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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会成立 

 

2015 年 1 月 10 日，在深圳大学召开广东省认知

科学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会代表大会，本次会

员代表大会参会人数共计 69 人，来自广东省内的深

圳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汕头大学、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深圳市康宁医院、

深圳市瀚翔生物医疗电子有限股份公司等单位。学

会筹备组负责人罗跃嘉教授介绍筹备情况；投票选

举确定组织机构的成员（会长、副会长、理事、秘书

长、监事），大会对章程草案、内部管理制度采用无

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会议主持人张健教授宣读《广

东省认知科学学会选举办法》，会员大会表决通过《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选举办

法》，现场通过本次选举监票人、计票人，有效票 69 份。会员大会表决审议通

过《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章程草案》和《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管理制度》，学会

无分支代表机构。会长代表学会向全体会员公告会议结果。 

中国认知科学学会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是继四川省认

知科学学会成立的第二家省级认知学会。学会汇聚广东省的认知科学专家，她的

成立将大大促进广东认知科学研究与应用的发展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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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会简介 

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是由广东省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医学工作者组成的

公益性、学术性社会团体，于 2015 年 2 月由广东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目前，广

东省认知科学学会的会员来自广东省的数十家高校、科研院所、医院和企业；名

誉会长为华南师范大学莫雷教授，会长为深圳大学罗跃嘉教授。 

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的宗旨是召集广东省广大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医学

工作者，开展认知科学相关的学术活动，加强学术研究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交

流，以促进认知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学会经营范围是开展认知科学理论研究，经

验学术交流，讲座培训，咨询业务，技术服务，刊物出版，开展相关公益活动。 

 

本会主要围绕认知科学学科及相关领域开展以下业务活动： 

(一)  积极组织广东省认知科学学科的学术交流活动；推动自主创新；组织、

促进相关学科间的渗透和协作； 

(二)  开展国际认知科学学术交流活动，发展同国外认知学科工作者及团体

的友好联系； 

(三)  编辑出版认知科学学术书刊； 

(四)  普及认知科学知识； 

(五)  围绕我国认知科学学科发展，积极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配合或协同

有关门研究、解决有关认知科学的课题，提出合理化建议。反映认知科

学工作者的意见和要求，维护认知科学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六)  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认知科学学科发展的需要，密切注意国际认知科

学学科的发展趋势，举办各种培训班、讲习班或进修班，努力提高会员

的学术水平； 

(七)  接受委托，承担认知科学项目的论证评估；组织评论认知科学的研究

成果，积极发现、培养人才； 

(八)  承担和组织认知科学领域文献和标准的编审。 

 

 

三．学会组织机构 

经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投票选举，组成学会

第一届理事会。以下人员当选学会理事、常务理事、秘书长、副会长、

会长；会员代表大会推举莫雷教授为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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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名单 

 

1、 理事（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琦（华南师大）、高定国（中山大学）、关青（深圳大学）、黄瑞

旺（华南师大）、李红（深圳大学）、李维平（深圳二院）、李远清

（华南理工）、刘铁榜（深圳康宁医院）、刘新（中科院先进院）、

刘耀中（暨南大学）、隆晓菁（中科院先进院）、罗跃嘉（深圳大

学）、莫雷（华南师大）、曲琛（华南师大）、潘静（中山大学）、

荣晗（深圳康宁医院）、沈比先（深圳南山医院）、谭力海（深圳大

学）、王穗萍（华南师大）、王优（南方医大）、位照国（深圳康宁

医院）、徐锋（深圳瀚翔）、杨万章（深圳南山医院）、叶浩生（广

州大学）、肖壮伟（汕头二院）、徐志坚（广东省政府）、张丹丹

（深圳大学）、张健（深圳大学）、张丽娟（中科院先进院）、张小

远（南方医大）、郑海荣（中科院先进院）、周欣悦（中山大学）、

周曙（南方医大） 

2、 常务理事（以姓氏拼音为序） 

李红、李维平、李远清、刘铁榜、刘耀中、罗跃嘉、莫雷、沈比

先、谭力海、肖壮伟、叶浩生、张健、郑海荣、周曙、周欣悦 

3、 秘书长：张健 

4、 副会长：刘铁榜、谭力海、李维平、郑海荣、周欣悦 

5、 会长：罗跃嘉 

6、 名誉会长：莫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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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会 Logo 简介 

