

在生活中具有广阔的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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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我调控学习的元认知基础 

 

姜英杰，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研究兴

趣主要包括元记忆与学习、价值导向记忆与元记忆、儿童情景记忆发

展、留守儿童社会性发展等。学术成果发表于《Teacher and Teachin

g Education》《Neuropsychologia》《Metacognition and Learning》《心

理学报》等学术期刊。曾获教育部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吉林省首

批“长白山领军人才”社科领军人才，等。担任中国心理学会普心实心

专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

眼动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国际学术交流工作委员会委

员、中国社区心理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

会家长与教师合作管理委员会(CPTA)理事等。 

            

摘要：有效的自我调节学习可以提高个体的学习效率，对自我调节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元记忆监测

和元记忆控制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揭示有效自我调节学习的元认知基础。通过综合运

用行为、眼动和脑电指标，揭示不同学习情境下项目特征、任务目标、编码强度等对记忆选择与

决策、记忆监测与控制的影响机制及动态过程，探讨元记忆监测的特点以及其对元记忆控制的影

响。发现自定步调学习中的元记忆监测与控制具有情境特异性和动态性特征。对于教育实践中关

注并提高学习者自身记忆自我监测的准确性并实现有效的自我调节学习具有重要意义。 

 

6.学习中的心智游移 

 

王腾飞，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求是青年学

者。研究兴趣主要包括执行功能、智力与学习、孤独症儿童等。学术成

果发表于Psychological Bulletin, Intelligence, Educational Psychology等

学术期刊。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科技创新2030”脑计划、教

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项目。担任Journal of Intelligence,《应用心理学》

等期刊编委。 

 

 

 

摘要：注意与学习存在密切联系。当个体将注意聚焦于学习任务时，可以更好地将信息存储至长

时记忆，从复杂的刺激中归纳出抽象的规则；相反，当注意脱离了学习任务时，有用信息无法被

存储至长时记忆，对学习材料的记忆和理解出现下降。但目前，关于学习过程中的心智游移特点

及其对学习绩效的影响尚不明确。通过一系列研究，我们考察了个体在完成分类学习这一实验任

务时（实验1）和在视频学习时（实验2和3）的心智游移特点，并探究了心智游移对学习绩效的

影响。研究结果对理解学习过程中的注意特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能够为合理设计在线学习视频

从而减少心智游移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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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三：认知心理※ 

 

主持人、点评人 

 

 

范炤，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雷丁大学博士，班戈大学博士后、美国加州大学河畔分校访问学

者。入选湖北省人才计划。目前兼任中国心理学会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

北省心理学会基础心理学专委会主任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知觉、注意与工作记忆。担任多个S

CI/SSCI期刊审稿人；在Psychophysiology, Vision Research, Psychological Research, Experiment

al Psychology等SCI/SSCI及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年获批主持1项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目、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1项湖北省高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曾获湖北省自然科学

优秀成果二等奖、华中师范大学“博雅计划”优秀指导老师、华中师范大学教学工作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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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觉学习中的记忆机制研究 

 

李晟，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及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研究

员。研究兴趣主要包括视觉知觉、注意、学习与记忆的认知与神经机

制等。学术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Neuroscience》《Cerebral Corte

x》《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Journal of Vision》《A

ttention, Perception & Psychophysics》等学术期刊。 

         

摘要：人脑对知觉信息进行快速准确加工的能力可以通过训练得到强化与提高，这个过程称为知

觉学习。早期的视知觉学习研究发现学习效应具有空间位置特异性，并将学习发生的位置指向初

级视觉皮层，从而引起了视觉研究领域的大量关注与进一步研究。随着研究的进展，研究者逐渐

将关注点从感知觉过程拓展到更高级的认知功能。我们实验室近期在知觉学习方面的研究主要

关注这一学习过程在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方面的相关机制。结合心理物理学与脑成像手段，我们

发现知觉训练改变了视觉刺激短时记忆的表征脑区。此外，我们还发现知觉学习中多个学习的干

扰现象可以通过在训练中添加背景线索得到解决。我们还将讨论知觉训练与不同应用场景进行

结合的前景。 

 

2. Predicting and improving relationship quality—the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mediates positive 

perceptions updating about romantic partners 

 

张效初，男，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博士生

导师，长江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012年择优通

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院认知神经心理学实验室PI，兼任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系副主任。目前为亚洲药物滥用研究学

会药物成瘾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

影像学分会副主委，安徽戒毒康复研究协会副会长，安徽省戒毒工作

协会副会长，安徽省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安徽省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其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 Human Behaviour, Biologi

cal Psychiatry, Brain, Advanced Science等国际一流杂志上。 

         

摘要：A satisfying and persistent romantic relationship can positively impact health, work prod

uctivity, and parent/child wellbeing. Unfortunately, there is a global trend toward a decline in r

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d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over time, and divorce rates remain high i

n many countries. When humans view their romantic partner optimistically, this “positive perce

ption” is associated with satisfying and persistent relationships. Here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p

ositive perception can improve romantic relationship quality, progress our understanding of its 

underlying neural mechanisms, and provide a causal inference, lasting up to 18 months. In the 

positive perception generation experiment, we used functional MRI (fMRI) to show that partici

pants selectively discount unfavorable information while updating their beliefs about romantic p

artners. This positive perception process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neural representation of

 unfavorable estimation error about their romantic partner in the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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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n the tDCS intervention experiment, we established the causal role of the IFG in positive 

perception using fMRI-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tDCS increased the neural 

activity in the left IFG, enhanced positive perception, and improve perceived relationship qualit

y. Furthermore, we show that a repeated application of tDCS intervention over the left IFG re

duced the odds of relationship dissolution, and improved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and satisfacti

on, highlighting the role of positive perception. Our results provide a novel biological and psy

chological mechanistic understanding of romantic relationships. The future translation of this kn

owledge to alter relationship persistence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 quality has societal and ethic

al implications. 

 

3.基于虚拟现实的人类社会空间的测量 

 

蒯曙光，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视觉空间认知和虚

拟现实实验室负责人，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工程心理学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上

海应用心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Displays杂志编辑，

心理学报，心理学进展，应用心理学杂志编辑。蒯曙光博士主要使用

数学和工程建模的方法研究人类认知和社会交互行为。曾以第一或通

讯作者在Nature Neuroscience, Nature Human Behavior, Current Biol

ogy, Plos Biology,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等

国际知名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杂志发表多篇论文。蒯曙光博士先后主持

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在内的多个国家项目。 

 

摘要：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与他人社会的交往在人类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些

交往中，人与他人形成一定的空间关系。人类学家Edward Hall提出的空间关系理论定义了人周

围的社会空间。这些定义对人类社会空间进行了概念化的描述，但是缺乏定量化的实验与相应的

数学模型。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为定量化研究人类的社会空间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报告介绍如何

使用虚拟现实的技术平台，精确地测量出人类社会空间的形状和大小，建立社会场景因素和人类

社会空间之间的量化关系，并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描述人类社会空间。我们的研究对设计出用户

友好的服务机器人具有一定的启示。 

 

4. “腹语术效应”与多感觉整合 

 

陈立翰，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脑与认知科学系副

系主任，中国心理学会会员，中国心理学会工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2016-现在），国际多感觉通道研究论坛科学委员会委员（20

16-现在）,中国认知科学学会认知建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

1-2025）。《Perception》编委（2021-2024），《Frontiers in Virtua

l Reality》编委(2019-现在)。 研究兴趣主要包括多感觉注意、工程

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已在《实验心理学：总论》等期刊上发表相

关英文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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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腹语术效应” （Ventriloquism）主要是指人们对视听信号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绑定“错觉”，

最近的研究发现“腹语术效应”广泛存在于人类的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等多感觉通道交互之中。

报告将汇报本实验室近十年来基于“腹语术效应”范式的多感觉整合的心理物理学、计算建模和神

经调控等领域的研究，总结认为可能存在一个超感觉通道的认知表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等不同层级加工方式，共同调节了腹语术效应，报告最后结合腹语术效应，讨论和展望该范式在

特定认知训练等场景中的应用。 

 

5. 颜面损伤比例对求职面试之影响：眼动仪研究 

 

邱倚璿，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研究兴趣主要包括认知神经科

学、聋人、台湾手语、使用者经验等。学术成果发表于《特殊教育

研究学刊》《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Journal of Design 

Research》《Language and Linguistics》《Neuroscience Letters》等

学术期刊。曾担任辅仁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心理系主任。 

 

 

 

摘要：依照目前身心障碍鉴定标准，损伤面积达面部30~39%定义为轻度颜面损伤。本研究欲探

讨人们是否会因为不同颜面损伤程度而影响其应征面试的评估与录取决定，尤其关注未达颜面

损伤轻度标准（损伤面积达面部未达30%）的颜面损伤者，是否与达身心障碍标准的颜面损伤者

有着不同的面试遭遇。研究中包含三种颜损程度应征者（0%、15%、30%），运用眼动仪来记录

受试者（招募者）在面试阶段（前期、中期、后期）、面试后回想应征者脸部区域的眼睛凝视时

间，并对每位应征者进行相关职能评估，最后从三位应征者中录取其中一位。透过本研究之客观

实证结果，可从心理需求与社会环境观点，提供颜面损伤者在制定身心障碍标准与协助评估政策

之友善设计。 

 

6. 视觉体验研究及应用方向探讨 

孟明，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及硕士毕业于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专业，博士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心理系，MI

T脑与认知科学系博士后，曾任达特茅斯大学助理教授。于2017年加入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广东省基础心理学

“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生命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eLife及视觉认

知专业期刊Visual Cognition编委。发表过包括Nature Neuroscience、S

cience Advances、PNAS等国际顶尖刊物在内的学术论文、专著四十余

篇。 

 

 

摘要：人们如何从客观的物理图像产生主观视觉体验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脑科学

/类脑人工智能领域里的重大难题。本报告将介绍若干视错觉实例，特别是报告人关于面孔认知

左右脑功能偏侧化的一项脑成像研究和一项发展认知心理学研究。结果发现1）左右脑分离的面

孔类别判断和渐变的面孔视觉认知分析；2）对于面孔类别判断的认知学习似乎存在渐变的面孔

视觉分析这一过渡阶段；3）面孔/非面孔的类别判断能力可以在青少年儿童发育晚期习得，说明

可能不存在一个严格的“关键期”。最后，本报告将展示视觉体验中的认知可塑性，并探讨其可能

的应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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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四：临床与咨询心理※ 

 

主持人 

 

朱旭，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美国马里兰大

学访问学者。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秘书长，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

员会委员，注册心理督导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委会委员；湖北省心理学

会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点评人 

 

伍新春，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心理学科学位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心理学标准与服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教

育心理学分会副理事长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科

研课题50多项，发表学术论文350多篇，出版专著、教材、译著50余部，荣获国家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奖、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励2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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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隐形碉堡化的集体心理机制，及其对临床工作的影 

 

王浩威，实践大学民生学院家儿系副教授、华人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

执行长。研究兴趣主要包括荣格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心理治疗文化

议题、家族治疗等。担任台湾荣格分析学会理事长、中国心理卫生学

会精神分析组常务委员、国际荣格学会荣格分析师。 

 

 

 

 

 

摘要：荣格因应于个人无意识，而提出人格面具的理论；然而对于集体无意识，以及无意识中的

文化情结，并没有相对应的临床先修。在这里作者提出隐形碉堡化(invisible fortification)的理论，

来讨论目前国际之间迅速移民中的社会现象，并且将以实际的案例来说明，这样的观念对于治疗

师的文化敏感度可能的帮助。 

 

 

 

2.“内卷”下的中学生：认知行为课堂干预降低考试焦虑 

 

臧寅垠，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

为临床心理学，创伤后应激障碍及焦虑相关障碍等心理疾病的临床循证

干预研究。已发表SCI/SSCI收录英文期刊论文30余篇。臧寅垠研究员是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注册系统注册督

导师(D-21-059)，英国心理学会(The British Psychology Society, BPS）

特许心理学家 (Chartered Psychologist, CPsychol)，副会士(Associated 

Fellow, AFBPsS)。 

 

 

 

摘要：中学生面临逐渐增长的学业压力，随着年级的升高以及“内卷”现象的影响，外界环境中的

压力源可能会使中学生经历高水平考试焦虑的困扰，并出现其他的心理健康问题。 然而，我国

的中学生群体数量庞大、心理健康资源不足，个体的干预形式成本高且较难推广、普及。相比之

下，可在课堂环境中实施的干预方法具有可普及性高、成本低的特点，更符合我国当前现状与需

求。因此，针对我国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需求和课业压力，在循证心理干预方法的基础上，本

研究整合、开发了一项体系清晰且易推广的课堂干预课程，并验证了该干预课程的效果。本研究

初步证实了认知行为课堂干预降低初中生考试焦虑的效果，结合指导叙事写作可进一步巩固和

增强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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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家庭正念情绪干预设计 

