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学    

代码：0402 

一、培养目标 

1、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

观，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具有集体主义观念；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

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 具有坚实的心理学基本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心理学理论发展的最新动态

及其应用前景；掌握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掌握心理学专业技能；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

能阅读心理学的外文资料，具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创新精神，具有良好的从事心理学科学研究的

基本能力；能独立运用心理科学研究的方法进行科研工作，毕业后能胜任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

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二、学习年限 

心理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 3 年。在规定基本年限内，未达培养要求的，

可以申请延长学习年限，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 1 年。延长期满仍未完成学业者，按退学处理。延

长学习年限的学生须按学年交纳延长期学费。 

三、研究方向 

1、健康心理学 

以创新的视角对心理教育与咨询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化与变革，探讨如何通过心理学的手段和

方法促进大众的心理健康水平，开发大众心理潜能和创造力，体现出很强的应用特色。 

2、学校心理学 

对学生的各种问题行为进行研究，通过评价、诊断、咨询、干预、预防等手段，帮助教师、

学生和家长认识和解决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为学生创造有益于身心健康发展的环

境。 

3、管理心理学 



从个体、群体、组织和社会等多个层面，探讨个体及群体的社会心理、社会心态、社会行为

状况及其形成和作用机制。研究过程与社会生活、管理实践紧密衔接，体现出很强的应用性特色。 

4、社会性发展与评价 

对影响儿童、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研究与评价，将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研究与心

理健康教育与辅导的研究相结合，探索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规律与特点。 

四、课程设置 

1、课程设置（参见附表“教学进度表”） 

2、补修课程 

以同等学历入学和跨专业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必须补修 2-4 与本学科相关的本科生核心课程。

可从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心理统计学、心理测量学六门课程中

选择。补修课程不记入学分。 

五、专业实践和学术活动 

1、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包括科研实践和教学实践两部分。科研实践包括参加社会调查、承担校内外的科研、

设计、调研、咨询、技术开发和服务等活动；教学实践应在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指导下，为本

科生讲授和辅导一些课程，也可指导本科生实验和课堂讨论，指导本科生实习，辅导本科生毕业

论文等。科研实践、教学实践一般不应少于 18 学时，专业实践达到规定要求给予 2 学分。 

另外，专业实践的其他规定见《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办法》，符合规定的，按

规定要求记专业实践学分。 

2、学术活动 

要充分利用我校以及其它国内外学术交流机会，为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创造条件，

积极开展内部定期学术交流。学术活动包括举办个人学术报告、文献报告，参加学术报告会、学

术前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暑期学校等。硕士生在学期间应参加10次以上（其中2次为跨

二级学科）的学术活动，其中，校外学术活动至少1次。要求每次活动须写出不少于500字的小结。

学术活动达到规定要求的记2学分。要求填写“硕士生参加学术活动记录”，经导师签字后自己留



存，申请答辩前交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记载成绩。 

六、学位论文 

（一）论文选题 

要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应和导师的科研课题相结合，鼓励选择为地方社会经济发

展服务的课题；要密切关注国内外有关方面的研究动态，应站在国内、外研究的前沿，把握发展

趋势；论文的主要内容要有自己的创新点。进行论文选题时，要做好准备工作，对所采取的主要

措施要心中有数，以确保学位论文按时、高质量完成；确定论文题目时，必须对预期达到的研究

成果有详细的说明，经过努力，要达到预期的研究目的。 

（二）论文开题 

硕士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了解本课题研究

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攻方向及预期目标，确定技术路线，认真撰写开题报告。

确定研究课题和作开题报告，须经导师审核同意，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应由培养单

位组织公开进行。 

（三）预答辩 

预答辩是对硕士生学位论文提交正式审核之前，所在培养单位和导师对即将毕业硕士生的学

位论文所做的最后一次自我把关。其主要目的是对该学位论文是否已经达到本学科对硕士学位论

文的水平要求进行自我诊断，尤其是对该学位论文的论据(包括实验、计算、模拟等结果及有关引

用情况)的真伪、可靠性等进行甄别和把关。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应由导师主持，指导小组成员和

