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九届全国心理卫生学术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九届全国心理卫生学术大会将于2016年08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第九次全国第九次全国心理心理卫生学术大会将于2016年8月26日—28日在北京召开。卫生学术大会将于2016年8月26日—28日在北京召开。

2016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将进一步拓宽办会思路、丰富会议交流形式、提升会议学术质量；力求为广大心理卫生
从业者提供更高水平的交流平台和更多的交流机会。
第九次全国心理卫生学术大会以“健康中国与心理健康促进”为主题，将有数百位国内外著名心理卫生专家出席此
次盛会。会议安排了特邀报告、主题报告、会中工作坊、主题分论坛、机构论坛交流等多种形式，以满足代表的不
同需求。

会议由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主办，协会下属18个专委会、3个行业分会、4个杂志社、北京市西城区中北心理咨询师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和中科博爱（北京）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协办。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2016年8月26日—28日，8月25日全天报到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北京建国国际会议中心
大会组织结构大会组织结构
大会主席：马辛（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
大会执行主席：赵国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
大会秘书长：王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大会副秘书长：钱明 史占彪 唐永怡 田成华（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秘书长）
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名）
主任：马 辛
委员：
艾 玲 蔡焯基 崔以泰 戴家隽 樊富珉 方嘉珂 高成阁 郭 松
胡顺志 黄悦勤 姜长青 况伟宏 李建明 李林英 李占江 刘福源
路英智 钱 明 钱铭怡 史占彪 苏林雁 田成华 王 刚 王伯军
王德平 王高华 王建中 王剑辉 王 倩 王向群 王学义 王择青
吴 宪 武国城 谢 斌 杨凤池 杨甫德 杨蕴萍 姚树桥 于大端
于恩彦 张建新 张金钟 张黎明 张卫华 赵国秋 赵旭东 周世杰
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名）
主任：王 刚
委员：
蔡太生 曹日芳 仇剑崟 傅春胜 何慧莹 姜婧怡 李建明 李新影
林 红 刘国钺 刘建新 刘 灵 刘松怀 刘肇瑞 罗学荣 马喜亭
钱 明 秦 琳 史占彪 宋琳娜 谭云飞 唐永怡 田成华 王 倩
王伯军 王大鹏 王华容 王林生 魏 悦 肖 迅 杨 波 殷竹婷
张 静 张勤峰 赵 婷 郑 逸 周秋菊 朱菲菲
专家团队专家团队（按姓氏拼音排名）
仇剑崟 丁 辉 丁 莉 樊富珉 方 刚 方玮联 方 新 高德明
高芳堃 高 丽 高 天 郭 勇 韩布新 韩 岩 何 瑾 何蕊芳
胡 月 黄国平 黄薛冰 黄学冰 黄悦勤 霍大同 贾艳滨 姜长青
李国华 李林英 李 明 李松蔚 李献云 李晓驷 李 旭 栗克清
蔺桂瑞 刘 丹 刘 红 刘华清 刘松怀 刘 颂 刘兴华 刘肇瑞
卢美妏 芦玲霞 鲁小华 骆 宏 马建青 马淑华 马 辛 马 莹
毛佩贤 孟 馥 钱 明 钱铭怡 施剑飞 施琪嘉 史占彪 唐登华
田成华 童 俊 汪海燕 王 刚 王建平 王向群 文 千 吴少怡
武国城 武志红 肖汉仕 肖 巍 谢 斌 熊 卫 徐凯文 杨 帆
杨凤池 杨甫德 杨蕴萍 于恩彦 岳晓东 曾海波 曾奇峰 张道龙
张建新 张剑锋 张金钟 张 倩 张西超 张晓颖 章劲元 赵富才
赵国秋 赵 红 赵陵波 赵 然 赵旭东 赵 颖 郑永锴 祝卓宏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6年8月26日2016年8月26日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29/


8:30—
9:00

            开幕式（马辛致辞）  开幕式（马辛致辞）

9:00—
9:30

主题报
告

待定 王斌

9:30-
10:00

主题报
告

如何保持心理健康 于欣

10:00-
10:20

茶  歇

10:20-
11:30

特邀报
告

抑郁症相关 （英）

11:30-
13：00

午  餐

 

 

 

 

 

 

分会场一：二胎时代：女性·心理·家庭·社会分会场一：二胎时代：女性·心理·家庭·社会

二胎时代的女性·心理·家庭·社会 李林英

生殖·教养·心理 丁辉

福柯对精神疾病的思考 肖巍

中国——意识层面的男权社会，集体无意识层
面的母系社会

张剑锋

分会场二：团体咨询与团体治疗的新趋势分会场二：团体咨询与团体治疗的新趋势

对团体领导者培训的体系建构 樊富珉

格式塔团体中的极性运用 施琪嘉

团体治疗在精神科病房的应用 刘华清

大学新生学习适应的积极心理团体干预过程与效
果

何瑾

结构式团体治疗在干预毒品成瘾中的实践与体会 沈家宏

分会场三：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分会场三：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