 

韩卓，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家庭情绪与儿童心理健康实验室

负责人。研究兴趣主要包括发展心理病理学、情绪和情绪调节等。学术

成果发表于《Mindfulness》《Autism Research》《Developmental Psych

obiology》《Family Process》《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等学术

期刊。担任国际期刊Mindfulness副主编、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

tudies副主编，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

理学会婚姻家庭心理与咨询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

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正念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摘要：大量证据显示正念练习能够提升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童年中期尤其是情绪调节能力具有较

强可塑性的时期，此阶段的情绪调节能力还可以预测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但是，目前针对这个

年龄段相关的本土化正念研究和靶向情绪的干预方案都非常有限。本研究计划研发一套针对我

国童年中期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正念情绪综合干预方案，通过前测、后测和追踪设计，采用生理

多导仪、近红外光学成像技术、主观报告、行为观察等多手段，全方位评估该方案的有效性以及

对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长期影响。 

 

 

4. Dynamic risk for first onset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in adolescence: does change matter? （青春期

抑郁症首次发作的动态风险：变化重要吗？） 

 

牟文婷，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系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独立研究

员。致力于抑郁、焦虑的心理病理学及临床干预研究，目前研究方向是抑

郁症的动态风险预测模型以及焦虑的干预疗法创新与病因机制。学术成

果发表于Psychological Medicine,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Autism R

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等期刊，累计发表SCI/SSCI论文

近20篇。美国执照临床心理学家。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督导师。中

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心

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 

 

摘要：抑郁症风险因素随时间推移发生显著变化。对此，“风险升级假说”认为个体风险水平的迅

速升高可有效预测抑郁症发病。而“慢性风险假设”认为平均水平而非变化预测首次发病。本研究

采用时间变异协变量Cox回归分析，对从未得过抑郁症的13-15岁少女进行3年跟踪调查，发现长

期较高的风险水平能显著预测抑郁症首次发病，并在16个常见抑郁症风险预测因素中均得到验

证，支持“慢性风险假说”。研究说明，初次患抑郁症的少女，疾病发作前未必会呈现风险水平的

急剧上升；相反，在发病前几年中，往往持续表现出较高的风险水平。因此在筛查高危人群以预

防抑郁症发作时，应特别关注风险水平的长期性，如定期监测学校环境中的风险因素可能为预防

抑郁发病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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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性化网络干预提升社区居民心理健康素养的效果研究 

 

 

夏勉，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研究兴趣主要包括国民心理健康

素养研究，心理咨询的过程与效果研究等。学术成果发表于《心理学报》

《心理科学》《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等学术期刊。担任中国心理学会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心理学会团体心理辅导与治

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摘要：研究目的是评估通过网络对社区居民进行心理健康素养干预的有效性，旨在通过教育干预

提升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干预的重点是提升居民心理健康素养的知识、观念、态度和习惯。

首先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来确定社区居民所需的干预主题和干预形式，在正式干预中居民可以

自由选择所需的干预主题（即个性化主题），然后随机分配308名被试分别到实验组和对照组，

在T1对两组进行前测后，先对实验组进行干预，对照组进行等待，随后同时进行后测1（T2），

再对对照组进行干预，最后对两组进行后测2（T3），共152名被试完成全部三个时间点的测量。

结果表明，教育干预可以显著提升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素养、处理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社会

容认度和主观幸福感。个性化网络干预可以成为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可选择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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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五：人格心理（上半场）※ 

 

主持人 

贺金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科院心理所访问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注册执业医师、

心理治疗师、注册督导师（D-21-083）。中国心理学会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情绪与健康

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脑电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人格心理学会专业委员会

委员。武汉心理学会秘书长、武汉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青少年精神障碍的

心理机制和心理治疗，网络游戏成瘾的发生机制与防治，人格的生理基础与心理健康。在SCI和

SSCI等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类项目10

余项，出版包括国家级规划教材在内的专著和教材10余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Add

ictive Behaviors》《Psychopharmacology》和《心理学报》等多个SCI和CSSCI权威期刊的审稿人。 

             

点评人 

 

侯玉波，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及北京

大学—香港青年协会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人格分会理

事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心理学会秘书长。研究领域包括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文

化心理学以及网络心理学，内容涉及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与批判性思维、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社会

适应、中国人君子人格以及网络与社交媒体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影响等。主持7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和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承担了中组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国资委、人

民日报社、教育部及北京市等课题20多项，参与3项国际合作研究。在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

ence、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Cognitive Science、Child Development、The 

Sociological Review、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

nce、Cyberpsychology、中国社会科学、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编写的《社

会心理学》入选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和北京市及北京大学优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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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儒家式应对到中国人的君子人格：一种基于文化自信的探索 

  

报告人：侯玉波 

 

摘要：介绍了我们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及其影响的心理学探索。早在15年前我们就对儒家式应对

的内涵做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儒家式应对的三个维度：天命思想、责任思想和亲挫折思想，并

对其如何影响中国人的社会适应做了跟进一步的探讨。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儒家文化对做人的要

求在塑造中国人的人格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由此我们开始探讨儒家做人理想对中国人君子人

格的影响，得到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结果。以这些研究为基础，我们提出了构建实验儒学心理学的

设想，并以此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些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

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2. 人格与养育倦怠 

 

李永鑫，男，河南信阳人，中共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

任河南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主持学部行政日常工作）、心理学院院

长。《心理研究》副主编（执行）、中国心理学学会理事，中国心理

学会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心理学会秘书长。 

 

 

 

 

摘要：养育倦怠是一种由于长期性的养育要求超过养育资源所导致的一组负性症状，包括与父母

角色相关的耗竭感、与子女保持情感疏远、难以从与子女的交互中获得快乐，养育成就感降低等。

人格因素是个体养育倦怠的重要预测变量，本报告讲报告3个本土小研究的结果，分布涉及到依

恋、大五人格与完美主义对于养育倦怠的预测作用。 

 

3.相对剥夺、愤怒沉浸和社会攻击的关系模型：一项跨度 2 年的纵向研究 

 

夏凌翔，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认定心理学家，

中国心理学会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获省级政府奖3项。主持

国家级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12项。出版学术论文122篇，专著2部，教

材2部。 

 

 

 

 

 

 

摘要：攻击的发展机制是人格心理学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同时使用静态和动态的指标来

考察攻击的发展机制。愤怒沉浸相的水平和变化在相对剥夺的水平和变化对社会攻击的水平和

变化的预测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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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情性之理与心性平和 

 

康廷虎，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城首席科普专家，西北

师范大学教学名师，明德教师奖、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成才

奖获得者。学术兼职有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眼

动心理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心理学会心理学科普教育工作委

员会主任。 

 

 

 

 

摘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刘邵所著的《人物志》认为，“人

物之本，出乎情性”，而 “情性之理”，则可以通过“形”、“质”而得以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

包含五材、五行、五常、五德等在内的“九征”说，这是早期比较成熟的人格心理学观点。而且，

其所主张的“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等思想，为促进人的社会适应，

以及心理健康维护等提供了重要启发。 

 

5. 人格差异的进化原理 

 

陈建文，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科学研究院心理学研究

所所长。学术兼职有华中科技大学创新教育与批判性思维研究中心专家

委员、湖北省社会心理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心理学学会人格心理学专

业委员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

理事委员。 

 

 

 

 

摘要：人是进化的，人性是进化的，人性的差异也是进化的。人性差异的进化可能遵循中性选择

机制、突变-选择平衡机制和平衡选择机制。一方面，人性的进化遵循定向的社会选择原则；另

一方面，人性的进化也遵循分化的社会选择原则，从而发展出人性的差异。生活史策略的种群差

异和个体差异，可以为揭示人格差异的进化来源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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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六：管理心理※ 

主持人 

 

王忠军，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MAP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管理心理学、职业心理

学、工作压力与职业健康、老龄人力资源开发。担任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理事、中国职业开

发与管理学会理事、湖北省心理学会管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老年心理学专业委员

会委员、武汉心理学会常务理事。 

 

 

点评人 

 

严进，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工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秘书，美国管理学会、中国企业管理研究国际协会、中国心理学会等多个学术组织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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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职业心理健康的现状与展望 

 

张西超，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兼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和中

国心理卫生协会的首批注册督导师，担任中国心理学会员工心理健康

促进工作委员会主任、全国应用心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委员、国际EAP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等职务。主要从事员工帮助计划

（EAP）、职业心理健康、压力管理、积极情绪、人际沟通等方面的教

学、研究和实践工作。  

 

 

 

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工作场所心理健康问题愈发凸显，心理健康方面的工作亟需

进一步加强。本次报告首先分享中国职业心理健康的发展现状，包括EAP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国

家层面对心理健康工作给予的政策支持，介绍近年来本人在心理资本、幸福感、专念在工作场所

进行的干预研究等。论述职业心理健康在中国的发展与未来展望。 

 

2. 管理者信息负荷如何影响其领导行为？基于调节焦点视角 

  

李爱梅，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心理学会

认定心理学家、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心理学会决策心理学

分会创会副主任、广东省社会心理学会候任会长。美国管理学会会员和

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会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

同行评审专家。长期从事管理心理学，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行为决

策学领域的研究。先后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重

大研究培育基金和教育部高校博士点科研基金等项目。出版《组织行为

学》、《心理账户与非理性经济行为决策》、《员工激励与企业创富》等

多部著作，在《管理世界》、《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南开管理评论》、《心理科学进

展》等权威和核心期刊发表120多篇学术论文。2015年入选百名“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

学者”，荣获广东省第六、七、八、九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摘要：数字时代组织和员工无法避免海量信息的影响。过多的信息损害员工健康、降低员工幸福

感、也损害了组织绩效。处于组织网络中心的中层管理者承受的信息负荷更甚。本研究基于调节

焦点理论建构了信息负荷影响管理者领导行为的双路径模型：一方面，管理者认知信息负荷提供

的丰富资源，就可能以促进的方式应对信息负荷，进而表现出更多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另一方面，

管理者感知到信息负荷带来的资源损失感，就可能以预防的方式应对信息负荷，进而倾向于表现

交易型领导行为。而坚毅和信息素养自我效能作为个人资源会调节信息负荷对调节焦点的影响。

研究从调节焦点视角探讨了数智经济下的组织领导力，同时也为组织管理者如何应对工作环境

中的海量信息，充分发挥领导力的有效性提供了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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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业适应力和主动工作行为：基于关系的视角 

 

王桢，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人才与领导力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兴趣主要包括领导行为、团队动力学、职业开发与管理、人力资源分

析、人才素质测评等。学术成果发表于《心理学报》、《管理世界》、《Personnel 

Psychology》、《Leadership Quarterly》、《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等学术期刊。担任劳动经济学会职业开发与管理分会副会长和秘书长。 

 

 

 

摘要：职业适应力研究发现它有助于帮助个体更好地适应工作。而在现代不确定和动态的工作环

境中，人们需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以确保个人效率。因此在当代工作环境中，为更好了解职业

适应力对职业发展的作用，有必要考察其对主动工作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基于关系视角，提出领

导成员交换关系和感知同事支持的中介作用以及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的调节作用。本文采用问

卷调查方法，在三个时间点收集数据。研究结果基本支持研究假设。本研究扩展了职业适应力在

工作场所中的影响效果，从新的视角解释了它和工作相关结果变量的关系，并且丰富了主动工作

行为的前因研究。 

 

4. 文化如何影响组织中的建言行为？  

 

李圭泉，管理学博士，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天津市131创新人才。李圭泉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领导力、追随力、

个体行为及动机等，尤其关注领导下属互动中的微观心理过程，相关

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Personnel Psychology、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 Leadership 

Quarterly、《南开管理评论》等管理学期刊上，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青年等项目李圭泉博士担任Personnel Psychology、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管理评论等多个期刊评审人。 

 

摘要：尽管组织中员工的建言行为的前因探索已经非常丰富，但关于个体的文化取向（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如何影响其建言行为还鲜有探讨。本研究将基于来自573位某通讯企业员工的问卷调

查数据回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员工个体主义取向与集体主义取向能够显著预测员工在工作中

的建言行为，但其间中介机制存在差异。 

 

  



4 会议介绍 

 

 

  

 — 38 — 

5. 数位转型于人资科技（HR Tech）的应用  

 

杜秉叡，台湾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助理教授，199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心理

学系，1996年进入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计算机室工作。1998年前往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攻读组织心理学的硕士学位。2001年赴美国

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心理学系攻读工业组织心理学博士学位。 2011年

任教于中央大学企业管理学系。2021年起任教于辅仁大学心理学系。主

要研究领域为工商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心

理计量。 

 

 

 

摘要：数字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DX）是透过科技驱动的转型，已在金融（如FinTech金融