LOGO 以“圆形”为基本元素进行设计，由三个不同大小的圆构成，圆形向

外逐渐扩大象征着学会不断壮大，立足广东，影响全国。 LOGO 中心使用人的

大脑作为元素，从学会的研究核心出发。使用 Cognitive Science 的首字母 C S 进

行设计，一笔画常被认为是锻炼认知和空间表现能力的极佳方式，与本学会立足

研究人类脑科学奥秘的宗旨暗合。本 LOGO 设计采用中国画特有的一笔画法。

用流畅的线条表达形式，使得整体意象简洁、圆润。 整个标志简洁，易于记忆，

视觉冲击力强，学会属性突出。颜色上沿用我们官网的酒红色，加上圆形印章状，

能给人一种权威、专业、科学的感觉。 

 

学会网址：http://www.cognscig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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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会人物 

名誉会长 莫雷教授， 1988 年在华南师范大

学获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1993 年破

格晋升教授，1988 年 3 月至今在华南师范大

学任教，历任心理学系系主任，校长助理，

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同时担任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生导师组组

长，国家重点学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学术

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南

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级名

师。  

莫雷在学术界担任各种重要职务，曾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教育部社科委员，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人事部博士后

流动站评审委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评审专家等职务。  

莫雷主要研究领域是学习心理，包括两大研究方向：一个方向是语言认知，

另一个方向是类别学习与问题解决。近十年来，他完成或正在主持 20 多项国家

级、省部级重点科研课题，包括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 项(经费 50

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

金团队项目 1 项(经费 140 万)。在科研成果方面，莫雷出版了学术著作 30 多部，

发表研究论文 300 多篇，其中作为第一作者在国际公认的自然科学顶级学术刊物

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重要论文 2 篇，并在《Human Brain Mapp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等高影响因子的 SCI，SSCI 国际

心理学权威刊物发表论文 20 多篇，在国内最权威的心理学刊物《心理学报》发

表 60 多篇，在国内 CSSCI 心理学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近 200 多篇。获得第五届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三

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广东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10 多项省部级优秀成果奖，同时获得第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在人才培养方面，莫雷指导的博士生的博士论文分别在 2002 年与 2011 年获

批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2 年，王穗苹；2011 年，王瑞明），两名博士生

在 2007 年、2009 年获得广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莫雷是国家精品课程《教育心

理学》的负责人，国家级教学团队《教育心理学》团队带头人，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负责人，2004 年、2008 年连续两届获得广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由于教学成绩突出，莫雷曾获第二届“霍英东教育基金高校青年教师奖”，首届“曾

宪梓教育基金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优秀教师奖”，2007 年获得教育部第三届高等学

校教学名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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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罗跃嘉，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深圳大学脑疾病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情

绪与社会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2003)，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2004)，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1999)。目前当选为国际社会神经科学学会(SSN)

理事及中国分会会长、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会

士(APS, Fellow)，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会长、中

国心理学会理事、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理事、中国

认知科学学会理事；《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

副主编，《心理学报》、《心理科学》、《中国

心理卫生杂志》、《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编委；

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技奖励办、国

家科技部、教育部、中组部评审专家，国家、教育部、省市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

等数十项国内外学术兼职。主要从事情绪与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目前

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先后负责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基金委重点

项目 2 项、科技部 973 课题、支撑计划项目、中科院重要方向项目、中科院百人

计划、教育部创新团队等重点项目 10 余项，主持总经费 3200 万；主要从情绪与

认知的相互作用及其脑机制，具体在表情加工的认知神经机制、焦虑对决策的影

响及其神经基础、情绪与认知研究技术的创新与推广等三方面展开研究，探讨了

情绪与认知功能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神经机制，形成了一批标志性研究成果：提

出了表情加工的三阶段理论假说，阐释了面部表情加工的神经基础，揭示了文化

差异可能导致不同的情绪表情加工方式；初步阐明了焦虑对于决策影响的神经环

路，研究修正了“公平认知的情绪模型” 这一主流学说，揭示了人际动机在公平

决策中的作用；研究表明认知重评可能改变了结果评价的认知资源分配，探讨了

情绪冲突的控制机制是与执行功能直接相关，为情绪障碍的临床诊治提供了理论

基础和技术手段；建立了中国情绪材料数据库（6 套），在国内外广泛应用，研

究成果应用于我国神九、神十航天工程，采用了多种脑电分析新技术，主要包括

脑电节律的动态特性时频分析、脑电的主成分分析、独立成分分析，单试次分析

等，发表 Science 特刊等学术刊物，对于 EEG/ERP 数据挖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

