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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鲁教工委字〔2018〕24号 
  

 

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 

关于表扬 2018 年山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节 
优秀组织单位、优秀指导者及系列活动 

获奖项目的通报 
 

各高等学校党委：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进一步提升我省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省委教育工委于 2018

年 4 月至 5月在全省高校组织开展了以“珍爱生命·激扬青春·争

做时代新人”为主题的大学生心理健康节系列活动。活动内容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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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形式新颖，成效明显，共收到 116 所高校的各类作品 1103

件。在专家评审的基础上，经研究，决定对 2018 年山东省大学

生心理健康节优秀组织单位、优秀指导者以及系列活动获奖项目

予以通报表扬。 

希望各高校认真总结活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结合，切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

导，积极构建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咨询服务、预防干预、平台

保障“五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格局，扎实推进思想政治

工作创新发展，全面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努力培养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附件：1.2018 年山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节优秀组织单位     

2.2018 年山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节优秀指导者    

3.2018 年山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节系列活动获奖项

目名单 

 

 

                               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 

                                  2018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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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山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节优秀组织单位 
（40 个） 

 
山东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烟台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 

聊城大学 

山东建筑大学 

临沂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 

潍坊医学院 

济宁医学院 

山东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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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工商学院 

山东政法学院 

齐鲁师范学院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山东女子学院 

德州学院 

潍坊学院 

泰山学院 

菏泽学院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淄博职业学院 

东营职业学院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滨州职业学院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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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山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节优秀指导者 

（40 人） 

 

山东大学                      路翠艳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郝秀娟 

山东师范大学                武  笛 

青岛大学                      陈  鑫 

曲阜师范大学                  苗洪霞 

山东科技大学                乔  杨 

青岛科技大学                  李海玲 

青岛理工大学                刘启辉 

聊城大学                      赵宜萱 

山东建筑大学                周秀艳 

鲁东大学                      刘若谷 

青岛农业大学                张利萍 

临沂大学                      汪  飞 

滨州医学院                    白  文 

潍坊医学院                   张  霓 

济宁医学院                    强  景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李忠诚 

齐鲁师范学院                苏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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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李  洁 

德州学院                      李芳菲 

泰山学院                      颜秀红 

滨州学院                      康纯佳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  惠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吴  蕊 

山东职业学院                张英莉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林  萍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刘  嵋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曲媛媛 

淄博职业学院                逄  伟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张  博 

枣庄职业学院                  颜  青 

东营职业学院                任蜜蜜 

威海职业学院                  单昕艳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王  灿 

临沂职业学院                陈  丽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宋  玲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肖  虹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王兆红 

烟台大学南山学院             宋理玲 

青岛工学院                    苏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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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山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节系列活动获奖项目名单 

一、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技能大赛获奖名单（按成绩排序） 

 

一等奖（12 个） 

 

山东师范大学 

队员：张静怡  方小琪  周  俐      指导教师：赵  宝 

青岛科技大学 

队员：李雪琴  曲惠云  李慧琪      指导教师：李海玲 

聊城大学 

队员：张佳佳  赵  雪  张燕红      指导教师：赵宜萱 

滨州医学院 

队员：苑崇鑫  宫  羽  胡清林      指导教师：原凌虹  王丽萍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队员：王力瑶  王  鑫  惠含笑      指导教师：乔海波 

德州学院 

队员：唐君连  岳雪晴  张莹莹      指导教师：张秀琴  李梦妍 

李芳菲  

泰山学院 

队员：刘春昀  王  晶  肖瑞雪      指导教师：陈淑萍  颜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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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娟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队员：孙亚男  刘海云  孙婷婷      指导教师：李  娟  张  娟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队员：马金帅  孟  璇  李婉怡      指导教师：张  博 许  凯 

枣庄职业学院 

队员：彭  洋  袁永胜  逄若峰      指导教师：唐  宁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队员：刘方正  张雅楠  张心月      指导教师：刘海霞  黄  鑫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队员：闫国鑫  陈壮壮  张佳惠      指导教师：张中焕  张  伟 