科技）、营销（如MarTech营销科技）、政府治理等领域有多元的应用。若于人资领域透过科技

与策略来增进组织营运的效率，可称之为人资科技（HR tech），主要系透过软件与硬件来运用

大数据或人工智能，以自动化解决方案来简化人事行政事务，使员工可以更专注于项目的开发与

执行，同时并拥有良好的员工体验。当代人资科技应用可使用于区块链、虚拟助理、员工沟通、

视讯智能、及行动链接等方面。未来人力资源数字转型可望继人资科技之后，发展于工作科技

（work tech），与工作流程整合，使员工工作的体验变得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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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七：人格心理（下半场）※ 

 

主持人 

 

李静，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研究兴趣主要包括物质主义、绿色消费、数字囤积、

社会阶层心理等。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4项，学术成果发表于《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Current Psychology》、《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心

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等学术期刊。担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中

国社会心理学会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持人 

 

郭永玉，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心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所所长，兼任

教育部高校心理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

会主任，获得中国心理学会学科建设成就奖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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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式分化与功能互补——面向社会治理的心理服务组织青年创业  

 

 

伍麟，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承担国家社科

重大专项1项，完成国家社科、教育部等课题5项。完成国家重大课题

子项目负责人1项。在SSCI、CSSCI发表论文80余篇。1部著作入选2020

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摘要：心理建设逐步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青年心理咨询服务人才加入到

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线工作当中。地方政府从组织功能创新视角积极引导心理咨询服务行业参与

社会治理。由外来输入型精英掌握的心理咨询服务组织通常很注重业务流程的规范、技术的严谨

和操作的层级，但缺乏同当地更为紧密的社会联系，加上项目制任务完成周期的约束，难以安排

很多的时间去熟悉当地民间的市井生活，也难以培育充分的地方情感。当地熟人型精英掌握的心

理咨询服务组织虽然专业实力和业务权威性方面不一定胜过外来机构，但它们更注重发挥自己

的地方优势，善于发挥社区的熟悉价值。当地熟人型和外来输入型两类心理咨询服务青年创业，

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进入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运行风格、差异化发展路径和运行

机制。 

 

2. 人智时代的社会治理问题探析 

 

涂阳军，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市场营销系主任。入选湖南大

学“岳麓学者”。主持国家和省部级以上项目7项，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

专著5本。参与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参与获得教育部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摘要：人类应该特别关注智能体可能给人类社会造成的阴暗面，这也成为人智时代社会治理的逻

辑起点。本研究采用文献述法，搜索前沿文献，提炼有价值的发现。研究结果发现，就智能体的

客体工具价值而言，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是公平、歧视与安全。治理对策涉及对智能体运行过程

的监视及运行结果的调适。就智能体的主体关系价值来看，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是信任、承诺和

依恋，社会治理中应关注拟人设计、互助属性、情感反馈。将社会治理问题嵌入到人智背景中，

这大大拓展了社会治理的对象范畴和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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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格的混乱与未定之刻：以现象学方法探究创伤与例外经验 

 

翁士恆，台湾东华大学咨商与临床心理学系副教授，学生咨商辅导中

心咨商心理组组长，英国爱丁堡大学咨商与心理治疗学系博士。研究

兴趣主要在早期干预、创伤心理治疗、客体关系理论精神分析、人文

临床与疗愈以及现象学哲学。曾发表论文于中华心理卫生学刊、台湾

辅导与咨商学报等期刊之中。并译有R. Neimeyer之《重新凝视失落》，

并审定J. Bowlby之《依恋理论三部曲》繁体中文版。  

 

 

 

 

摘要：本研究从欧陆人文哲学所开展的现象学方法，探讨创伤者的人格结构质变历程。并对话

Fairbairn所提出的解离（dissociation）论述所形成的人格转换性，以形成具有临床操作的实务论

点。本研究的对象为深受创伤影响的幸存者，从心理治疗的脉络，置身于受难与受苦的经验状态

之中，探讨身体经验与语言经验的模糊历程，并还原「拒绝语意成形」的创伤状态，一方面，呼

应Klein于1931年所提出的智力抑制理论，一方面，提出临床工作者需以置身所在的理解分析个

案的受难经验结构，并梳理受苦的时间与空间性，才能够刻画与描述人格的转变与转化的细致改

变，以避免同一性的诊断框架错误。 

 

4. 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报告人：郭永玉 

 

摘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总目标。心理学研究可以

提供重要的科学支撑。一方面心理学具有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能够解释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背

后的机制；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理念所倡导的多元主体、协商民主、消解矛盾和精细化的思想，

都与心理学有密切联系，需要对人的心理和行为有深刻的理解。未来学界应更多致力于有关社会

治理的心理学研究，而且该领域的研究应注重理论原创性和方法多元化，坚持多学科协同交叉的

定位，处理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以及科学研究与人文关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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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八：行为医学心理※ 

 

主持人 

 

陶嵘，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精神科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

注册工作委员会注册心理师(X-11-014)、注册督导师(D-18-007)；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精神病与精

神卫生学博士；美国堪萨斯大学访问学者。 

 

 

点评人 

 

李毅，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武汉市心理医院，院长，

专业技术二级岗位。武汉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武汉市精神病学重点（专）学科带头人、湖

北省公共卫生领军人才、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成瘾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

会精神病医院管理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

分会常务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委员、湖北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临床精神病学和成瘾行为，

医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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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汉市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经验分享 

  

报告人：李毅 

 

摘要：本文从工作背景、部门联动、特色亮点和下一步计划四个方面,系统介绍了武汉市社会心

理服务的工作经验。工作背景包括国家政策脉络、管理措施、工作目标、工作任务、服务对象。

部门联动机制涵盖了政法、教育、卫健、民政、组织部、总工会等部门的联动机制。特色亮点是

建立了三专的心理服务体系、家校医社四方联动的医教结合模式、建立了系统的心理援助与危机

干预服务体系,其中星星雨心理援助热线是典型的成果。下一步的计划：是进一步完善社会心理

服务工作网络状态心理服务工作队伍、推进示范区的创建工作,和推进医教结合项目落实落地。 

 

 

2. 睡眠对个人认知、组织与社会的影响 

 

蔡宇哲，台湾睡眠医学学会大众教育委员会委员、台湾应用心理学会

监事、台湾科学媒体协会监事。曾任高雄医学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前

任台湾应用心理学会理事长。研究兴趣主要包括睡眠管理、生理节律

与轮班调整、自我控制等。学术成果发表于《应用心理研究》《Clinical 

Psychopharmacology and Neuroscience》《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等学术期刊。  

 

 

摘要：现代人由于工作繁忙，常处于睡眠不足的状态，失眠情况也逐年上升。睡得不好多半被认

为是个人健康问题，然而从许多科学研究可以了解，睡眠不仅影响了健康，更影响了白天的认知、

决策与情绪，且人们多半没能感受到危害。除了个人之外，员工睡眠问题也将影响企业与组织的

运作与获利，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睡眠不应视为个人健康议题，而是需要从

组织层面考虑，提供合适的制度与睡眠员工协助方案，以小单位的付出来达到个人与组织的双赢。 

 

3. 基于表情动作分析的心理治疗研究范式 

 

曹玉萍，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精神康复专科主任。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专委会副主委员、危机干预

专委会常委，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专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心理督导师。教育部首批国家视频精品课程

主讲教师、宝钢教育基金全国优秀教师，获教育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国家首批健康科普专家，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心理科普创作专委会副主委，湖南省科

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 

 

摘要：本文探索了基于表情动作分析的心理治疗研究范式，并对其在实际案例中的应用进行了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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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机制研究 

 

王纯，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心境障碍科、江苏省抑郁症诊疗中

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亚洲CBT学会（ACBTA）委员、中

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CBT协作组副组长、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委员、CBT专

委会副主任委员、DBT学组组长、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

委会委员、注册系统工作委员会委员、伦理组委员、江苏省医学会精

神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心理干预学组组长。  

 

 

摘要：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在过去的20年间呈现增多倾向，主要发生在青春期和青年早期。

该行为与社会-心理-生物综合因素有关，在多种精神疾病中出现，也有未达到精神疾病诊断的青

少年出现NSSI行为。我们牵头了全国15家医院从2019年开始开展了全国多中心NSSI行为在中国

精神科的流行现状、机制研究和干预研究。本次报告从NSSI的社会-心理-生物机制方面汇报一下

我们的研究结果。 

 

5. 促成当事人改变的心理评估：来自单个案实验设计的证据 

 

孙启武，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应

用心理学（临床与咨询方向）理学博士（2011），教育学博士后（2014），

美北德克萨斯大学访问学者（2019）。从2001年开始从事心理咨询实

务工作。研究方向为临床与咨询心理学的过程-效果、心理评估及心理

咨询的跨文化研究。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注册心

理师（X-12-036）,注册督导师（D-21-007）,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

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

会委员，湖北省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东方明见心理健康研究中心伦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摘要：本研究旨在报告治疗性评估方法应用于一例中国当事人的治疗效果。方法：首先由研究助

理与当事人确定咨询目标。接着由咨询师与当事人确定的评估问题，采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

（MMPI）和早期记忆程序（EMP）测试结果，回答当事人的评估问题。采用单个案时间序列实

验设计，当事人每日评估咨询目标进展，共评估75天。实验前以及干预结束后，分别测量OQ45,SES

和WAI-SR。结果：OQ45评分下降了2个标准差，SES提高了3分，但工作同盟下降了32分。时间

序列仿真建模分析表明当事人咨询目标整体症状缓解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干预期：r = -. 36; p <. 

05；追踪期：r = -. 55; p <. 01）。结论：治疗性评估模型是简明有效的干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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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精准反馈-整合模式的初始访谈 

 

谢永标，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心理治疗师、广东省人民医

院心身医学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危机干预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医患关系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广东省医学会心身医

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首批认证巴林特小组组长、广东巴林特联

盟创建人。近十多年在医院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巴林特小组、危机干

预、身心减压系列讲座；近年来推动整体医学模式的临床实践，为各

类医务人员开展心身医学系列培训。参编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

心组织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操作流程》、《非精神科医生心理精神

诊疗技能》、教育部和国家卫健委《心身医学》研究生教材。 

 

摘要：我们不仅需要从各种心理理论进行访谈和个案概念化，也需要深入一步到发育发展的基础

上进行临床访谈，形成从“人”的形成与发展这个整体视野来访谈和个案概念化，进而获得更广泛

的综合干预意识和技能，这个过程就是心理咨询师的破圈、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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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九：社会心理学※ 

 

主持人 

 

温芳芳，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桂子青年学者。研究兴趣主要包括群

际关系；性别刻板印象；面孔认知等。学术成果发表于《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Developmental 

Science》《Memory & Cognition》《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心理学报》等期刊60余篇，出版著作和教材7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等7项并参与多项国家及教育部重

大课题攻关项目。担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侯任秘书长、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专委会执委等。 

 

点评人 

 

李晔，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心理学，研究兴趣包

括网络社会心理与行为、社会认知的文化差异、组织公平感与社会公平感、教师职业心理及师生

关系。中国心理学会会员，湖北省社会心理学会理事。在《心理学报》、《心理科学》、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

篇，主持并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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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德基础理论的文化拓展 

 

张彦彦，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吉林大学心理学实验

教学中心主任。主要科研方向为人格与社会心理学领域，关注道德心

理与行为、文化比较研究、进化论心理学理论及实践研究以及择偶问

题等。主持并完成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基金项目，学术成果

发表于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心理学报》、《心理科学

进展》等学术期刊。曾获长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担任中

国社会学会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心理学会积极心理

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

务。 

 

摘要：西方道德心理学明确地区分了道德领域和非道德领域。Haidt（2007）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

合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提出了“道德基础理论”。然而，道德基础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相关研究

不足。鉴于不同文化背景下道德领域的内容和结构可能存在差异，从多角度对道德基础理论的适

用性进行检验具有重要的价值，或可为完善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道德理论提供一些启示。 

 

2. 怀旧镇痛及其神经机制 

 

杨紫嫣，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兴趣主要包括社会

变迁、怀旧、应对威胁的心理资源等，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术

成果发表于《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Journal of 

Neuroscience》《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等学术期

刊。 

 

 

 

 

摘要：怀旧是对过去情感性的怀念，是一种苦乐参半但主要积极的自我意识情绪，涉及情绪调节

和奖赏加工。怀旧可以帮助人们减轻疼痛，但不同方式诱发的怀旧具有不同的镇痛效果。由个性

化的回忆诱发的怀旧可以帮助人们减轻不同程度的热痛，而由通用的怀旧符号（如怀旧图片）诱

发的怀旧主要帮助人们减轻较低程度的热痛。脑成像证据发现编码怀旧的前丘脑激活可预测编

码疼痛的后顶叶丘脑激活，且怀旧通过抑制疼痛阶段的丘脑活动来减轻疼痛。这系列研究揭示了

怀旧的镇痛作用及其神经机制，为非药物心理镇痛的发展和改进提供了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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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不同选择情境所形成的描述性规范对行为选择的影响 

