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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

2019 年学术年会议程
[2019 年 12 月 15 日，中央财经大学学术会堂]

时 间 议 程 主持人
地点

参与者

9:00-9:10

开幕式

开幕式

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辛自强教授致辞

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贾玉革教授致辞

陈 钰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与心理学院

党委书记

学术会堂

202 报告厅

全体师生

来宾
9:10-10:30

主题报告

主题报告

时间：9:10-9:50

报告人 1：王 芳（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

报告题目：从“相亲鄙视链”到“密集型”育儿：关系流动性

与经济不平等的作用

时间：9:50-10:30

报告人 2：肖 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报告题目：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与深层困境

丁志宏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与心理学院

副院长、副教授

10:30-10:45 合影及休息

10:45-12:00

先锋论坛

先锋论坛主题：基层社会治理的技术路径

对谈嘉宾：

王 芳（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

肖 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辛自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

孙 铃（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方 舒（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李国武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与心理学院

副院长、教授

学术会堂

202 报告厅

全体师生

来宾

12:00-13:00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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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议 程 主持人
地点

参与者

13:45-17:10

专题研讨会一

专题研讨会一 金融与财政社会学论坛

主持人：艾 云（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开 场 会议召集人艾云介绍与会学者、致辞

时间：13:45-13:50

报告人 1：何晓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金融素养、社会资本与农户创业

时间：13:50-14:10

报告人 2：赵思博（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

发言题目：风险偏好、借贷参与和创业行为——基于中国家庭

金融调查（2015）的经验证据

时间：14:10-14:30

评 议：庄家炽（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

时间：14:30-14:40

提问与讨论

时间：14:40-14:50

报告人 3：向静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发言题目：互联网金融的地方治理困境：一个多层制度分析框

架

时间：14:50-15:10

报告人 4：张樹沁（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

发言题目：金融技术的社会关系结构——以 P2P 网贷平台为例

时间：15:10-15:30

评 议：程士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

时间：15:30-15:40

提问与讨论

时间：15:40-15:50

茶 歇

时间：15:50-16:00

报告人 5：张云亮（西南财经大学应用社会学系讲师）

发言题目：家庭负债与儿童学业表现——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2010）的证据

时间：16:00-16:20

艾 云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与心理学院

副教授

学术会堂

702 会议室

全院师生

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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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议 程 主持人
地点

参与者

13:45-17:10

专题研讨会一

报告人 6：丁冉冉（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研究生）

发言题目：居民借贷用途与借贷渠道的城乡差异研究--基于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的经验证据

时间：16:20-16:40

评 议：王修晓（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时间：16:40-16:50

提问与讨论

时间：16:50-17:00

总 结：李国武（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

时间：17:00-17:10

艾 云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与心理学院

副教授

学术会堂

702 会议室

全院师生

自由选择

13:30-16:30

专题研讨会二

专题研讨会二 人口与发展论坛

主持人：丁志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开 场 会议主持人丁志宏介绍与会学者、致辞

时间：13:30-13:40

报告人 1：李 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中国网络大众生育态度倾向变迁——兼论舆情大

数据在人口学中的应用

评议人：孙薇薇（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时间：13:40-14:10

报告人 2：盛亦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空间格局及机制

——基于网络分析法

评议人：张现苓（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

时间：14:10-14:40

报告人 3：孙薇薇（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社会支持如何提升农村老年心理健康？——

社会支持类别、支持满意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

评议人：李 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时间：14:40-15:10

茶 歇

时间：15:10-15:20

丁志宏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与心理学院

副院长、副教授

张现苓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与心理学院

讲师

学术会堂

606 会议室

全院师生

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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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议 程 主持人
地点

参与者

13:30-16:30

专题研讨会二

报告人 4：赵思博（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

发言题目：家庭资本视角下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

生活满意度研究

评议人：盛亦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

时间：15:20-15:50

报告人 5：哈布尔（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研究生）

发言题目：社会空间视域下农村陪读老人问题研究

——以内蒙古巴林右旗陪读老人为例

自由评议

时间：15:50-16:20

总 结：张现苓（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

时间：16:20-16:30

丁志宏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与心理学院

副院长、副教授

张现苓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与心理学院

讲师

学术会堂

606 会议室

全院师生

自由选择

13:30-17:00

专题研讨会三

专题研讨会三 文化生态心理学论坛

主持人：赵 娜（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开 场 会议召集人赵娜介绍与会学者、致辞

时间：13:30-13:40

报告人 1：任孝鹏（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发 言 题 目 ： An integrated ecological approach to mapping

variations in collectivism within China: Introducing the

Triple-Line Framework

时间：13:40-14:10

报告人 2：张红川（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看文化心理学研究

时间：14:10-14:40

报告人 3：韦庆旺（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系副教授）

发言题目：基于阶层的社会心态调节与文化变迁适应

时间：14:40-15:10

茶 歇

时间：15:10-15:30

报告人 4：吴胜涛（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发言题目：Retooling cultural analysis in the globalizing era:

Ec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mismatch in migration, social

class, and population diversity

时间：15:30-16:00

赵 娜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与心理学院

副教授

学术会堂

604 会议室

全院师生

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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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议 程 主持人
地点

参与者

13:30-17:00

专题研讨会三

报告人5: 谭旭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发言题目：多维度获得感的建构与检验

时间：16:00-16:30

总结与综合讨论

时间：16:30-17:00

赵 娜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与心理学院

副教授

学术会堂

604 会议室

全院师生

自由选择

13:30-17:00

专题研讨会四

专题研讨会四 情绪与决策研究论坛

主持人：孙 铃（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开 场 会议召集人孙铃介绍与会学者、致辞

时间：13:30-13:40

报告人 1：刘聪慧（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发言题目：自豪与社会地位：自评、朋友评价和陌生人评价

时间：13:40-14:10

报告人 2：古若雷（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

发言题目：Reconsider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rait anxiety

and decision-making

时间：14:10-14:40

报告人 3：窦东徽（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空间距离与物品拟人化的关系

时间：14:40-15:10

报告人 4：吕杰妤（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

发言题目：Empathy and cooperation: Ameta-analysis

时间：15:10-15:40

茶 歇

时间：15:40-15:50

报告人 5：李丹枫（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

发言题目：Fluid intelligenc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the Iowa

Gambling Task in children

时间：15:50-16:20

报告人 6：杜晓鹏（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研究生）

发言题目：敬畏情绪对炫耀性消费的影响：小我的中介作用

时间：16:20-16:40

报告人 7：丁书恒（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研究生）

发言题目：恢复性环境对冲动决策的影响：接触方式和积极

情绪的作用

时间：16:40-17:00

孙 铃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与心理学院

副教授

学术会堂

603 会议室

全院师生

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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