威海职业学院 

队员：赵  衡  李  密  陈梦娇      指导教师：单昕艳  赵  楠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队员：陈吉星  侯亚琪  殷玉美      指导教师：张影侠  迟  平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队员：刘洁卉  李德婕  杨彩红      指导教师：岳明蕾 

  

二等奖（25 个） 

 

山东大学 

队员：魏  浩  肖亦辰  张  涵    指导教师：路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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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威海） 

队员：吕  莹  韩彩琼  李书瑾      指导教师：陈  剑 

中国海洋大学  

队员：徐  茜  王梦佳  李  娜      指导教师：吴连海  迟昊阳 

                                          甄  珍  

山东农业大学 

队员：王泽龙  江雨薇  张清华      指导教师：魏亚慧 

曲阜师范大学 

队员：王梓翰  解慧倩  姜泽文      指导教师：苗洪霞  

山东科技大学  

队员：宫玮成  刘烜均  胡美霞      指导教师：李淑娜  乔  杨 

青岛理工大学  

队员：张晓彤  任莉莉  李逸娴      指导教师：刘安庆 

山东财经大学  

队员：李希凤  侯颖格  吕  鹤      指导教师：盛明明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队员：刘世浩  李顾辉  于奕清      指导教师：孙翔宇  

泰山医学院 

队员：孟令芳  修秋凤  董素淼      指导教师：孔祥军  刘  静 

临沂大学  

队员：吕文荣  田茗阳嘉  张  雪   指导教师：李树军 

齐鲁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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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陈宏银  桑玉宁  唐璐瑶      指导教师：苏  睿  黄  玫 

菏泽学院  

队员：丁金钰  孙远晨  王亚茹      指导教师：韩艳君  侯龙真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队员：刘  莹  崔  靖  沙晓正      指导教师：官  波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队员：郭洪江  田尚云  蒋焕帅      指导教师：李  雯  孙  钊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队员：刘福磊  王利平  胡灿珍      指导教师：岳卫华  林  萍 

淄博职业学院   

队员：高  超  王小彤  张琳琳      指导教师：逄  伟  孟  刚 

朱琳琳  

东营职业学院 

队员：卢太帆  徐小燕  张  含      指导教师：王翠华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队员：路  康  孙  帅  乔  然      指导教师：孙圣雅  谢箫临 

王天爽  张子珍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队员：张天晴  梁  洁  丁  聪      指导教师：岳爱菊  吴静莹 

                                          张  萍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队员：徐  鑫  刘  琦  范紫怡      指导教师：张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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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队员：安  娜  范  琦  陈思雯      指导教师：王  灿  周  末 

                                          王  峰  李尚儒 

济南职业学院   

队员：刘小艺  盖晓晨  刘春静      指导教师：周颖萍  张  妍 

潍坊科技学院 

队员：李凯璐  刘媛媛  郑金一      指导教师：吴桂坤  刘秀艳 

山东华宇工学院 

队员：孙静钰  韩君侠  耿秋月      指导教师：李孟甲   

 

三等奖(35 个）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队员：黎梦雨  郝心舒  郑  雯      指导教师：杜文倩  韩  旭 

烟台大学 

队员：于  翔  欧阳瑞红  张焯然    指导教师：李  霞  王义利 

青岛大学 

队员：侯川美  李  珊  孙  岩      指导教师：唐伶俐   

山东中医药大学 

队员：辛  馨  李雪莹  蔡婷婷      指导教师：宋婧杰  李玉婷  

侯玉涛  

山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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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栾兆鑫  王  静  杨  洁      指导教师：李  霞  滕  亮 