 

尹军，宁波大学心理学系暨研究所教授、群体行为与社会心理服务研

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主要包括社会规范、人际交互等。学术成果发

表于《Psychological Science》、《Cogni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心理学报》等学术

期刊。担任浙江省心理学会副理事长、认知工效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摘要：人们会遵从大多数人的行为选择，且随着做出相同行为人数比例的增加，即描述性规范的

增强，人们选择与规范相同行为的倾向也会增强。描述性规范往往在一定的情境中形成，其虽与

当前选择时的情境无关，但决定着规范的来源，本研究探讨描述性规范形成时的情境如何影响规

范对行为选择的作用。通过游戏模拟火灾逃生场景，采用选择相同逃生通道的同伴人数比例来操

纵描述性规范，基于同伴逃生时逃生通道的可选项来呈现规范形成情境中的可选择性。研究发现，

基于不同选择情境所形成的描述性规范对行为选择存在影响，并就选择是否受限而言呈现“全或

无”的影响模式，且这一影响模式来自人类同伴带来的社会性影响。研究揭示人们遵从描述性规

范并非简单模仿多数人的行为，而是会考虑规范形成的原因。 

 

4. 面孔加工与刻板印象激活 

 

 

张晓斌，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研究兴趣主要包括社会分类、

刻板印象以及群际关系等。学术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Cognition & Emotion》《Cognitive Development》《Social 

Neuroscience》《心理学报》等学术期刊，主持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摘要：刻板印象激活是引发人际和群际冲突的重要原因，抑制刻板印象激活的前提是澄清刻板印

象激活的机制。围绕刻板印象激活的机制，本报告介绍了面孔信息加工对刻板印象激活的影响。

研究发现面孔表情、面孔年龄信息以及外种族信息都能抑制刻板印象的激活。最后介绍了一项面

孔表情刻板印象发展研究，该研究发现儿童将富人与高兴的面部表情关联，而将穷人与悲伤和愤

怒的面部表情关联。这些研究为如何基于面孔信息的加工来抑制刻板印象的激活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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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群体身份变换性对刻板印象改变的影响：基于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的检验 

 

报告人：温芳芳 

 

摘要：刻板印象改变对于促进群际互动的心理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群体身份是群体印象

评价的基础。立足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和再分类的思想，通过群体身份变换性来实现对目标群体

的刻板印象改变及去人性化知觉的影响，在外显和内隐层面上通过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对群体

身份变换性进行操纵,探究其对老年人、性别和富人群体刻板印象改变的影响,及对弱势群体和就

业者人群的去人性化知觉的效应。这不仅从群体身份变换性的视角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刻板印

象改变领域,而且为群际互动中的去人性化知觉降低和偏见消除提供了最简群体再分类新方法。 

 

 

6. 社会因素对COVID-19 Phobia 的影响 

 

报告人：孙旻暐 

 

摘要：2019年起国际受到COVID-19疫情影响，WHO更呼吁关注人们的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

在COVID-19疫情期间，Biswas、Scott、Munir、Renzaho、Rawal、Baxter 和 Mamun（2020）发

现，非洲的自杀意念比亚洲高得多，心理健康问题的流行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此外，Lee（2020）

发现COVID-19恐惧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故本研究即想探讨究竟有那些社会因素会影响在大中

华地区的COVID-19 Phobia程度。本研究在研究一中，经COVID-19 Phobia Scale（简称C19-PS）

量表施测发现，2020年底美国疫情失控而台湾疫情仍控制得宜，故美国样本（n=291）显示较台

湾样本（n=201）的COVID-19 Phobia程度高；而台湾样本中女性的COVID-19 Phobia程度显著高

于男性，但在美国样本却没有性别差异。另外，2021年底已经开始施打COVID-19疫苗，但大陆

样本（n=383）的施打比例显著较台湾样本（n=244）普遍，故在研究二中发现，疫苗施打的比率

愈高，样本的COVID-19 Phobia程度愈低；而台湾样本COVID-19 Phobia程度显著高于大陆样本，

但均没有性别上的显著差异。故上述结果显示，疫控程度的好坏的相关社会确会影响人们的心理

健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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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十：婚姻与家庭心理※ 

 

主持人 

 

刘勤学，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湖北省心理学会副秘书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

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婚姻与家庭心理学专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婚姻家庭心理

与咨询专委会委员，关注个体心理健康调试、家庭关系、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与教育、数字

技术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等多个课题。 

 

 

点评人 

 

边玉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

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

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核心专家，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

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儿童工

作智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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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父母教养行为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我们的研究 

 

报告人：边玉芳 

 

 摘要：家庭教育是社会大众和研究学者所关注的重点话题，本研究基于本土化的家庭样本，探

讨了中国父母教养行为的特点变化及其不同教养行为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发展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可行的干预策略。研究结果有助于推进家庭教育研究，帮助父母更好地教

养孩子，助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 

 

 

 

 

 

 

2. 亲代和隔代抚养视角下女性抚养人情绪教养对儿童情绪幸福感的影响 

 

蔺秀云，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

者；资深家庭治疗师，注册系统督导师。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儿童成长教

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婚姻家庭心理与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兼秘书，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婚姻家庭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中

国教育学会学校教育心理学分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咨

询师委员会常委；《心理科学》副主编、《心理发展与教育》、《应用

心理学》等杂志编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学伯克利分校、杨百翰大

学、密歇根大学、韦恩州立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合作访问学者。主要研究

家庭与儿童健康发展、婚姻与家庭治疗、儿童发展心理病理学等。主持20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并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30多篇，作为第一作者出版10余部心理咨询和家庭治疗

的相关著作。 

 

摘要：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形态和家庭结构的转变，隔代抚养成为当今中国家

庭抚养模式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本研究从亲代抚养和隔代抚养的双重视角出发，探讨了亲代

和隔代的女抚养人情绪教养对学龄儿童情绪幸福感作用机制，能够进一步回答亲代抚养和隔代

抚养的利弊问题，并深化有关亲代和隔代抚养对儿童情绪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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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养宠”群体的幸福感，来自成人依恋还是宠物依恋？ 

    

李同归，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培训部主任，教育部平安留学

首席心理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兼职教授，辽宁何氏医学院心理学系

客座教授，日本九州大学北京事务所副所长，北京漫画学会理事，中

国心理学会网络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名誉会

长，首届中国心理咨询高层论坛副秘书长，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高

级顾问，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副会长，现代产科技术研究

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涉及心理测量、成人依恋的心理

过程、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社会认知心理学、心理咨询与心理督

导等方面。他主持或参与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交通运

输部、外交部、商务部、文化部、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招飞办公室等国家级基础科研项目的研究，

其中有两个项目获得国家专利，其主持的科研项目曾获得交通运输部航海学会三等奖（2012年）

和民政部民政政策理论研究三等奖（2016年）。已经用中文、英文、日文发表学术论文及国际会

议论文共100余篇（部）。并主持编写了《工程心理学》、《人事测量》、《心理咨询与心理督

导》等教材。 

 

摘要：当人们感到孤独或无法和他人进行交往时，宠物动物往往是一个会使他们感到舒适、轻松

和自在的选择，会给他们提供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情感支持。“云养宠”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养宠，

它是独属于互联网时代的特殊养宠方式，是互联网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果实。那么“云养宠”的方式

能够带来幸福感吗？通过对290名“云养宠”的被试，采用成人依恋量表、莱克星顿宠物依恋量表

和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云养宠”群体中男性的依恋回避得分

显著高于女性；（2）女性对宠物的依恋程度显著高于男性，有养宠经历的宠物依恋程度高于没

有养宠经历的。(3)依恋焦虑、依恋回避都与正性情绪、正性体验及总体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相

关。（4）只有现实中的成人依恋对“云养宠”群体的幸福感有预测能力。宠物依恋没有预测作用。

结果分析也表明没有任何中介或者调节作用。 

 

4. 系统视角下用故事和游戏陪伴儿童青少年 

 

王继堃，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副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婚姻家庭专

委会委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婚姻家庭专委会委员，上海市心理学会

理事，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督导师，上海市心理学会理事。二十余年

来专注与婚姻、家庭的研究、临床咨询和督导，出版《无论走得多远，

家庭总是如影随形-家庭治疗十六讲》，《后现代心理治疗-叙事治疗入

门》等多本专著。 

 

 

 

 

摘要：首先跟大家介绍关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这部分，此外介绍家长如何调适自己心理状态，

不同年龄段家长如何陪伴孩子，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用故事和游戏陪伴孩子的心灵，陪伴

孩子健康成长。 内容框架：（1）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2）家长如何调适自己的心理状态；

（3）家长如何陪伴不同年龄段孩子；（4）用故事和游戏陪伴孩子的心灵。 

  



4 会议介绍 

 

 

  

 — 53 — 

5. 我在家族治疗实务工作中看见的华人家庭关系议题 

 

蔡春美，2005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卫生教育系。先后任教台北大学

社会工作系兼任助理教授、东吴大学社会工作系兼任助理教授，及曾

担任华人伴侣与家族治疗协会秘书长。现为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助理教

授。专长为伴侣与家族治疗、多元性别伴侣与家庭咨商、团体动力、团

体工作、健康辅导、辅导与咨商工作、艾滋教育、性别与性倾向教育、

性教育。近五年主要著作有：《团体咨商辅导与方案设计：实务应用与

案例解析》（2020），发表：《原生家庭与成长历程如何塑造个人的自

我价值》（2021）、《心口上的蜈蚣：过去的黑色印记》（2021）、《婚

姻平权公投期间反同性恋文宣对爱滋感染者的心理影响》（2021）。 

 

摘要：家族治疗也是一种心理谘商的方法，重点是藉由伴侣、亲子、全家人一起进入会谈室，由

治疗师来看其中的互动关系，如何建立、如何形成和如何维持，找出关系之间的病态平衡，并加

以介入的一种方法。或是在个别谘商中，看见原生家庭对当事人的影响，以及当事人自己与自己

的关系。我在台湾从事家族治疗将近20年，看到几个台湾家庭常见的互动现象，比如1.从他人眼

中看自己；2.三角关系纠结；3.沟通：暧昧、单向、不一致；4.行为症状显现家庭压力；5.传统与

现代家规的两难。并提出9个建议的参考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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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十一：用户体验心理※ 

 

主持人 

 

刘思耘，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心理系实验心理

学方向博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明顿分校心理与脑科学系访问学者。现为中国心理学会语言心

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网络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认知，包括语言的理解

与产生、基于具身理论的二语习得研究等。论文发表在国内外重点学术期刊（包括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Discourse Processes, 心理学报等），主持各

类科研项目10余项，出版专著（教材）2部。曾获得第八届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华中师

范大学教学工作三等奖、华中师范大学第八届教师教学竞赛优胜奖等。 

 

 

点评人 

 

杨海波，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研究兴趣主要包括认知发展、用户体验、心理健康等。学

术成果发表于《心理学报》《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等学术期刊。担任中国心

理学会理事、中国心理学会普通心理与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眼动研究专业

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网络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用户体验联盟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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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观价值关联的界面特征对移动支付APP中警示信息效果的影响 

 

报告人：杨海波 

 

摘要：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移动支付带来的风险也亟需重视。警示信息能够提示用户可能存在

的风险，降低损失。传统的警示信息设计多从改善刺激特征的角度入手，易导致用户对警示信息

的敏感性降低。研究发现，个体对物体的主观价值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方式影响警示

信息效果。本研究采用眼动追踪技术，探讨主观价值关联的界面特征对警示信息效果的影响。本

研究的两个实验分别从主观价值关联的界面特征、转账金额、字体物理特征等角度探讨警示信息

的效果，结果发现，主观价值关联的字体颜色、转账金额、主观价值关联的界面特征、刺激驱动

界面特征均影响警示信息效果。研究结果提示移动支付APP中警示信息的设计可以从主观价值的

角度出发进行改善。 

 

2. 本能层面的情感化设计与消费 

 

李晶，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工程心理

学与可用性、广告与消费、环境心理学、工业与管理心理学的研究。

在《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Psychological 

Research》、《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F》《Cognitive Processing》、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研

究领域包括：（1）空间认知心理学的基础研究，包含路径整合、空间

记忆内在参照系选择的影响因素，观察视点依赖效应等内容；（2）工

程心理学方面的应用研究工作，曾在西门子、摩托罗拉、网龙网络等

公司工作实习；与诺基亚、德国汉莎航空、中国移动研究院等公司有

过合作。主持参与多项用户体验研究与可用性测试评估相关工作。 

 

