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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国际职业健康心理学高峰论坛

暨武汉大学心理学十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

近十几年来，面对着全球经济和组织形态的日益变革，一个崭新

的心理学研究领域——职业健康心理学（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OHP）逐渐出现并发展壮大。OHP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原

则和研究方法，结合心理学相关分支领域，与公共卫生、职业医学、

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律学、人类工效学等学科密切联系，为

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职业环境和提升从业者的工作品质而服务。OHP

的出现有助于解决长期困扰政府和企业界的职业疾病与工作安全问

题，为促进工作者和组织两方面的健康、幸福和创造性成长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

为推动中国职业健康心理学研究迈向国际，为将国际职业健康心

理学的前沿研究带到中国，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建系十周年之

际，特举办国际职业健康心理学高峰论坛。

一、会议时间、地点及主办单位

时间：2015 年 10月 24-25日

地点：中国湖北·武汉

主办单位：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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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单位：

武汉十五现代心理科学研究院

湖北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文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

武汉华夏心灵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大学学生工作部心理咨询中心

二、会议规模：

国际国内代表约 200-300人

三、会议主题和主要议题

1.工作-家庭平衡和促进的跨文化心理研究

2.工作场所的情绪劳动和情绪管理

3.工作压力与工作应激源的跨文化心理研究

4.工作场所的不文明行为和无礼行为的研究

5.工作场所安全氛围的心理研究

6.工作压力和工作倦怠

7.工作投入的跨文化心理研究

8.职业病的跨文化心理研究

9.职场压力干预

10.员工心理援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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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员工幸福感、满意感和创造性研究

12.其他相关职业健康心理的跨文化研究

 作者提交给本次国际会议的论文，经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将

由美国学者出版社在美出版，并为汤姆森-路透(Thomson Reuters)

的 CPCI-SSH 论文集检索收录；

 论文摘要（中文或英文，300字左右）、全文（英文，具体要求后

续通知）提交：李杰、程爱丽，Email: whupsycp@163.com

四、会议特邀嘉宾：

（一）参会国际嘉宾：

Dr. Jose Peiro 前任国际应用心理学学会主席、现任西班牙巴

伦西亚大学心理学系终身教授、巴伦西亚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他的研

究兴趣工作场所安全和工作压力等。

Dr. Tammy Allen 前任美国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学会主席、现任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系终身教授、工业与组织心理学项目负责

人。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工作家庭冲突和职业健康心理学等。

Dr. Julian Barling 现任《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杂志主编加拿大皇后大学皇后商学院终身教授，曾任商

学院副院长、博士项目主任等。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工作场所暴力和职

业健康心理学等。

Dr. Michael Coovert 现任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系前任

系主任、终身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心理学研究方法和人工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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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Richard Griffith 现任美国佛罗里达理工大学心理系终身

教授、跨文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全球领导力和性

格研究等。

Dr.  Mark  Scase 现任英国德蒙福特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院心

理学系主任，终身教授，主要研究兴趣是心理幸福和健康。

Dr. Laurenz Meier现任瑞士弗里堡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曾任美

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心理系访问学者。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反生产行为和

职业压力。

Dr. Sally Coovert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公共健康学院教授，他

的研究兴趣是信息技术对职业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Dr. Mei-I Cheng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她的研

究兴趣包括雇员的情绪劳动、工作压力、幸福和健康，以及员工的甑

选和评估。

Dr. Zhiqing Zhou 现任美国佛罗里达理工大学心理系助理教

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和职业健康心理学等。

（二）参会国内嘉宾：

游旭群 教授 中国心理学会会长 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

许燕 教授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

院前任院长

金盛华 教授 中国心理学会副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教授

傅小兰 教授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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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嘉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现任院长

方方 教授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龙立荣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

汪新建 教授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孙时进 教授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孙倩如 教授 台湾政治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马红宇 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

陆昌勤 副教授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职业健康方向博士生导师

五、会议共同主席：

国际应用心理学会主席、现任西班牙巴伦西亚大学心理学系终身

教授、巴伦西亚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Prof. Jose Peiro

美国工业与组织心理学会主席，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系终

生教授 Prof. Tammy Allen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 龙立荣教授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博士生导师 陆昌勤副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 马红宇教授

武汉大学哲学院心理学系 博士生导师 张掌然教授

武汉大学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心理学系 博士生导

师 钟年教授

武汉十五现代心理科学研究院院长 魏卓教授

武汉大学哲学院心理学系主任 严瑜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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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秘书长：

武汉大学哲学院心理学系 谢天 副教授

美国佛罗里达理工大学 Zhiqing  Zhou  Assitant Professor

武汉十五现代心理科学研究院 尚登飞院长

七、会议时间安排

2015 年 7月 1日第一次对外通知

2015 年 8月 1日第二次对外通知

2015 年 9月 1日第三次对外通知

2015 年 9月 30日论文摘要提交

2015 年 10月 23日论文全文提交

2015 年 10月 23日会议报到（地点：武汉大学哲学院南楼大厅）

2015 年 10月 24日会议开幕、专题报告

（地点：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大楼大报告厅）

2015 年 10月 25日会议专题报告、闭幕

（地点：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大楼大报告厅等）

八、会务组：

组长：胡军生 王志云 李杰

成员：胡军生 王志云 李杰 程爱丽 尤瑾 徐华女 曲晓艳

张文娟 白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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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会议联系与论文提交

会议会务总负责人：胡军生，手机：15827083268

会议会务筹备协调人：谢天，手机：18971571796

会议论文负责人：李杰，电话：027-68753567，手机：13667263108 ，

Email：whupsycp@163.com；程爱丽，手机：18086687769

会议会务和住宿负责人：王志云，手机：13545218003

中美跨文化职业健康心理学高峰论坛

暨武汉大学心理学十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

组委会

2015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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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美跨文化职业健康心理学高峰论坛

暨武汉大学心理学十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会议回执

（2015年 10月 24-25日 中国·武汉）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称/职务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是否提交论文 是否要求安排主题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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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武汉大学心理学系目前全职在岗教师：

心理学系第一任系主任： 张掌然博士、教授 研究兴趣：哲学心理学

第二任系主任 钟年博士、教授 研究兴趣：文化心理学

第三任系主任 严瑜博士、副教授 研究兴趣：职业健康心理学

副系主任、基础教研室主任 赵俊华博士、副教授 研究兴趣：认知心理学

副系主任 张春妹博士、副教授 研究兴趣：发展心理学

支部书记 刘毅博士、副教授 研究兴趣：人格心理学

应用教研室主任 姜兆萍博士、副教授 研究兴趣：认知心理学

师领硕士、副教授 研究兴趣：生命心理学

费定舟博士、副教授 研究兴趣：人工智能心理学

胡军生博士、副教授 研究兴趣：本土心理学

谢天博士、副教授 研究兴趣：判断和决策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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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博士、讲师 研究兴趣：生理心理学

尤瑾博士、讲师 研究兴趣：健康心理学

王志云博士、讲师 研究兴趣：健康心理学

徐华女博士、讲师 研究兴趣：女性心理学

曲晓燕博士、讲师 研究兴趣：咨询心理学

白宝玉师资博士后 研究兴趣：社会心理学

张文娟师资博士后 研究兴趣：发展心理学

心理学实验室实验员 程爱丽博士 研究兴趣：婚姻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