济南大学 

队员：冉文翔  侯晨晨  薛  雪      指导教师：冯  晶  

鲁东大学 

队员：费浚哲 毕超汶  王  林      指导教师：孙  静  

青岛农业大学 

队员：罗海虔  颜梦婷  王  蓓      指导教师：王翠春  张利萍  

                                                刘  倩  

潍坊医学院 

队员：徐艳玲  陈美均  王阳阳      指导教师：高新义  郑德伟 

田桂香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队员：张海杰  裘舒雅  米月池      指导教师：褚丁庆  

山东体育学院 

队员：王  颖  吴慧杰 林  震       指导教师：王  琳 

山东工商学院 

队员：韩昌弘  刘  丽  李昱慧      指导教师：张同瑞  

山东警察学院 

队员：姜  乾  解佳霖  郑双彬      指导教师：李  丽  

山东政法学院 

队员：董  钊  王  烁  齐凤庆      指导教师：成永新  李晓晓   

蒋  琪  谢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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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学院 

队员：闫晓睿  孙梦瑶  曹梦洁      指导教师：于  园  公长伟                                 

靳  昕  孔祥武 

济宁学院 

队员：李忠昊  张  宇  李  静      指导教师：刘小玲  曹光海 

山东管理学院 

队员：高有生 高兴爱  李  敏      指导教师：胡秋蕾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 

队员：王琳琳  李美莹  李慧敏      指导教师：孟庆晓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队员：张  程  王爽爽  王  然      指导教师：田文冀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队员：吕莹莹  宋环玥  宋昭慧      指导教师：杭瑞珍  

烟台职业学院  

队员：马晓锐  李  悦  王潇悦      指导教师：谷绵绵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队员：刘凯森  冷浩杰  何宪甜      指导教师：周秋梅  刘会婷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队员：王玉山  颜川慧姿  谭玉洁    指导教师：张向民  张  静  

房丽娟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队员：郭  虎  胡其红  葛慧明      指导教师：庞亚男  王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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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欢欢  

临沂职业学院 

队员：王博凡  陈亚男  汪安焱      指导教师：王坤姣  谢荣慧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队员：刘  宁  张赢方  栾雪莲      指导教师：宋  玲  范  轶 

李金枝  张婷婷 

宋晓丽  

滨州职业学院 

队员：万  彩  侯金今  蔡爱敏      指导教师：张秀霞  王同军   

孟丽娟  吕  薇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队员：王嘉宁  陈明璞  王  琦      指导教师：赵  帅  楚丽蓉 

宋  莹  任祥华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队员：陆  悦  张  琪  刘  慧      指导教师：王建英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队员：姜  峰  乔  颖  赵朝冉      指导教师：王兆红  于  娜   

刘钊乐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队员：高明萱  马茜文  曹妮娜      指导教师：都  青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队员：张文琦  陈家惠  张平平      指导教师：孙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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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医药学院 

队员：王同乐  李文渊  赵晓霞      指导教师：井波然  于  蕊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队员：曹炜烨  高  明  宋雨婷      指导教师：于芳荣  李  媛 

潍坊工商职业学院 

队员：张  燕  王景芝  吕丽萍      指导教师：牛玉芳  宋  杰  

 

优秀奖（20 个）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队员：李怡乐  李佳琦  徐  晴      指导教师：刘玉宁  张  宁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队员：褚修远  郭树珊  邢晓飞      指导教师：鲍娜娜  李  彦  

山东建筑大学 

队员：生凯新  张  彤  郭凤芝      指导教师：张  姿  张庆强  

济宁医学院 

队员：林  烁  侯绪婧  陈美媛      指导教师：强  景   

山东交通学院 

队员：沈松峰  张鑫磊  陈志远      指导教师：陈朝霞  王  颉  

山东女子学院 

队员：刘娅妮  朱涵晔  陈  彤      指导教师：陈晓燕  

潍坊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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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徐  钰  杨瑞琪  陈  颖      指导教师：苑  莉  张  杰  

滨州学院 

队员：于泽亚  李  敏  季晓凤      指导教师：康纯佳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队员：孙志浩  张婕妤  逄媛媛      指导教师：焦迎娜  李  桐      