摘要：唐纳德·诺曼提出了著名的情感化设计模型。他将设计中的情感层面划分为本能层面、行

为层面和反思层面。本能层面的含义是，人对外形的观察和理解是出自本能的。如果视觉设计越

是符合本能水平的思维，就越可能让人接受并且喜欢，而拟人化设计则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手段。

本报告主要将通过汽车前脸设计、产品包装设计两项研究，介绍拟人化设计对消费者态度、购买

意愿的影响，以及其他因素在其中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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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研究的实践应用 

 

孙艳娟，伊飒尔界面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2006年加入国内第一家

用户体验研究公司——伊飒尔（2001年成立），从基础项目研究员

到伊飒尔全国总经理，十六年来，领导、参与了几百例用户体验研

究项目，涉及家电、汽车、金融、IT、互联网等多个领域，项目类

型包括目标用户定义、用户需求挖掘、概念设计、产品测评、用户

体验指标体系搭建，产品研发流程中用户体验工作的开展及管理等。

同时，作为用户体验联盟华东分会副主席以及工信部用户体验认证

讲师，积极参与用户体验工作在各领域的推广，并曾兼职在南京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讲课，传授用户体验的知识和理念。 

 

摘要：用户研究在中国发展了二十多年，时至今日，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以及智能化的发展，企

业对于用户研究的重视程度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本次报告站在用户体验咨询公司的角度分享企

业在用户体验研究方面的发展情况（如企业用户体验成熟度、用户体验项目发展特点、产品研发

过程中用户研究的介入情况等），并结合眼动追踪以及萨尔特曼隐喻诱引技术（ZMET）的实践

案例，分享心理学理论在用户研究项目中的应用。 

 

4. 服务人员让我紧张：不安全依恋对人工智能服务偏好的影响 

 

邓士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市场营销系副主

任，入选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研究方向是新技术中的心理学问

题。学术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心理科学》、

《心理科学进展》、《现代传播》等学术期刊现任上海市大数据社

会应用研究会副秘书长。 

 

 

 

 

 

摘要：在什么情况下，具有哪些心理特征的客户不喜欢人类服务而转向人工智能服务？在三项研

究和六个服务场景中，我们探讨了不安全依恋与人工智能服务偏好之间的关系，以及客户接触在

服务中的调节作用和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研究 1 发现，具有不安全依恋特征（焦虑和回避）

的客户在高接触服务（头发重新造型）中更喜欢人工智能服务而不是人类服务，但这种影响在低

接触服务（简单理发）中并不显着。研究 2 通过在高接触和低接触服务（制定健身计划与纠正

健身姿势）中操纵客户的状态回避和焦虑依恋再现了研究 1 的结果。研究 3 构建了调节中介模

型，发现社交焦虑在高接触服务（定制健康保险）中不安全依恋与 AI 服务偏好之间的关联完全

中介，使两者的总效应显着。相比之下，该中介在低接触服务（购买常规汽车保险）中并不显著，

使得不安全依恋和 AI 服务偏好不再相关。我们的研究丰富了关于客户心理特征、服务环境和人

工智能服务偏好之间相互作用的文献。我们建议，服务企业在部署人工智能服务时，应该进行更

精细的市场细分，在设计人工智能驱动的服务脚本时需要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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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I 赋能体验升级—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产品体验设计 

  

 

邵怀熙，科大讯飞技术中心用户体验设计部总监。研究兴趣主要包括用

户体验、用户研究、交互设计、视觉设计等。主导设计过讯飞听见产品、

讯飞智能导购机器人项目等。 

 

 

 

 

  

 

摘要：随着算法和数据条件的日益成熟，人工智能领域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近些年来，各大科技

公司早已深入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如何做好人工智能应用多场景设计，如何用AI能力赋能用户体

验，逐渐成为产品设计师们亟待突破的难题。本次分享以科大讯飞人工智能产品为案例，对不同

应用场景下用户体验痛点进行深刻剖析，探寻AI能力如何赋能用户体验，做到科技与设计完美结

合，最终实现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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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十二：文化与叙事心理※ 

 

主持人 

 

洪建中, 芬兰东部大学博士，赫尔辛基大学博士后，现中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青

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核心研究人员。研究兴趣包括跨文化背景下新技术、学习

活动、心理健康及创新发展。近期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自科和社科科研项目，相关成果已在多个

国际学术期刊发表。 

 

 

点评人 

 

徐碧波，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武汉心理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心理

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主持省部级课题4项，厅局级4，横向课题3项（其

中2项是湖北省戒毒管理局的戒毒矫治项目）。在SCI、SSCI、CSSCI等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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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认知角度看中国文化的具身性 

 

胡平，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理

学院副院长，心理学系主任，第二届全国民族教育委专家委员会专家、

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中国心理学会文化心理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心理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认

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科学分会常务理事。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

民委项目等多项，成果发表于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Scientific reports等学术期刊。 

 

摘要：经典的认知科学发展到现在，逐渐开始转变为具身认知思潮，具身认知的思潮，也意味着

心理学研究者立场的不断转换和对认知活动本身的不断深入。本研究通过对中国文化语言中隐

喻的整理和分析，逐渐归纳出中国文化呈现出的具身性认知观特征，另一方面，跨文化比较的研

究结果也支持了中国文化具身认知观的特征以及呈现。 

 

2. 生涯发展的文化差异 

 

报告人：徐碧波 

 

摘要：西方生涯规划从20世纪初发展至今，切实指导了人们的生涯发展。但我国生涯理论发展薄

弱，其原因可能是照搬西方生涯理论，缺乏对其中文化差异的思考。在西方生涯规划理论的发展

中，“人-职匹配”的思想始终贯穿其中，这是基于西方文化中对个体差异的重视，强调是人与环境

相匹配。而我国传统文化中并不重视人的个性差异，强调的是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适应环境。

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在建立我国生涯发展理论时，应考虑本土文化。 

 

 

 

 

3. 文化视野中的心理传记研究 

 

谷传华，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SUNY)心理学系访问学者。中国心理学会认定

心理学家。心理传记与质性心理学编委、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

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材编委、湖北省儿童全

面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国际社会性行为发展研究会（ISSBD）会员、

湖北省老年学学会老年心理学专委会副主任等。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

题多项，成果发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等学术期刊。 

 

摘要：心理传记研究是运用正式的心理学理论或研究来解释个人的生命的研究领域(Schultz, 

2001)。其基本特征是探讨每个人生命的独特性，以便从深层理解传主生命的独特轨迹，揭示这

种独特性形成的机制或过程。在不同的文化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心理传记研究的传主生命虽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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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起源及其理论依据的相似性，但早期家庭和人际关系对其生命轨迹的影响方式可能存在

差异。西方文化中的传主更强调生物学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情感联系的影响，而东方文化

中的传主更强调心理层面的情感联系的重要性。 

 

4. 潮汕地区重男轻女现象的生命叙事研究 

 

吴和鸣，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副教授，中国心

理学会注册督导师，曾任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科主任，中德心理医

院院长。研究方向：心理创伤代际传递，实验传记。 

 

刘俊发，客家人，籍贯广东茂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心理学系临床

与咨询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吴和鸣副教授。 

     

 

     

摘要：潮汕地区一直被认为有重男轻女的惯习，重男轻女、多子女已然成为对潮汕地区的刻板印

象。本文以一位90后潮汕独生女小冰的故事作为研究材料，使用生命叙事的方法进行研究。发现

潮汕地区重男轻女现象的深层原因是社会性别分工：男性外出工作，继承家业；女性在家做家务，

完成生育。重男轻女的实际是社会性别分工带来的男女角色差异与资源分配的问题。如今这一分

工体系随着社会变革而发生了变化，进一步影响了男性与女性的心理。 

 

5. 是个人的，也是文化的：生命故事中的文化叙事 

 

李文玫，台湾辅仁大学心理学博士，台湾龙华科技大学观光休闲系副教

授，兼客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执行长、客家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曾任

「台湾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会」理事长、《生命叙说与心理传记学》

期刊主编。研究兴趣包括族群与性别研究、生命叙事与文化心理学等，

学术成果发表于《生命叙说与心理传记学》、《应用心理研究》、《客

家研究》等期刊；出版《客家叙说．叙说客家：一种文化心理学的探究》、

《敢与奴：大学生的职涯软实力》等书籍。 

     

 

 

摘要：McAdams（2006）认为生命叙说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中跨学科的运动，旨在探索和解释人

类生命及社会文化脉络下的叙说或故事，他主张人类的生命是文化文本（culture texts）；也就是

说，个人的生命镶嵌在历史、社会文化脉络中，生命故事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社会文化的。文

化叙事（Cultural narratives）是指协助一个社群得以建构、并对其自身的历史与存在赋予意义的

故事，它包含创造性的故事，这些故事说着社群的源起以及神话，在故事中教导并传递道德价值

和伦理行为。本文作者以多年的叙说研究做为基础，以社会建构论与文化心理学的探究视角，透

过实际案例来说明生命故事中的文化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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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十三：心理学与疫情防控※ 

 

主持人、点评人 

 

马红宇，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党委副书记。湖北省新世

纪高层次人才，中国心理学会认定的心理学家，国家体育总局首批认定的心理咨询与训练专家。

现任中国心理学会网络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心理学普及工作

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统计与测量分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管理心理学专业委

员会委员；亚洲组织与员工促进协会督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总工会培训专家。主要研究领

域为员工健康与全面发展的组织创新与领导力提升，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主持

14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10余项直接面向各组织的社会心理服务项目。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三

等奖3次、二等奖1次。新冠疫情发生后，执笔完成的资政报告中4篇被湖北省委采用，3篇被国家

某部委采用。曾获武汉市巾帼建功先进个人、高校明德教师奖、华中师范大学“桂苑名师”、华中

师范大学“三育人”标兵、华中师范大学“三育人”先进工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人”、华中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华中师范大学“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等荣誉称号。 

 

主持人、点评人 

 

吴才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心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常务副主任，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

委员会注册督导师，湖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湖北省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兼临床

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研究方向为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心理咨询与治疗、心理辅导的组

织与管理等。主持十多项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自杀预防类课题/项目。十多项政策咨询报告、

调研方案被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采纳。多次参与国内重大灾难的危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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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组织在抗疫心理援助中的作用与介入途径 

  

贾晓明，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

究方向：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方法、大学生心理咨询、哀伤心理咨询等。

学术成果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Promotion，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心理科学》《中国临

床心理学杂志》等学术期刊。担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中国心理学会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

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婚姻

家庭学会理事等。   

 

摘要：面对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发到目前的疫情常态化，作为专业学术组织如何发挥作用是个重

要的议题。本报告以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为例，介绍作为专业学术组织在新

冠疫情下所建立的金字塔工作模式，分析阐释了学术组织在抗疫心理援助中的作用和介入途径，

并做了进一步反思与探讨。 

 

2. 完善中国应急心理服务体系，开展应急管理心理学研究 

 

陈雪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研究兴趣主要包括

社会心理服务、应急管理心理、职业心理健康等。主持和参与多项国

家科技任务，20余份咨询报告被国家或省部级部门采用，其中多份获

重要批示；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参编专著译著10本，出版科

普著作《公职人员心理建设指南》。担任中国心理学会司库、理事，

心理咨询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委

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委员，《心理科学进

展》编委。 

 

 

摘要：近三十年来，我国应急心理服务专业队伍规模不断扩大、心理干预技术和方法不断成熟，

但突发事件后应急心理服务的组织实施、效果评估、体系化发展等方面进展不大。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我国首次将心理干预纳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工作进行整体部署，有了自上而下

的顶层设计，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出现诸多问题，集中体现在相关法律不健全、管理体制不明确、

运行机制不畅通等方面，亟待加强应急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应急心理服务应当与应急管理全过程

紧密融合，包括应急心理准备、应急心理响应、应急心理处置、事后评估与改进等环节。提出应

急管理心理学的研究框架“一基本二要素三层级四环节”，通过应用导向的交叉学科研究，为应急

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针对性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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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冠疫情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 

 

范方，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学院副院长。广东省珠江

学者特聘教授、高等学校“千百十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研究兴趣包括

应激心理与创伤修复、睡眠与身心健康等，成果发表于《Psychological 

medicine》《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Sleep》《心理学报》等学

术期刊，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20）、教育部科技进

步二等奖（2008）、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2013、2019），

多项资政报告和技术成果被中央部委、省级政府和军队采用。现任中

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编

委。 

 

摘要：在新冠疫情爆发期（2020年2月上旬）、控制转折期（2020年4月上旬）、常态化防控期（2020

年6月中旬），选取广东省22所高校作为监测点，对大学生的应激症状、焦虑和抑郁情绪及自杀

观念、睡眠状况等进行监测，分析了其心理健康各项指标的变化转归规律和影响因素，总结了疫

情各阶段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预防干预策略和心理健康促进方案，形成了系列资政报告被政府部