本学科专家参加，也可根据需要邀请校内外其他专家参加。 

（四）论文评阅 

导师和培养单位提出熟悉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内容的专家名单，从中确定 2 人评阅论文。评

阅人中至少有一位是山西大学及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同行专家。研究生院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

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匿名评审。 

（五）论文答辩 

在校期间，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必须发表一篇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文科刊物级



别应为《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CSSCI）》（含来源期刊，扩展版期刊，集刊及相关学科增补

期刊），注：1、不包括书评、通讯、会议综述等非学术性文章和发表在杂志增刊的论文及国际会

议论文；2、作者署名单位必须是山西大学，研究生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研究生第二作者。 

学位论文答辩一般在最后一个学期末进行。参照《山西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规定》进行。

学位论文完成后，须经导师审核同意，方可申请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应由 5—7 人组成，至

少应有 1—2名校外专家担任。经答辩符合要求者，可建议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

业证书；不符合要求者，应让其在半年或一年内加以修改，重新答辩。 

七、必读书目和主要学术期刊 

教学过程中需要将以下指定的文献阅读纳入课程考试范围进行考核；通过文献讨论班、读书

报告、或结合学位论文选题的开题论证报告等方式进行考核。 

（一）必读书目 

研究方法： 

1. 陈向明著（2000）.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教育科学出版社: 北京. 

2. 郑日昌等著（1999）. 心理测量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3. 金瑜主编（2001） .心理测量.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 

4. 舒华著（1994）. 心理与教育研究中的多因素实验设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 

5. 郭志刚主编（1999）.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 软件应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6. 张厚粲，徐建平著（2003）. 心理与教育统计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 

7. 张文彤著（2004）. spss 统计分析基础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8. 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著（2004）.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 教育科学出版社: 北京. 

9. 张雷，雷雳，郭伯良著（2005）. 多层线性模型应用. 教育科学出版社: 北京. 

10. 刘红云，张雷著（2005）. 追踪数据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教育科学出版社: 北京. 

11. 辛涛著（2010） . 回归分析与实验设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 



12. [加拿大] 斯塔诺威克著，范照等译（2010）.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 

13. [美]Annabel Ness Evans、Bryan J.Rooney 著，周海燕译（2009）.心理学研究方法. 中国轻工业

出版社: 北京. 

14. 董奇（2010）.心理学研究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 

15. [美]劳伦·斯莱特著， 郑雅方译（201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经典版）.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北京. 

16. [美]坎特威茨等著，杨治良等译（2001）.实验心理学-掌握心理学的研究. 华东师大出版社: 上 

海.  

17. [美]罗杰·霍克，白学军等译（2010）.改变心理学的 40 项研究.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18.  David M.Buss 等著，熊哲宏等译（2010）.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 华东师大出版社: 上海. 

19. [美]贝尔等著，王建军等译（2004）.神经科学-探索脑.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20. 罗跃嘉（2006）.认知神经科学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21. 魏景汉、罗跃嘉（2010）.事件相关电位原理与技术. 科学出版社: 北京. 

22. 高兵著（2010）.跨文化心理学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 

23. 王宏印著（2007）.跨文化心理学导论.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 

24. 叶浩生著（2012）.20 世纪心理学名著导读.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 

25. 杨鑫辉著（2012）.西方心理学名著提要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南昌. 

发展与教育方向： 

1. [美]理查德•格里格等著，王垒等译（2003）. 心理学与生活.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2. [美]詹姆斯•O•卢格著，陈德民等译（1996）. 人生发展心理学. 学林出版社: 上海.   

3. [美] 罗伯特•菲尔德曼著，苏彦捷等译（2007）. 发展心理学——人的毕生发展. 世界图书出版

公司: 北京. 

4. [美]劳拉·E﹒贝克著，吴颖等译（2007）.儿童发展. 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 



5. [英]朱丽娅•贝里曼等著，陈萍等译（2000）.发展心理学与你.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6. [美] 劳拉•贝克著，桑标等译（2009）. 婴儿、儿童和青少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7.  [美]简•卢文格著，韦子木译（2009）.自我的发展.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 

8. [瑞士] 皮亚杰著，王宪钿等译（1996）. 发生认识论原理. 商务印书馆: 北京. 