杨  丹  

山东职业学院 

队员：陈璨辉  刘晓雨  顾凡语      指导教师：张英莉  刘寅伯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队员：孙  敏  蒋  漫  王岚静      指导教师：周  瑜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队员：曹玉海  孙紫薇  王永梅      指导教师：王  鹏  马晓晴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队员：庞腾飞  苑琪涵  张  卉      指导教师：曲媛媛  张洁婷  

李文婷  梁政委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队员：王勇康  董豪瑞  陈玉涛      指导教师：侯颖丽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队员：高  赟  徐  菲  王  岩      指导教师：肖  雯  李慧慧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队员：姜雨宁  田新悦  王  聪      指导教师：崔树军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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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庞梦雨  刘  锦  殷文奎      指导教师：潘  虹  刘均万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队员：荣逸飞  聂友华  董  超      指导教师：王  娟  

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 

队员：李劲松  周立迅  秦花卉      指导教师：杜龙龙  

青岛黄海学院 

队员：任学敏  景  娟  侯婷婷      指导教师：刘阅伟  张冬梅  

 

二、十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明星微平台（10 个） 

 

山东理工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心理中心”微信公众号 

济南大学“向上青年”微信公众号 

聊城大学“心理 ABC”微信公众号 

临沂大学“临大心协”微信公众号 

山东警察学院“齐鲁警心”微信公众号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山工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微信公众号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心灵家园”腾讯微博 

淄博职业学院“孟刚强迫症”微信公众号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济宁职院心理健康中心”微信公众号  

滨州职业学院“心灵花海”微信公众号 

 

三、十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新活动（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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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开放日                                     山东大学 

“思无邪，颂有声”525心理健康周主题系列活动    中国海洋大学 

“母爱的艺术”心理健康教育特色活动              山东师范大学 

“站长时间”心理健康教育微讲座                  青岛科技大学 

校园班级心理活动设计大赛                       山东理工大学 

画知我意，意以表心                                  泰山学院 

“阳光你我 健康成长”学习能力提升训练项目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你身边的解忧杂货店”朋辈心理辅导活动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共建阳光“心”桥-德职朗读者开播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我为自己点赞——优势习惯大挑战                 滨州职业学院 

 

四、大学生心理情景剧短片 DV 大赛获奖名单 

（按成绩排序） 

 

一等奖（10 个）   

           

大学八年                          山东师范大学 

校园贷之贷来阴雨                  山东科技大学 

看不见的跟踪者                    青岛科技大学 

朵朵花开淡墨痕                    山东理工大学 

等你回来                          山东工商学院 

树荫下的我们                      齐鲁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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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奋斗中感受幸福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我的青春，奥力给                  滨州职业学院 

心灵深处的天堂                    青岛滨海学院 

囚鸟                              齐鲁医药学院 

 

二等奖（20 个） 

 

明天你好                          山东农业大学 

一程                              曲阜师范大学 

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              山东中医药大学 

变色龙                            青岛理工大学 

旋涡                              山东政法学院 

微笑的女孩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院 

破解幸福密码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那三个夏天                        山东职业学院 

药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承担让我们成长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危贷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绽放                              潍坊职业学院 

来自孤岛的少年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最初的相遇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宿舍门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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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一梦华胥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理想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裂缝中的阳光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得未曾有                          齐鲁理工学院 

 

三等奖（30 名） 

 

可惜没如果                        山东大学 

了不起的马小云                    山东大学（威海） 

念念记事本                        中国海洋大学 

诗自风中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愈                                烟台大学 

其实，我在你身边                  青岛大学 

我成为了你                        济南大学 

DEMONS                            聊城大学 

梦的原点                          山东建筑大学 

孤岛                              临沂大学 

追光者                            山东财经大学 

梦醒时分                          泰山医学院 

你本来就很好                      潍坊医学院 

让沟通为爱护航                    济宁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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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颂                            山东女子学院 