门采用用于指导疫情下的心理健康服务。 

 

4. 不同在线涂色游戏材料特征对新冠疫情下用户心理调适效用的检验 

 

席居哲，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华东师范大学附

属精神卫生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涵静书院积极教育(中国)中心教授/博

士生导师，上海市浦江学者。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专业委员会委

员。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

业委员会、行为与健康专业委员会、积极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上

海市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积极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医学心理学专

业委员会委副主任、应急心理服务管理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长三

角家庭教育智库专家，上海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主要从事应用积极心理

学、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心理弹性科学的研究和实践工作。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给广大民众的心理健康带来冲击，疫情期间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心理服

务需求骤增。如何能够突破服务规模限制，为受疫情影响的民众提供便宜且富有体验的心理健康

服务资源，是疫情心理健康研究的重要议题。本研究检验了不同在线涂色游戏材料特征对新冠疫

情下用户焦虑情绪减低和主观幸福感提升的效用，提示了在线涂色游戏在疫情心理健康服务方

面的可用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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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的组织与管理 

 

报告人：吴才智 

 

摘要：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教育部和党中央要求“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工作，为

响应国家重大关切和紧急需求，华中师范大学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统一部署，充分发挥心理学等多

学科优势，组织搭建了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该平台基于腾讯云联络中心搭建

而成，是个集热线电话、微信公众号在线、小程序音视频通话于一身的全渠道、全媒体心理咨询

平台。2020年初有1240多所高校的4000余名心理咨询师报名参加，首次选拔1700名咨询师入驻。

至2022.05.31，累计配置咨询师31000人次，服务11万余人次，危机干预1500余人次，为全球疫情

治理和心理健康服务提供了中国方案，在全球疫情治理中充分展示了中国制度优势。报告人还将

对该热线的日常运营与管理进行讲解，对相关经验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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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十四：互联网、数字化与心理学※ 

 

主持人 

 

牛更枫，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桂子青年学者（2022年度），华中师范大学网络素

养与行为研究中心副主任、湖北省心理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第十四届青联委员。主要研究

领域为发展心理学、网络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教育，在心理学报、Computers & Education、Comp

uers in Human Behaviors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 

 

点评人 

 

 

 

 

 

 

 

 

 

 

 

 

 

 

 

 

张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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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交网站上的身体谈论与身体映像的关系 

 

雷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中国

心理学会网络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学专业委

员会委员，北京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200余篇。在境内外出版著作、教材100余册。著作、论文获得过北

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主要研究

领域为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心理学，互联网心理学。 

 

 

 

摘要：在容貌焦虑普遍的今天，身体谈论十分常见。随着网络的普及，社交网站为身体谈论提供

了更广阔的平台。我们的研究聚焦社交网站身体谈论，考察其与身体映像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基

于三重影响模型，研究考察了社交网站身体谈论与身体不满意的关系及内在机制；基于客体化理

论，研究探讨了社交网站身体谈论与客体化身体意识、整容意愿的关系。研究有助于揭示社交网

站身体谈论对身体映像的影响及机制，对消极身体映像的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2. 正负能量新闻对个体社会信任和助人行为的影响 

 

韩磊，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社科新秀，山

东师范大学“东岳学者”青年人才。担任中国心理学会网络心理专业委

员会委员，积极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中小学科普教育研究会

副会长。目前在SSCI一区、二区和CSSCI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主持国

家自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等17项，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全国博

士后基金通讯评审专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结题鉴定专家。荣获山东省

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以及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成果

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一项。 

 

 

摘要：随着网络的普及和自媒体的快速发展，网络中各类新闻层出不穷，比如正负能量新闻、标

题党式新闻、反转性新闻，还有虚假新闻等等。本项目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一般学习模型重点考

察正负能量新闻、标题党式的新闻对个体社会信任和助人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与观看正能量

新闻相比，观看负能量新闻可以降低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和助人行为；与中性新闻标题相比，标

题党新闻会引发个体的认知偏差，进而导致社会信任水平下降和助人行为减少。通过本研究，希

望能够对网络新闻的管理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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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能手机使用对个体自我发展的影响 

 

报告人：刘勤学 

 

摘要：随着智能手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普及，其已经成为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网络终端。作为

生活中最常使用的智能产品之一，智能手机对个体的自我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本研究分

别从自我扩展和自我延伸的角度，采用问卷调查、行为实验和脑电实验的方法，整合性地探讨了

智能手机使用对于自我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智能手机使用能够直接促进个体的智能手机自我

扩展，还能通过认知专注和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来间接影响；而来自行为实验和脑电的研究进一

步发现，智能手机使用能够改变个体的身体自我表征，使得智能手机能够整合进身体自我，完成

身体自我的延伸。研究能够进一步促进对于信息时代下智能手机的日常使用对人类发展带来的

累积效应的理解，也能深化智能工具的具身化过程的探讨。 

 

4. Women’s Intrasexual Competition Results in Self-objectification（女性同性竞争导致自我客体

化） 

 

陈浩，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副教授，广州市粤港澳社会心理建设研

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职研究员，中美富布赖特研究学者；并担

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大数据网络心理学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学会网络心理分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

技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分会理事，中国仿真学会人工社会专业委员

会委员。研究方向包括：大数据网络心理学(计算社会心理学)、网络集

群情绪与行为、亲密关系与进化心理等。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60余

篇中英文论文，出版专著3部。陈浩曾获亚洲社会心理学会第二届青年

学者奖(2009)和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2010)等奖励。 

 

摘要：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男性竞争。然而，这项研究通过调查女性在婚配市场上对爱情和理想

伴侣的竞争，以揭示了女性的一个心理后果，即自我客体化。本研究具有生态效度，利用了真实

世界的档案以及在线搜索查询的数据，并且包含了一个准实验设计和一系列随机分配的对照实

验。研究表明以操作性性别比和收入不平等 (通过基尼系数测量) 为指标的同性别竞争预测了谷

歌搜索整容手术相关关内容（研究 1）和注册整形外科医生的人口占比（研究 2）所反映的女性

自我客观化。并且相比于男性比例较高的学院，来自女性比例较高的学院的女大学生表现出更大

的外表关注(研究3)。随后研究证明了女性同性别竞争和自我客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4-6)。

此外，由于性内竞争导致的自我客体化进一步影响了女性对外观导向型产品的偏好(研究6)。此

外，还论述了本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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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手机在场对认知功能的影响：错失恐惧的调节作用 

 

报告人：牛更枫 

 

摘要：在当前数字化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智能手机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其消极

影响也日益凸显。现如今日常生活中手机使用的影响尤其是对个体认知功能的影响日益受到重

视。本研究将100名被试随机分成两组（手机在场组与手机不在场组）进行运算词语广度任务（测

量被试的工作记忆广度以反应其认知功能）。随后，在任务结束后要求被试填写错失恐惧（FoM

O）量表。研究结果表明：①相对于手机不在场组，手机在场组被试在任务中的正确率更低，反

应时更长；②FoMO在手机在场对任务中的正确率和反应时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随着个体Fo

MO的提升，该效应呈增强趋势。综上，手机在场的确能够对个体认知功能产生消极干扰。因此，

个体在执行重要任务时，可以通过远离手机以集中注意力；同时还可以通过干预自身FoMO以降

低对手机的依赖，进而减少对认知功能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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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十五：心理健康教育※ 

 

主持人、点评人 

 

张微，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心理学会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委

会主任，湖北省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心理学会学校心理学分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学

校心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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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儿童期虐待与青少年内化问题：预测模型比较和中介机制研究 

 

王金良，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现为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心理学专委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青年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心理健康专业

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网络心理学委员会委员、重庆市社会心理学

会秘书长、常务理事、大众传媒心理委员会主任。任SSCI期刊Addition

 Research & Theory 、Youth & Society杂志编委。研究领域包括青少

年心理健康和社会性发展、网络心理与行为。 

 

 

摘要：作为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儿童期虐待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重视。目前，大量的研究

证实儿童期虐待与内化问题的联系尤其紧密。以往研究采用累积风险模型和多重独立风险模型

来考察儿童期虐待与青少年内化问题（焦虑和抑郁）的联系，但较少利用“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

（如潜剖面/潜类别分析）来探索中国青少年经历虐待的不同组合模式。同时，现有研究也缺乏

对潜剖面分析方法预测效度的认识；此外，目前对于儿童期虐待与内化问题关系的中介机制还有

待进一步确认。本研究的内容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对比潜剖面分析、多重独立风险模型和累积

风险模型的预测效力，并找到影响青少年内化问题最重要的虐待因素；第二，对关键虐待变量与

青少年内化问题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和探讨。 

基于上述逻辑进行的研究结果如下：相较于累积风险模型，多重独立风险模型和潜剖面分

析提供了更多关于虐待类型和虐待严重程度的信息。两种分析方法得到的结论均表明，对于经历

多重虐待的中国青少年来说，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的共发性很高，且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对青少

年焦虑、抑郁的影响作用最大。 

在对比模型预测力后，我们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模型，深入探讨情感虐待、情感忽视对内化

问题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适应不良情绪调节策略在情感虐待/情感忽视与青少年内化问

题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仅在情感忽视与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关系中

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还显示，相比于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适应不良情绪调节策略对心理

健康更有害。为了进一步了解具体的适应不良情绪调节策略在情感忽视、情感虐待与青少年内化

问题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我们还考察了自责、反刍、灾难化、责难他人四种适应不良情绪调节策

略在两者中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只有反刍和灾难化在情感虐待、情感忽视与青少年内化问题

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自责和责难他人在情感虐待、情感忽视与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关系中

不起中介作用。 

 

2.成长性思维在青少年社会压力应对和心理健康干预中的作用 

 

姜旭，博士，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教育学院学校心理学

助理教授，持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田纳西州执照的执业心理学家。

主要研究领域关注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和积极心理品质（例如希望，成

长性思维）在社会环境中的发展（例如家庭，学校）。她希望这些研

究帮助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教育者，家长，和不同的决策制定者理

解积极心理品质在青少年成长中的作用，以及培养这些品质的有效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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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长性思维是对个人特质或能力能够改变的潜在信念，而与之相反的是固定性思维。这两

种思维模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业行为和成就上，而在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

比较匮乏。这篇报告将首先回顾关于社会情感的思维模式的研究，然后介绍该类成长性思维在青

少年应对社会性压力中作用的研究进展，并总结把成长性思维应用在心理健康干预中的研究，最

后讨论这些结果对未来研究的启示和中国文化背景下心理健康教育的借鉴意义。 

 

3.儿童语素意识测量及干预研究 

 

林敏，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助

理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学校心

理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摘要：语素意识是元语言意识的一种，是对词内在的语素结构意识以及操纵这种结构的能力，汉

语的语素意识包括同音语素意识、同形语素意识、形旁意识和词素意识。语素意识能够促进单词

的解码、拼写和词汇量的增长，并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篇章阅读理解。语素意识缺陷在汉语发展性

阅读障碍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本研究考查了二、四、六年级学生的语素意识与阅读能力之

间的关系及语素意识在不同年级的发展特点，并对小学四年级学生展开了为期十六次的干预训

练，探讨了干预训练对阅读困难儿童语素意识发展的辅助作用。结果发现，在小学阶段，阅读成

绩与语素意识有着密切联系，同音语素意识、同形语素意识、形旁意识在二、四、六年级都与阅

读成绩有正相关，词素意识到四年级开始与阅读能力呈正相关，且相关程度随年级发展而增加。

与对照组儿童相比，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的阅读困难组儿童均存在同音语素意识缺陷、同形

语素意识缺陷和形旁意识缺陷，并且其语素意识缺陷并不随年级增长而自动修复。语素意识各个

维度的发展结构在不同年级呈现不均衡的特点，同形语素意识落后于同音语素意识和形旁意识

的发展，词素意识落后于同音语素意识、形旁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的发展。语素意识干预训练促

进了儿童词素意识、同音语素意识、同形语素意识和阅读成绩的显著提升，形旁意识未见显著提

升。 

4.家庭累积风险与中学生公正世界信念的关系：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的作用 

 

 

张凤娟，博士，副教授，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系专任教师，硕

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青少年人格发展与社会适应、青少

年网络心理与行为等。广西壮族自治区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家庭教

育指导专委会委员。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3项，曾

在《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心理发展与教育》等国内外专

业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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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有负性影响，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多表现出

不同风险因素较强的“同现性”。基于积极青少年发展观的视角，探讨家庭累积风险影响中学生公

正世界信念的作用机制，深入分析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以及作为家庭系统外因素，

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中介作用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引导中学生合理看待家庭累积风险、不公

正事件，促进中学生公正世界信念的发展具有实践启示意义。 

 

5.从工具性学习看病理性网络使用的强迫性特征——基于 fNIRS 的研究 

 

报告人：张微 

 