9. [英]迈克尔·西戈（2001）. 儿童认知发展研究-一种新皮亚杰学派观. 四川教育出版社: 成都. 

10. [美]埃里克森著，孙名之译（1998）. 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 

11. [美]艾里克·马施著，孟宪璋等译（2004）. 儿童异常心理学（第 2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

州. 

12.  [美]埃里克·马什 ，戴维·沃尔夫 著 徐浙宁 ，苏雪云译（2009）. 异常儿童心理（第 3 版）.上

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13. [美]Raymond gmitenberger 著, 石林等译（2004）. 行为矫正——原理与方法. 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 北京. 

14. 林文正著（1998）.儿童行为的塑造与矫正.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京. 

15. 孟昭兰著（2003）.婴儿心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16. 李丹主编（1987）.儿童发展心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上海. 

17. [美]阿妮塔·伍德沃克著（2003）. 教育心理学（第八版影印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18. [美]Robert J.Sternberg 著，张厚粲译（2003）.教育心理学 .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 

19. [美]Robert E.Slavin 著，姚梅玲译（2004）.教育心理学.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20. [苏]维果茨基著，龚浩然等译（2003）.教育心理学 . 浙江教育出版社 : 杭州. 

21. 韩进之主编（1989）.教育心理学纲要.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22. 李伯黍等（1993）.教育心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上海. 

23. 邵瑞珍（1997）. 教育心理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 

24. 皮连生（2004）.教育心理学（第 3 版）.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 



25. 刘华山、郭永玉主编（2004）.学校教育心理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 

26. 张春兴（1994）.教育心理学—三化取向的理论与实践. 东华书局: 台湾. 

27. H．C．林格伦（1994）.课堂教育心理学.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 

28. 班尼（1986）.教育社会心理学.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 

29. 冯忠良（1992）.结构定向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 

30. 皮连生（1998）.知识分类与目标导向教学—理论与实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 

31. 皮连生（2000）.智育心理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32. 张庆林主编（1995）.当代认知心理学在教学中的应用.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 

33. 吴庆麟（2000）.认知教学心理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 

34. 章志光（1993）.学生品德形成新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 

35. 陈会昌（2004）.道德发展心理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 合肥. 

36. [苏]克鲁杰茨基（1983）.中小学数学能力心理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 

37. Martin V．Covington 著（2002）.学习障碍的消除策略.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 

38. Vemon．F．Jones（2002）.全面课堂管理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 

39.  Linda Cambell 等著（2001）.多元智能教与学的策略.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 

40. 闫国利，沈德立（2004）. 阅读发展心理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 合肥. 

41. A．班杜拉等著（2003）.自我效能：控制的实施.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 

应用心理学方向 

1. 林崇德主编，张日昇著（1999）. 咨询心理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2. [美] Gerald Corey 著，石林等译（2004）.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及实践.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  



3. Reynolds, Gutkin,Eiliot, Witt(1984). School psychology, Essential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Newyork:John Wiley Sons,Inc 

4. 徐光兴著（2000）.学校心理学——心理辅导与咨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 

5. 林崇德，辛涛，邹泓著（2004）. 学校心理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6. Sharf,R.S.著，董建中译.（2009）.心理治疗与咨询理论：概念与案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 

京. 

7. [美]A．E．Ivey 著，阳琪译（2009）.咨商与心理治疗—技巧、理论与练习. 台湾桂冠图书公司:  

台湾. 

8. [美]Ivey,A.E.,D，Andrea,M.汤臻等译（2008）.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 世界图出出版公司: 北京. 

9. 郑日昌，江光荣，伍新春（2006）.当代心理咨询与治疗体系.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10. 江光荣著（2005）.咨询心理学的理论与实务.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11. 钱铭怡（1994）.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12. 吴武典（1999）.社会变迁与辅导. 台湾心理出版社: 台湾. 

13. 林朝夫著（2003）.偏差行为辅导与案例分析.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 

14. [美] 帕特森（Patterson,J）著，方晓义等译（2004）. 家庭治疗技术.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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