行者无疆                          潍坊学院 

一直对我好                        泰山学院 

最初的梦想                        滨州学院 

心的方向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心岛                              山东管理学院 

青春不留遗憾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以梦为马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面具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一念无明，一念永恒                淄博职业学院 

最美的弧度                        东营职业学院 

第二人生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情满五月天                        济南职业学院 

青春的蜕变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假如爱有天意                      青岛黄海学院 

梦想终究会开花                    潍坊工商职业学院 

 

五、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优秀论文评选获奖名单 

一等奖（30 个） 

 

大学生心理咨询现状与特点分析  

山东大学 曹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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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女大学生情绪管理现状及教育路径探析  

山东大学（威海）范蕊 

大学生学习倦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资本

的中介作用  

山东大学（威海）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陈剑 郝秀娟 

积极心理学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韩旭东 王青 

新媒体背景下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途径研究  

山东农业大学 尹红霞 王红菊 栗晓冬 赵银 魏亚慧 

硕士研究生的情绪智力与生活满意度：交往成败归因的多重中介作用 

山东农业大学 赵银 韩仁生 王红菊 尹红霞 魏亚慧  

"大学生自尊对个人评价的影响对思政教育工作的启示——基于人际

拒绝情境下的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纪念 

大学生孤独感与自杀态度的关系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宋婧杰 王志鹏 苏娜娜 

基于共词分析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山东科技大学 李淑娜 郭洪波 史璇 

大数据视角下大学生心理档案系统模型的构建与管理  

青岛科技大学 张玉 李海玲 王岳飞 

高校学生学校联结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学业情绪的中介作用和班

主任情绪劳动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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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理工大学 宋颖 董兰国 

大学生心理弹性的研究现状及教育启示  

山东建筑大学 周秀艳 张姿 

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青岛农业大学 张利萍 

大学生主动性人格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关系：成就动机的调节作用 

临沂大学 王亚超 

童年期心理虐待和忽视与攻击性的关系：宽恕的中介作用  

临沂大学 汪飞 相青 王逸尘 

大学生抑郁与情绪 stroop任务中认知加工偏向的相关性研究  

滨州医学院 王丽萍 顾辉 邵淑红 李春禄 

流动青少年的家庭功能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  

潍坊医学院 许婷婷 

生活事件对大学生焦虑、抑郁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济宁医学院 李文福 刘晓宇 张婉莹 许郡婷 

择业效能感在自立人格与医学生职业成熟度间的中介作用  

济宁医学院 赵维燕 刘翔云 

父母教育期望对大学生学业态度的影响：家庭义务感的作用   

滨州学院 王智超 康纯佳 

高校心理育人视域下的德育教育案例反思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孔芳 

羞怯与欺负：自我控制与容纳他人的多重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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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曹娜 

山东省高职院校大学生学习倦怠状况调查与分析  

淄博职业学院 逄伟 

职业院校大学生专业认同、学业自主性与学生管理策略研究  

烟台职业学院 韩艳艳 

“互联网+”背景下创新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学模式研究——基于“蓝

墨+微信公众号”双平台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高楠楠 吴静莹 岳爱菊 

《论语》君子人格及其对大学生健康人格培养的启示  

济南职业学院 孔令柱 

大学生创业者积极心理资本现状的调查研究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郑洪利 郑咏梅 张培喜 

信息化视野下高校学生组织“三自”功能建设刍论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郭彩华 

民办高校大学生学习拖延成因研究  

青岛滨海学院 杨柳 潘润 穆圣涛 

高校学生网络成瘾影响因素分析  

山东华宇工学院 李孟甲 侯建昌 

  

二等奖（50 个） 

 

大学生心理素质拓展训练评价体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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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刘倩倩 

绘画心理测验在大学生心理危机筛查中应用研究--以房树人测验为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赵小明 