摘要：成瘾行为发展理论认为，病理性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是目标导向行

为逐渐转化为习惯化行为之后，无法回到目标导向，进而发展到强迫性的过程。本研究结合fNIRS

技术，通过概率性反转学习任务和markov二阶决策任务分别评估PIU个体目标导向和习惯化系统

的策略转换能力以及两个系统在PIU个体中的功能完整性和系统间的倾向性，同时考察奖赏系统

和反奖赏系统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PIU个体在两个系统间的转换能力显著低于对照组；其目标

导向倾向弱于对照组，dlPFC脑区激活显著降低；虽然PIU个体在惩罚背景下表现出更强的目标

导向，但fNIRS结果揭示此时习惯化脑区（SMA）的激活高于对照组。因此，个体发展成带有强

迫性特点的PIU可能的作用机制有：a. 双系统转化能力弱；b. 目标导向系统受损；c. 反奖赏系统

占主导地位的行为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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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十六：教师心理与专业发展※ 

 

主持人 

 

龚少英，华中师范大学大学心理学院教授。研究兴趣主要包括网络学习与教学、教师心理等。

学术成果发表于《心理学报》《Compuers & Education》《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Educational Psychology》等学术期刊。担任中国心

理学会教育心理学分会和网络心理学分会理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

委员等。 

 

点评人 

 

陈煦海，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科院心理所博士，北京大学和加州大

学河滨分校访问学者。研究兴趣专注于探索情绪的神经机制和情绪素养的培育路径，已在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Biological Psychology,《心理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专著《跟情绪做朋友：教师情绪管理与培育》广受一线教师欢迎，并获陕西省2020年优

秀科普作品和陕西高校人文社科成果普及奖。现任中国社区发展协会社区心理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和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健康专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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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绪感染的概念与发生机制 

 

张奇勇，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学术成果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心理学报》、《心理科学进展》、《心理科学》、《心理与行为

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心理学探新》等CSSCI期刊

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

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结项）。担任江苏省心理学会社

区心理学分会委员，扬州市心理学会理事。 

 

 

 

 

摘要：纵览已有的关于情绪感染的文献后发现，就情绪感染这一概念主要存在两种分歧——一种

认为情绪感染是自动化的、无意识的过程（原始性情绪感染），一种认为情绪感染是一个需要意

识参与的过程（意识性情绪感染）。究其原因，是因为研究者们没有区分“低级情绪信息”和“高

级情绪信息”及其在传递机制上的差异性，最终使得情绪感染这一概念不断扩大化而不知所指，

由于情绪感染概念上的分歧导致其发生机制上也存在同样的分歧。为厘清情绪感染的概念及其

发生机制，使用推本溯源的方法从“感染”的词源上来探究情绪感染的概念问题，明确了只有低级

情绪信息才可以通过情绪感染传递，情绪感染是一个自动化、无意识的情绪传递过程。进而，在

情绪感染的概念和已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了情绪感染的机制问题，情绪感染是一个“察觉—

—[模仿——反馈（激活镜像神经系统）]——情绪”的过程。 

 

2.教师共情：作用、影响因素与神经机制 

 

孙炳海，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田家炳德育研究中心德育

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长期致力于教师共情与教师职业道德研究，

擅长使用行为研究与神经科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教师问题与教育问

题。在SCAN、Educ. Psychol.心理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曾获

国家教学成果奖1项、省科研成果奖1项、教学成果奖6项。担任中国

社会心理学会理事、浙江省心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教育

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摘要：教师共情是指教师能真诚地从学生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能对学生的感受与想法进行设身

处地、感同身受的体会与思考，从而调节自己的教育教学，以适切的方式引导学生在学业与情感

各方面的成长。本报告首先回顾了共情与教师共情的涵义，随后探讨了教师共情对学生成绩的促

进作用，再后考察了教师共情的影响因素，最后进一步通过跨学科的方法以教师教育神经科学的

视角，基于师生互动的超扫描范式考察了教师共情的认知神经机制。以期为教师共情的培养和培

训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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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情绪发展的追踪与培育：情绪素养的视角 

 

报告人：陈煦海 

 

摘要：教师情绪对教师、学生和教育活动均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从实习期起开始追踪了238名教

师三年，结果发现教师情绪和生活满意度存在往复式影响，高情绪智力者积极情绪跨时间正向预

测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跨时负向预测消极情绪，而低情绪智力者只有消极情绪负向预测生活

满意度。潜变量类别增长分析发现教师积极情绪分为三个轨迹，消极情绪分成二个轨迹，情绪智

力预测教师的情绪轨迹分布，同时，适应高的发展轨迹的教师拥有更高的职业认同和师生关系。

基于这些发现，我们开发了“跟情绪做朋友”的师范生情绪素养培育课程，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案可

显著提升师范生的情绪智力和情绪调节能力。 

 

4.小学教师在教研活动变革中的拓展性学习 

 

刁春婷，湖北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兴趣主要包括活动理

论与拓展性学习、学习心理与行为、中医药文化与心理等。学术成果

发表于《Frontier in Psychology》《教育研究与实验》《心理科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等学术期刊。担任湖北省素质教育学会理事。 

 

 

 

 

 

摘要：教研活动是以教师为主体的实践性研究活动，是推动教育变革和中小学教师发展的重要途

径。然而，很多时候，教研活动并没有带来教师间的合作和创新。拓展性学习是一种以活动理论

为基础的集体创新学习，是推动实践活动中组织创新的重要方式。本研究以 W 小学教师的自主

学习教研活动变革为例，采用质性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小学教师的拓展性学习是如何发

生、发展，以及如何促进小学教师的拓展性学习。研究以小学教师实际教研活动为核心，直击教

师学习与专业发展的问题——即，教师如何在教研活动中进行合作和集体创新，丰富了拓展性学

习理论的意义及其对教师发展的价值，为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学习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指导。 

 

5.教学代理的情绪对多媒体学习的影响 

 

报告人：龚少英 

 

摘要：在新冠疫情常态化情况下，网络学习迅速发展，如何借助信息技术通过教学设计促进快乐

高效的学习是当今教育者非常关注的问题。在多媒体学习情境下，学习者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积

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如何在教学中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情绪，减少其消极情绪，促进其学习？本系

列研究通过植入一个具有情感功能的教学代理，探查情绪教学代理的情绪表达和情绪支持对学

习者的情绪、动机和学习表现的影响，结果发现，教学代理的情绪表达可以促进学习者的积极情

绪或内部动机，教学代理的情绪支持可以减少学习者的消极情绪，促进高级学习策略使用，提高

学习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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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十七：信息化时代的学习科学※ 

 

主持人 

 

唐云，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博士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系计量心理学方向。

近期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学习情境下的自我调节学习、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学习动机等。主持或

参与多项国家自科、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发表于教育心理、教育技术等领域SSCI期刊。 

 

 

点评人 

 

 

 

  

胡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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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种教师支架对协作问题解决的影响研究 

 

欧阳璠，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毕业于美国明尼苏

达大学学习技术专业。研究兴趣和特长为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学习

分析、教育数据挖掘及人工智能教育、以及在线及混合式学习。目前研

究方向主要包括高校新型教学模式建构及实证研究、学习分析及教育

数据挖掘应用及优化研究、人工智能教育理论发展及教学应用三方面。

近5年在The 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

onal Technology等中英文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 、青年项目1项，主持省级及校级等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3项。担任浙江大学“文科+X”中心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

导师、人工智能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浙江大学）导师、竺可桢学院导师。 

  

摘要：协作问题解决（CPS）让学生参与到解决结构不良的问题中，创造群体知识，并发展自我

调节和协作技能。不同的教师支架可以用来促进学生的CPS活动，但其效果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探

讨。本研究基于在线平台，设计了运用最小引导、任务导向和想法导向支架的在线协作式解决问

题活动，并利用内容分析、鼠标流点击分析和事件序列分析方法考察三种支架对CPS过程、绩效

和主观感受的影响。结果表明，三种支架对CPS过程和质量的影响相对复杂。以想法为中心支架

对CPS活动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任务导向支架产生了相对复杂的协作，但学习者更倾向于完成

任务，而不是基于概念图提出想法和解决方案；而使用最小指导支架的小组，其生生互动网络紧

密程度最低，但概念图质量较好。总的来说，在CPS活动的设计和实践过程中，应将教育文化、

时间限制和学生调节纳入考虑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协作学习并不是完全放任学生，而是强调教

学实践中学生的责任、共同理解、意义创造和知识建构。 

 

2.基于协同批注系统和眼动追踪技术的教学模式研究 

 

 

张立山，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副教授。研究兴趣主要包括智

能导学系统、学习分析、协作学习等。学术成果发表于Computers & E

ducation、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IEEE Transactions on L

earning Technologies、《现代远程教育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担任

ICALT、TALE等国际会议的学术议程委员会成员，并在LAK 2019、T

ALE 2021等国际会议组织了智能教学相关主题的工作坊。 

  

 

 

摘要：在线协同阅读是促进小组协作学习和深度学习的一种重要学习方式，因此设计和实现有效

支持在线协同阅读的智能工具在信息化教学领域尤为重要。然而现阶段此类工具的设计和其相

应智能教学机制，还缺乏相应的科学实证。本演讲介绍了我们研究团队研发的一款协同批注系统，

并介绍了围绕该系统所开展的课堂教学实证研究和实验室眼动研究。在课堂实证研究中，我们发

现了学生使用系统的差异化表现，并提取了典型的批注文本。设计构建了一个实验室下的虚拟在

线小组协同阅读场景，将来自课堂实验教学的建构性批注、主动性批注作为实验自变量，阅读过

程、学习结果为因变量。基于眼动追踪技术，采用统计检验、马尔可夫链概率模型、频繁序列模

式挖掘等分析手段，探究不同类型的批注对阅读认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建构性批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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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学习者更关注批注区，阅读时能够将高亮部分与对应的批注有效结合，而主动性批注条件下

的学生更关注阅读区；眼动模式“高亮区->批注区”和“批注区->高亮区”出现的频率更高；学习者

自我感知的学习收益更大，客观测评也表明其确实获得了更好的学习成效。由此可见，同伴的建

构性批注能够促进学习者的深度阅读与理解，为下一步课堂实验的开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3.中文写作自动评分与诊断的若干探索 

 

郑蝉金，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与教育学部教育心理学系副

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智能化心理与教育测量与评价，包括计算机适应

性测验、中文写作自动评分与诊断等。主持参与科研项目多项，其中包

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纵向项目2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其中在应用心理学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心理与教育测量国

际期刊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

asurement等发表SSCI论文11篇，在《心理学报》《心理科学》等中文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8篇。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美国国家教育测量

委员会（NCME）、美国心理测量学会（Psychometric Society）、美国

心理学会（APA）等学会会员。 

 

摘要：本报告以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的小花狮中文自动辅导系统工作为基础，简要

讨论中文写作自动评分与诊断中的设计理念、技术挑战与教育实践。具体包括在利用大型预训练

模型开发中文写作自动辅导系统工作中，教育需求如何与AI技术深度融合，AI技术在“最后一公

里”中的一些具体技术挑战，以及如何利用平台开展教师培训等活动。 

 

4.基于信息技术的学习测评与训练 

 

黎坚，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现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测量

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拔尖创新人才基础培养专业委员会学术

委员，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心理分会常务委员。主要科研领域包括

基于游戏的能力测评与训练，智力与人格测评，复杂问题解决、元认知、

自我调节，学习动机，职业兴趣等。先后在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ssessment、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心理学报》等国内

外心理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入选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

曾获得北京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北京高校优秀辅导员、北京

师范大学“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佳教师”等奖励。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开始探索用新的形式和途径来实现对个体能力和人格

特质的评估，例如采用基于游戏的评估（GBA）。GBA已被国内外研究者用于评估一般认知能

力，但其独特的优势更体现在对高阶思维、元认知策略以及人格特质等构念的测评。对于复杂问

题解决、创造力等高阶思维能力，传统的能力测验既无法模拟复杂、动态、真实的问题情境，也

不能提供交互式的作答环境，但这正是GBA的优势；对于计划、监测、检查等元认知策略和技能，

传统测验采用结果导向，主要关注最终的任务表现，但GBA可以通过日志文件（log file）获取、

分析受测者认知加工过程中用到的元认知策略，实现过程评估；对于人格评估，虽然投射法、评

价中心技术也得到使用，但自我报告问卷仍旧是应用最广泛、效率最高的方法，然而其结果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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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会赞许性等因素的严重扭曲，GBA则可以参照客观人格测验的思路，让受测者的人格特征在

游戏活动中真实地“表现出来”，以确保效度。本研究将分别介绍利用GBA对复杂问题解决能力、

元认知计划和神经质人格特质进行评估的一些尝试，讨论目前GBA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将

游戏用于训练心理能力的独特价值以及尝试。 

 