自杀的全球视野 黄悦勤



14:00-
17:00

 

 

 

 

分会场
交流

 

 

 

认知行为治疗自杀未遂案例解析与内容讲解 李献云

赤峰市社区成人自杀相关行为及其危险因素的研
究

刘肇瑞、黄悦勤、李国华

精神分裂症心理危机干预—家庭治疗的重要性 施剑飞

医院危机事件管理机制的探索和心理护士在危机
事件干预中的作用

黄国平、赵红

分会场四：老年专委会分会场四：老年专委会

综合医院睡眠障碍的管理 于恩彦

老年晚期肿瘤患者常见临床心理问题与应对策略
思考

高芳堃

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增龄性双相特征 韩布新

老年健康素养 刘颂

老年期抑郁障碍的识别与处理 栗克清

老年痴呆早期诊断研究进展 贾艳滨

分会场五：心理咨询师专委会分会场五：心理咨询师专委会

成立仪式+学术交流  

论坛

媒体、卫计委发布会 灵北

精神科论坛 灵北

工作坊

危机干预 方新

如何锤炼心理咨询师的基本功 岳晓东

论坛

咨询师论坛 武国城、姜长青

咨询师学习、运用心理咨询理论和方法应处理好
的若干关系

马建青

中国心理咨询师职业化发展现状 祝卓宏

技术分化、融合与咨询策略的思考 金宏章



19:00-
21:00

技术分化、融合与咨询策略的思考 金宏章

心理咨询师胜任力的伦理思考 史杰

论坛 伦理论坛+案例督导 钱铭怡、樊富珉

论坛 夫妻治疗的理念技术和督导 方新、高隽

论坛 国家税务系统心理健康促进 朱广俊、李朝波

2016年8月27日2016年8月27日

8:30—
11:30

工作坊

正念·静观减压课程介绍体验工作坊 方玮联、马淑华、孙舒放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新进展
韩岩、岳晓东、林红、Ulrich

Sollmann（德）、米盖拉·歌诗丽（意）

音乐治疗 高天

心身医学的理论与临床实践 （主持：心身专委会）

“家庭治理——家庭视角” 唐登华

表达性艺术团体治疗体验 樊富珉

焦点解决短期心理咨询 马建青

精神动力学治疗的初始访谈 熊卫、李晓驷

抑郁的接纳承诺治疗 祝卓宏

多取向心理疗法联合督导
刘丹、施琪嘉、王建平、李晓驷、杨蕴萍、孟

馥

11:30-
13:00

 午  餐

情绪障碍的统一治疗方案 刘兴华、杨帆

两类母亲，两类临床 霍大同

身体语言和非语言交流介绍

Ulrich 

Sollmann

（德）



  

后现代心理教练技术与合作私董会 史占彪、曾海波等

人际动力团体理论与实务应用 鲁小华

心身医学的理论与临床实践 （主持：心身专委会）

催眠治疗中的隐喻故事 方新

系统式心理技术的临床应用 赵旭东

多取向心理疗法联合督导
刘丹、施琪嘉、王建平、李晓驷、杨蕴萍、孟

馥

19:00-
21:00

论坛 经典心理疗法与后现代心理疗法联合督导 史占彪、方新等

19:00-
21:00

论坛 对话——心理咨询师的从业现状与发展
傅春胜、岳晓东、韩岩、刘海骅、李松蔚、武

志红、郭勇

2016年8月28日2016年8月28日

8:30-
11:30

工作坊

心理咨询对话的精微分析 杨凤池

精神科论坛 杨森

焦虑障碍的认知行为概念化模型应用 王建平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评估与干预核心技术 张道龙

萨提亚心理治疗模式应用于大学生自杀危机干
预

蔺桂瑞

面向新手咨询师的团体督导策略 汪海燕

心理卫生从业人员核心能力培养之——系统性
思维的临床训练

孟馥

认知治疗在咨询中的应用 郭勇

医促会  

心理卫生研究设计与论文撰写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1:30-
13:00

午 餐



14:00-
17:00

工作坊

心理咨询行业的传承与创新（60、70、80对
话）

刘华清、徐凯文、施琪嘉、武志红

支持性音乐想象的治疗 张晓颖

多元性别心理咨询师从业现状与发展 卢美妏

内观疗法工作坊 何蕊芳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GCBT）在广泛性焦虑障碍
中的应用

黄薛冰

萨提亚模式在全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运用
与实践

吴少怡

 

 

 

 

 

14:00-
17:00

 

 

 

 

 