基于人格动力理论下的 95后大学新生人格教育策略  

山东师范大学 武笛 

大学生心理咨询的“滴灌”和“漫灌”  

山东师范大学 刘爱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取社会支持中的刻板印象探析  

山东师范大学 张丹丹 

体验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方法探究  

烟台大学 薛红霞 

“MOOC+团体辅导”教学模式在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 

烟台大学 王义利 李霞 

大学生应对方式在自我效能感与抑郁情绪间的中介效应  

青岛大学 吴世珍 米振宏 孙仁城 

“互联网+”视域下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分析及其应对措施  

曲阜师范大学 苗洪霞 李林燃  

互联网+背景下加强高校朋辈心理辅导创新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 孙旭春 

导师与辅导员协同合作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的初探  

山东科技大学 侯超 解深洋 张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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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家校联合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研究  

青岛科技大学 李海玲 张玉 陈兵 王岳飞 

自我客体化与女大学生抑郁的关系研究：体重指数的调节作用  

青岛科技大学 王辰 刘跃宁  张玉 李雯雯 李海玲 王岳飞 

大学生感恩心理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青岛科技大学 张显全 刘跃宁 李雯雯 王辰 王聪 

美剧对大学生价值影响引导探析——基于受众心理分析  

青岛理工大学 刘奕 

大学生价值观心理生成及引导机制——基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山东理工大学 侯倩 刘东峰 秦伟伟 

积极心理学视阈下的高校学生创就业心理品质培育研究  

济南大学 杜艳 

园艺疗法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运用  

鲁东大学 宋韶彬 

《Coping with age-related negative emo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effect of music appreciation》  

山东财经大学 宋晓婉 

学生社团对大学生心理问题干预的效果研究——以泰山医学院大为例  

泰山医学院 孙琳婧  

我国医学生心理健康研究现状与热点分析   

泰山医学院 孔祥军 张洪涛 

基于 CHAID决策树的医学生宿舍人际关系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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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医学院 孟维静 高凯 王路阳 薛雯丽 王素珍 

积极心理学模式建构对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  

潍坊医学院 高新义 马景宇 艾旭峰 

当代医学生的心理压力来源及应对策略综述  

潍坊医学院 张霓 李翠帜 王馨蒙 张妍 楚巧鸿 阿桑 王海艳 

体育院校大学生恋爱心理特点的调查研究  

山东体育学院 孙燕平 于志远 

“丧偶式”育儿教育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山东工商学院 陈 宇 

鼓圈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情绪状况的即刻改善  

山东交通学院 王颉 

分离个体化理论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山东交通学院 陈朝霞 

从经济资助到心理援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健康成长  

山东女子学院 高莎莎 

辅导员视角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析  

滨州学院 赵琳 

互联网时代高校朋辈心理辅导模式构建初探——以菏泽学院为例  

菏泽学院 韩艳君 

一例抑郁、分裂样人格的心理动力学个案报告  

山东管理学院 朱敏 

高职高专在校护生人格特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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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焦颗玲 蒋继国 刘旬 田凤娟 

高职高专学生心理压力状况的调查及教育策略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王志江 王瑜 焦迎娜 张燕 

高校心理咨询实践中自体心理学理论的应用研究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陈浩 陈宪恩 

心理格板技术在大学生心理咨询中的应用——一例自残大学生的心

理咨询案例报告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素华 

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体系的构建  

枣庄职业学院 颜青 

浅谈论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邢瑞晓 

关于积极情绪干预提升大学生学习效果的探索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贾燕梅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当代高职生婚恋观调查及对策研究---以山东理

工职业学院为例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刘翊 

高职生自我控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以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为例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冯超群 张楠 王园 葛欢欢 伊霞 

在校大学生经济行为分析及心理危机预防——基于调查和校园个案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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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庞亚男 