5.数字学习环境下的儿童触屏学习 

 

报告人：王福兴 

 

摘要：伴随着触屏设备普及和数字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儿童开始接触和使用电子触屏设备。

研究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实验探讨了3-9岁幼儿如何利用触屏促进孩子的概念学习和迁移，同时操

纵触屏的互动和反馈特性探索触屏对幼儿科学知识和概念学习的影响。研究发现触屏作为一种

重要的媒介，其互动、反馈等特点能够对学习和知识迁移具有积极作用。研究对于触屏对儿童

认知发展影响和在教育中应用具有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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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展板报告 

展板报告将在大会网站（http://iccap.ccnu.edu.cn）“展板报告”栏目展示一周（7月20日-7

月27日），在此期间登录大会网站，并按照提示进行注册后查看展板报告。 

 

※发展心理※ 

题目 作者 

网络背景下的社会创造力 谷传华，杨晓梦 

累积生态风险与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生命历史视角 刘宇潇，李董平，周宗奎 

父亲教养方式对初中生网络欺凌的影响：父亲投入的中介效应 史崔蕾，王磊 

信息获取方式对幼儿网络信息选择性信任的影响： 直接交互与他

人转述的比较 

童 钰 ， 王 福 兴 ， Judith 

Danovitch，王伟军 

儿童期逆境与中学生抑郁和焦虑情绪的关系 刘玉林，周春燕 

※教育心理※ 

题目 作者 

中国学生对心理需求支持和需求挫折的概念：自我决定理论

（SDT）视角下的分析 

林依婧，卢柯含，周宇，

周庆庆，Amrita Kaur 

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考试焦虑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鲍玲玲 

不同心理负荷下，教学代理在对话中使用幽默的频率对学习的影

响 

谢信捷，胡祥恩 

自尊、妒忌与青少年的学业坚持及拖延的关系： 变量中心与个体

中心的整合视角 

郑爽，姚梅林 

学术塔尖的角色意识与压力谱系 

——基于 240 篇博士毕业论文致谢的文本研究 

彭子剑 

师生互动与初中生学习满意度的关系：情绪感染和学习成绩的作

用 

戴曌斌，彭申立 

农村初中生班级朋友网络与数学学业成就的关系：学习投入的中

介作用 

程思，张凤娟 

发展性阅读障碍的阅读流畅性问题及干预研究 许仲青，邢强 

※认知心理※ 

题目 作者 

时间压力对风险决策的影响：认知重评的作用 江怡璇，黄拼 

The Influence of Linguistic Distance on Cognitive Functions in Young 

Adults 

Li,Yanyan, Xia Lihua  

Distributional analyses reveal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ongruency 

sequence effect across tasks 

Tang Dandan  

对语言能力的客观评估和主观评估在模拟双语对执行功能的影响

时是否相等? 

周宇，Adam John Privitera 

不同情绪类型与认知方式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 洪灵芝，张凤娟，张忠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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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心理※ 

题目 作者 

音乐偏好的“MUSIC”五维结构及其与抑郁、心盛的关系—基于心

理健康双因素模型 

陈倩，史学，马诗浩， 刘

宇潇，曹敏，杨晨，周宗奎 

※临床与心理咨询※ 

题目 作者 

高校体育生创伤叙事案例分析 李喆，张红燕，余绍菁，吴

芳玲 

A meta-analysis of co-occurrence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Suicide attempt :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intervention and future 

diagnosis 

Ye Zhiyu, Xiong Fang, Li 

Wentian  

在DSM-5人格障碍替代模型中考察无效家庭环境对边缘型人格的

影响：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李姿蓉，段元糅，钟杰 

童年创伤和家庭功能对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自伤行为的影响 方钟明，陈静，蒙衡 

丧亲者的心理预期与哀伤反应： 丧亲内疚与焦虑回避的中介作用 黄晶菁，邹欣妍，焦克媛，

徐鑫，唐任之慧，钱文丽，

申新兰，王建平 

※管理心理※ 

题目 作者 

心理援助活动中客体的拓展与创新发展 王纯真，杨子，洪建中 

活动理论视角下X县乡镇公务员培训问题及其矛盾分析 吕晨，洪建中 

“虚假”的工作自主与“失控”的劳动时间： 数字化办公的悖论效应 赵利娟 

※行为医学※ 

题目 作者 

基于家庭的治疗对神经性厌食症疗效的meta分析 Haoyi Wang,  

Zhang Shu-fang  

※社会心理※ 

题目 作者 

社会排斥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基于自我验证理论的视角 管圆圆 

相对剥夺、敌意和反应性攻击的纵向关系：一个恶性循环 Guo Yongfen，Xia Ling-

xiang 

中学生对校园欺凌的认知及其应对方式研究 陶烁 

中国成年男性的营养代谢与心理状况对甲状腺功能的影响  万子彧，段应龙，谢建飞， 

群际接触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群际信任与民族交往态度的

作用 

Li Xianmei 

精神障碍患者未成年子女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综述  吴凯歌 

心理距离和框架效应对初中生道德判断的影响：基于CNI模型  刘竑均，张凤娟 

大学生欺凌受害与攻击的关系：愤怒沉浸和敌意自动思维的链式 Huang Jianjian, Quan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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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作用 ying 

内隐联想测验中叠音姓名对人际知觉影响 方紫梦，陈倩郡，陈建新 

集体自尊与中学生网络欺凌：未来取向和集体道德推脱的中介作

用 

林丛，王磊 

道德推脱和暴力态度在社区暴力暴露与攻击行为关系的中介作

用：一项纵向研究 

林慧奇, 权方英 

国外自我客体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邓荷蕾 

※婚姻与家庭※ 

题目 作者 

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家庭功能的调节和中介

效应 

王雪蕊，李京锴，暴卿 

夫妻沟通模式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 张晓琳，李树杰 

※文化叙事※ 

题目 作者 

西方心理学主体/被试问题的演化逻辑及其作用 王波 

※心理学与疫情防控※ 

题目 作者 

COVID-19疫苗接种意愿:病原体厌恶与政府信任的联合作用 彭顺，陈继文，许磊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岗护理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现状及其影响

因素 

唐晴，冯丽，李赋 

COVID-19背景下女大学生自杀情感风险的潜在剖面：生活满意

度的作用 

黄大炜，叶建梅 

※互联网、数字化与心理学※ 

题目 作者 

情绪调节困难、拟人化、物质主义与囤积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

效应分析 

黄贝, 傅苗苗, 连帅磊 

电子媒介使用与初中生网络欺凌：坚毅和道德推脱的链式中介 陈倩倩，王磊 

大学生家庭资源对智能手机成瘾影响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徐楚楚，胡梦岩，黄海 

大学生控制感与数字囤积行为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鲍玲玲 

网络游戏依赖与氪金后后悔的相关研究及性别差异 夏艺菁 

过度养育对中学生网络欺凌的影响：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和集体

道德推脱的调节作用 

杨少鹏，王磊 

大学生网购成瘾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

析 

刘艳艳 

同伴疏离与网络囤积：无法容忍不确定和错失恐惧的序列中介作

用 

傅苗苗，黄贝，连帅磊 

校园转变阶段的网络成瘾会上升吗？——基于贝叶斯的潜在增

长分析 

叶建梅，黄大炜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校心理健康高关注人群的预测 姚婷婷，王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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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知识囤积行为与认知失败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曹晓萱，傅苗苗，黄贝，连

帅磊 

短视频的过度使用对学习拖延症的影响机制 解瑾，卫心雨，黄海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手机成瘾的抑制：自动思维的中介和同伴

依恋调节作用 

连帅磊，肖青露，杨晨，朱

晓伟  

感知匿名性与网络过激行为的关系：私我意识的中介和道德认同

的调节作用  

郭嘉程，董柔纯，许放，周

宗奎  

※心理健康教育※ 

题目 作者 

外倾性与大学生主观活力：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及其性别差异 Fen Dou 

报复动机与网络攻击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Huang Jiaqiao, Quan Fang-

ying  

学业鼓励与初中生抑郁的关系：学校联结的中介作用和坚毅的调

节作用 

李佳，梁俏，邢强 

亲社会行为与受欺凌的关系：社会互动的视角 金星，刘毅，杨雅婷 

中国三甲医院护士睡眠质量、知觉压力与抑郁的关系：一项多中

心研究 

周奕，张纯，罗晓菲，段应，

谢建飞 

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与情绪复杂性的相关研究 丁锐，荆玉梅 

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和孤独感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和心理弹

性的调节作用 

刘阳阳，成丹丹  

童年期创伤经历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陈火红，史滋福 

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大学生社交焦虑机制的多群组分析 王双，宋静静，李林  

高三学生成长型思维和固着型思维与考试焦虑的关系：认知情绪

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荆承红，闫新全  

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抑郁-焦虑-压力的关系：未来取向应对

的中介作用 

彭霞，曾练平，杨文，曾小

叶 

粗暴养育对初中生学业投入的影响：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魏明珠，洪灵芝，张凤娟  

※教师心理与专业发展※ 

题目 作者 

小学教师在教研活动变革中的拓展性学习 刁春婷，洪建中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压力与高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关系中的

作用 

梁滨麒  

※信息化时代的学习科学※ 

题目 作者 

开摄像头更有助于学习？先前知识经验的调节作用 蒋霞霞，胡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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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院介绍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24 年的华中大学时期，1931 

年设立教育心理系，1984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5 年恢复招收本科生，1993 

年恢复心理学系，2005 年组建心理学院，同年获批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2007年获批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8 年心理学一级学科获批湖北省重点

学科，2010年获批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017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我校心理学科处于并列第6位水平，2019年和2021年心理学专业和应用心理学专

业先后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建有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湖北省重点实验

室（2005）、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0）、心理学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12）和心理与行为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2014）

等平台。学科建有一支包含 76名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人员的师资队伍，包括国

家级人才 5 人（次）、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3 人。  

在学科布局上，重视基础，发展应用，突出特色。学科围绕“数字化环境下

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特色优势，凝聚形成三个重点学术领域。网络行为与发展

方向以网络作为行为存在的第三空间，重新审视个体、群体、组织、社会行为的

发生、变化与发展；网络社会与健康方向旨在探索面向不同人群、组织、社会的

心理健康服务标准，借助网络技术推进“生理—心理—社会—工程”健康促进模式；

智慧学习与认知方向围绕人工智能和脑科学重点领域，使用认知科学方法探索精

准教与学的规律，推进智慧学习研究的深入。  

学科秉承“以科学精神探索心理奥秘，凭人文情怀关切世间百态”的治学理念，

培养学生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宽广的人文与科学素养，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专业

技能，使学生成为具有信息化技能和国际化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吸引了一批优

秀青年，每年培养本科生120人、学术型硕士 80 余人、博士 20 余人、专业学

位硕士近200人，留学生 10 余人。  

学科承担了一批国家哲社和教育部哲社重大项目，构建数字化的教育和服务

平台，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构中发挥重大作用。牵头组建中国心理学会网络心

理专委会，搭建三国四校智能学习研究联盟，连续举办 8 届“网络时代的心理学

前沿”国际学术研讨会，已成为网络心理与行为领域最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之一。 

学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敢于担当，积极发挥学科优势，特别是2020年，在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指导下，组建成立教育部-华中

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汇聚了1200多所高校或机构的心理咨询师3000余位，

督导师200余位，最大可满足1000人同时求助，目前已累计提供心理服务超10万

人次，实施危机干预1500多人次，服务满意率高达92%，获评湖北省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集体、湖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入选人民日报科技战“疫”“十大教育

服务类数字化转型成功案例”和教育部“教育科技‘战疫’优秀创新应用案例，受到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孙春兰副总理的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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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会工作人员 

学术工作组 

孙晓军 朱  旭 牛更枫 田  媛 王福兴 范  炤 贺金波 李  静 王忠军 陶  嵘 

温芳芳 刘勤学 刘思耘 洪建中 任志洪 张  微 龚少英 唐  云 吴才智 

 

技术支持组 

赵庆柏 卢  亮 杨慧婕 张劲夫 史更虎 黄英辉  

 

后勤保障组 

马新华 苏晓刚 肖  菲 王思瑶 马小曼 温碧璇 李庆庆 付振荣 

 

统筹协调组 

马红宇 田  媛 倪  敏 

 

学生志愿者 

袁  琴 杨文城 金斯妤 史晓涵 郭嘉程 唐巍戈 董晋美 李同晓 陈  霞 姚丹丹  

刘名佳 胡真榕 张子悦 李锡薇 彭诗琪 程杏茹 吴怡凌 田梦婷 王子涵 牛紫薇 

郑  铨 匡子翌 周子尧 陈子琛 王显斌 宗志颖 龙姝如 胡  莹 王  滢 黄淑逸 

周  璐 吴建军 陈佳佳 陈瑞希 田秀琳 谭凤娥 陈云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