分会场
交流

认知行为专委会认知行为专委会

中国首个计算机化的认知行为治疗网络平台介
绍

张斌、王振、王纯

（主持：张宁、李占江）

合格认知行为治疗师的要求解析
王建平、方新，李献云

（主持：张宁、李占江）

心理健康服务综合论坛心理健康服务综合论坛

孤独症儿童行为塑造与矫正 刘松怀

心理治疗整合的国际趋势：以基模治疗为例 韩岩

伴社会认知偏离抑郁患者的大脑协同功能差异
——量表与初步实验研究

张倩

构建中国特色民航飞行员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初
探

高丽

精神卫生干预模式在当前社会管理中的探索创
新

丁莉

结构取向家庭治疗运用於特殊需求孩童及其家
庭之研究报告

郑永锴

杨蕴萍推荐分会场报告杨蕴萍推荐分会场报告

人际间动作协调与社会认知：从理论到应用 赵众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部分专家介绍（排名按照A-Z顺序）部分专家介绍（排名按照A-Z顺序）

李献云李献云

会议报告：认知行为治疗自杀未遂案例解析与内容讲解会议报告：认知行为治疗自杀未遂案例解析与内容讲解

个人简介：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心理危机干预、认知行为治疗和问题解决治疗专家和培训专家，美国
专业学会认证的认知行为治疗师和问题解决治疗师，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预防研
究与培训合作中心副主任。为北京市公布的首批健康科普专家之一，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常务委
员，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自杀干预学组组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晓驷李晓驷

会议报告：精神动力学治疗的初始访谈会议报告：精神动力学治疗的初始访谈

个人简介；主任医师，合肥市精神病医院副院长，安徽省临床医学重点扶持学科临床心理科负责人，中德医学会会
员，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安徽省心理学会理事特聘学术委员，毕业于安徽医学医疗系，从事精神卫生临床工作20
余年

方玮联方玮联

会议报告：正念·静观减压课程介绍体验工作坊会议报告：正念·静观减压课程介绍体验工作坊

个人简介：盖亚之树正念中心创办人，正念事业联盟创办会员，中科博爱（北京）心理医学研究院正念减压中心培
训师，正念静观减压课程导师(MBSR)，企业正念应用课程认证导师（CBMT - The Potential Project），英国-正
念在学校（MiSP）青少年正念课程认证导师。

施琪嘉施琪嘉

会议报告：多取向心理疗法联合督导会议报告：多取向心理疗法联合督导

个人简介：医学博士，中国首批国家注册心理督导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武汉市心理医院常务副院长，
武汉市心理卫生研究所所长。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心理卫生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精神分析学组华中地区
组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获得德国对外学术交流基金（DAAD）留
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及获得国家教委对外学术交流基金留学奥地利茵斯布鲁克（INNSBRUCK）大学。

唐登华唐登华

会议报告：“家庭治理——家庭视角”会议报告：“家庭治理——家庭视角”

个人简介：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执行主任，主任医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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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理事，教育部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心理治疗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央国家
机关健康大讲堂讲师团专家，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首批“全民健康素养特聘专家”

王建平王建平

会议报告：多取向心理疗法联合督导会议报告：多取向心理疗法联合督导

个人简介：心理学博士，教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北京心理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心
理学院教育与心理健康所副所长，北京师范大学应急干预中心常务副主任

杨凤池杨凤池

会议报告：心理咨询对话的精微分析会议报告：心理咨询对话的精微分析

个人简介：现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心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特殊职业群体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全国心理卫生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心理学会首批注册督导师。

岳晓东岳晓东

会议报告：如何锤炼心理咨询师的基本功会议报告：如何锤炼心理咨询师的基本功

个人简介：著名心理学家，国际亚洲心理学院学术总监，全国社区心理援助中心总督导。1993年获得哈佛大学心理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17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31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80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15/


学博士学位，目前是国内唯一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现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并受聘担任南京大学、华南师
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10余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先后在国内外各类期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特别是《登
天的感觉》一书，使国内成千上万的人对心理咨询有所了解，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此外，《少年我心》、《哈佛
热线》、《批评的艺术》等心理学科普读物也深受读者的喜爱。

张道龙张道龙

会议报告：临床与咨询心理学评估与干预核心技术会议报告：临床与咨询心理学评估与干预核心技术

个人简介：美中心理文化学会（CAAPC）、“短程心理咨询督导训练营”创始人。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精
神医学系，现任美国芝加哥退伍军人医院精神医学系行为健康部主管医师，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医学院精神医
学系临床助理教授,中科博爱心理医学研究院培训部DSM-5与整合式短程心理咨询项目总督导,好人生国际健康产
业集团医务总监。

赵旭东赵旭东

会议报告：系统式心理技术的临床应用会议报告：系统式心理技术的临床应用

个人简介：上海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同济大学东方转化医学平台心身医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
究所客座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名誉教授；世界精神病学会跨文化分会理事、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常委、德中心理治
疗研究院中方主席、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疾控局精神卫生与伤害控
制专家委员会委员。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普通普通 学生学生

2200元 1000元

注：学生指在读全日制学生，请于注册时提交学生证编号或出示学生证。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3日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2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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