高职生情绪管理现状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许翠娟 

大学生品格优势培养对策初探  

滨州职业学院 王同军 

巧用心理知识推进宿舍卫生管理长效机制建设---以济南职业学院为例  

济南职业学院 薛燕飞 李元建 

考试焦虑的研究及其发展现状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邵文洁 

“互联网+”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123”创新模式探析——与大学生

同向同行同进协同发展  

青岛滨海学院 李新纲 张艳 

民办高校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专业承诺与学习倦怠的关系研究  

烟台南山学院 宋理玲 

网络成瘾视角下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思考  

齐鲁医药学院 李琛 

团体辅导增强“佛系”大学生学习动力研究  

山东英才学院 于岩 姚亮 

 

三等奖（90 个） 

 

大学生自我同一性问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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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路翠艳 

从情绪发展理论看“空心病”的早期形成和预防  

山东大学 高媛媛 

关于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体系中人际沟通方面的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王佳 

赋能：高校辅导员心理育人的新探索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李爱华 

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浅谈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郝秀娟 马海鹰 刘健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农业院校外语类新生情绪适应障碍探究  

山东农业大学 黄思华 孙慧敏 栗晓冬 李娜 

探析高校心理类社团建设的问题及对策  

山东农业大学 侯文华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创新模式的探析—以山东农业大学经管学院二级

心理辅导站为例  

山东农业大学 贾元义 吴彩云 

新时代高校“五位一体”的心理健康育人体系构建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李志亮 褚丁庆 

大学生“王者荣耀”游戏情况现状调查及其原因解析  

烟台大学 刘金虎 李恩泽 

试论中华传统美德对构建高校和谐校园的启示  

青岛大学 唐伶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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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心理健康与校园攻击行为的关系  

青岛大学 赵炜 

城市空巢老人养老需求差异分析与对策  

青岛大学 米振宏 牛荣华 

家庭治疗在大学生交际障碍干预中的运用  

曲阜师范大学 李素芳 

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校园贷现象分析及教育对策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 侯萍萍 

积极心理学视阈下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路径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 陈学宁  

中医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际关系与述情障碍、人格特征的关系  

山东中医药大学 苏娜娜 宋婧杰 

大学生心理求助污名化研究  

山东科技大学 郭婷 

浅谈以学生为主体的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建设  

山东科技大学 王文鑫 

高校朋辈心理辅导体系成员培养措施初探——以山东省某高校朋辈

心理辅导体系建设为例  

山东科技大学 乔杨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探析  

青岛理工大学 化磊 

大学生非理性网络消费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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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理工大学 王晓冬 周婕 

高校毕业生就业功利化心理分析及引导路径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 周丽妲 

基于对分课堂模式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济南大学 弋媛 张晶 

基于数字化建设思维的”心理通”应用创新实践  

济南大学 刘晓彤 

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适应问题探析  

山东建筑大学 吴高璇 杨菁 于泽华 宋春苗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高校辅导员创新能力研究——基于一例突发

性大学生心理危机案例的思考  

鲁东大学 朱爱珍 郭帅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临沂大学 吴建章 

高校贫困生“心理贫困”现状与对策的研究  

临沂大学 马腾腾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生命教育的有效路径探析》  

山东财经大学 王坤 于栋 钱建磊 

《大学生失恋后心理体验及辅导调适对策研究》  

山东财经大学 盛明明 

网络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探析  

齐鲁工业大学 孙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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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化与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  

泰山医学院 李颜 

高校抑郁障碍学生调查分析报告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李翠华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王晓琼 

浅谈心理咨询与普通体育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融合  

山东体育学院 马锴 

互联网+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健康路径研究  

山东工商学院 李海兆 

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山东工商学院 周胜林 赵纪新 

警校新生积极心理资本调查及提升策略  

山东警察学院 朱晓文 丁文俊 

公安院校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现状分析及解决措施  

山东警察学院 李丽 丁文俊 程亮 王成义 胡邱 王菲 

新媒体环境对大学生朋辈心理互助的影响与模式探索  

山东政法学院 李晓晓 成永新 

积极心理学取向下高校学生精神创伤应对机制的行动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 杨珺 

高校辅导员参与曾留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路径探究  

德州学院 李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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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形式的创新  

潍坊学院 马永生 

新时期大学生职业心理教育体系的缺失与构建  

泰山学院 颜秀红 张娟 

浅析高校音乐类专业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心理健康教育策略  

泰山学院 陈淑萍 张娟 颜秀红 

关于高校学生干部心理状态的研究与分析  

泰山学院 刘彬 陈淑萍 颜秀红 

基于微信平台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构建—以枣庄学院为例  

枣庄学院 徐敏 于园 

新时代需要层次理论视域下大学生择业压力及应对策略研究  

枣庄学院 朱海荣 

新媒体背景下地方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构  

菏泽学院 韩雪 李静芳 许腾 初汉平 

基于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思考  

菏泽学院 王庆林 

“95后”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  

济宁学院 马京 

感恩视角下提升大学生幸福感的路径思考  

济宁学院 刘小玲 

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及改善对策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郭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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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心理干预在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应用--基于学生工作案例分析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潘保丽 

高校辅导员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现状探索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赵青 

专科医学生创业心理障碍“1+4”干预体系的构建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王雪 李芳 

高职院校学生手机依赖的心理成因分析及干预机制研究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苏杰 

基于“三个自我”理论的强迫症团体心理工作坊研究——以淄博职业

学院为例  

淄博职业学院 朱琳琳 

积极心理学视阈下的学生职业品格培养研究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阎晗 

关于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的融合研究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裴娟 

浅议三种心理效应对班级管理的启示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史菲菲 

森田疗法在心理咨询中的应用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王华刚 

心理学视角下高职学生宿舍人际关系调整策略研究  

东营职业学院 韩金儒 

从心理学角度浅析高职生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原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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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郑丽楠 

关于如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破心理 “笼子”解决大学生手机成

瘾问题的深度思考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郑磊 

团体辅导改善高职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的对策研究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张俊霞 岳爱菊 吴静莹 

基于互联网的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司申丽 王灿 王峰 

新时期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石斐 

高校毕业生压力应对团体辅导实证研究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李元薇 杨巍巍 霍焱 

新疆、蒙古籍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及民族人才培养对策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霍焱 

论心理成长过程中的“超人”与“恶魔”效应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迟平 

MOOC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创新探索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赵晶 

积极心理学理念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探赜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潘建飞 

焦点解决模式在高校学困生心理辅导中的应用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吕亭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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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理念下的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特色课程建设初探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尹海兰 郑洪利 鞠晓辉 

基于某高职新生心理普查数据的心理危机预防机制探析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楚丽蓉 

独立学院教师角色定位与心理健康维护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刘芳 张磊 

大学生家庭德育对高校立德树人的影响及优化措施探析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孟扬 张明月 

高校班级心理委员制度建设中的问题与思考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岳明蕾 

基于公寓平台探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新思路——以青岛滨海学

院为例  

青岛滨海学院 宋爱君 

潍坊科技学院 2017级大一学生心理健康状况（UPI）调查报告  

潍坊科技学院 刘秀艳 

高校医学生实习心理压力来源与对策分析  

齐鲁医药学院 任云凤 徐龙  

民办高校 95后大学生手机依赖心理对学业的影响调查分析及调试建议 

齐鲁医药学院 杜启翠 厉成晓 

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影响因素及其调适路径研究 —以青岛市民

办高校为例   

青岛黄海学院 张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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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对大学生焦虑情绪的影响  

齐鲁理工学院 李娇 颜寅龙 高阳 

马克思人本思想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山东华宇工学院 张立峰 王桂伟 马安会  

大学新生心理健康问题及对策探析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  

山东现代学院 李文洁 杨秀 

新时代家庭环境对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探究  

山东现代学院 卜宪洁 

感觉寻求与青少年烟酒使用的关系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于芳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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