值。另外，建立了视觉空间注意的分级研究范式并不断完善，阐明了视觉搜索的

早期调节机制；在顿悟、思维、想象、数字加工与汉语认知等方面也有一些新的

发现；在我国脑电与 ERP 技术的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与推广方面具有广

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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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会长：刘铁榜，主任医师，教授，

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深圳市康

宁医院院长、深圳市精神卫生研究所

所长，研究生导师，目前兼任中华医

学会精神病学会分会全国常委、中国

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全国常委，

中国神经科学会精神医学专业委员

会常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

医学分中心执行委员，广东省精神病

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心

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深圳市医学会

精神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深圳市心理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

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评审专家、《中华精神科杂志》编委，卫生部《中

国精神障碍防治指南》工作组成员。从事精神医学临床、科研、教学、预防保健

及医院管理工作二十余年，曾留学日本国立精神神经中心，发表国内外学术期刊

论文近百篇，主持多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省市科

研课题，主编多部学术专著。多项主持的课题先后获得广东省和深圳市科技进步

奖。为第四届“中国医师协会杰出精神科医师”获得者。研究方向：生物精神病学，

擅长领域：重性精神障碍尤其难治性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治。 

 

 

 

 

副会长：谭力海教授，1963 年生，现为

深圳大学医学部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全职

特聘教授，深圳市神经科学研究院院长 。

2015年入选为中组部千人计划创新长期

项目专家。曾任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

究计划（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2012

年-2016 年），香港大学脑与认知科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05 年 9 月–2014

年 8 月），香港大学神经语言科学终身

教授，美国乔治城大学儿科系兼职副教

授，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心理健康研究

所研究员。已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包括作为通讯作者发表在 Nature (1 篇)、P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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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篇)、Current Biology (1 篇)上的论文。首次揭示中文阅读障碍具有不同于英文

的神经模式。谭教授是国际脑科学领域大脑语言功能区“文化特异性理论”

（Culture-specific Theory）的主要创立者。其团队的研究成果为脑损伤病人手术

前的语言功能区的临床诊断提供了重要科学根据，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最早利

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语言（特别是中文）的学者之一。2012 年主持“973”

项目，成为香港地区首位任该类项目首席科学家的学者。2005 年主持建立脑与

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香港大学）并任实验室主任。现为  Human Brain 

Mapping、Neuroscience、Neuroscience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Culture and Brain 等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 

 

 

 

 

副会长：李维平，教授，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医

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脑科中心学

科带头人兼神经外科主任。国家卫计委神经内镜

及微创培训基地主任；国家卫计委脑卒中筛查与

防治（深圳）基地副主任；深圳市医学优势重点

学科群（神经病学科）召集人、深圳市医学领先

学科（神经外科）学术带头人，深圳市神经外科

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

会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肿瘤分会委员；

中国卒中学会医疗质量管理与促进分会委员；中

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神经内镜及微创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

会神经创伤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

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业委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神经外科管理分会副主任

委员；深圳市医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深圳市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

师分会会长。在神经外科各种疾病诊治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重型

颅脑创伤救治；垂体瘤、胶质瘤等神经肿瘤综合治疗和脑卒中筛查与防治。现任

《Internation Journal of oncology》和《中国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编委，发表专

业论著 70 余篇，参与 6 部专著编写，获深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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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会长：郑海荣博士、中国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0

年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2006 年在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获博士学位，之后在加

州大学戴维斯（UC-Davis）做博士后研究，

07 年回国工作。现担任中国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任医工所所长、

Paul C. Lauterbur 生物医学成像研究中心

主任、国家地方联合高端医学影像技术与

装备工程实验室主任。主要学术研究方向: 

1）非线性声学理论、生物声学物理与技术；

2）新型精准医学超声技术（成像、操控、给药与神经调控）；3）多模态影像物

理、技术与仪器。研究声激励下弹性壳体微泡的动力学模型，提出了基于微泡非

线性声学特征的超声分子成像方法,以及多功能微泡的超声靶向成像给药治疗一

体化技术。研究了复杂声场环境下超声辐射力理论计算方法，以及声辐射力场设

计，实现了可编程微尺度超声操控技术和声人工结构定量设计，研制出了两种超

声弹性成像仪器。研发的超声弹性成像肝硬化检测技术转移至企业并获国家三类

医疗器械注册证和欧盟 CE 认证，进入医院临床使用。另外,还开展了多项 CT 以

及 MRI 成像技术与仪器项目研制工作，研发了低剂量口腔 CT 成像技术仪器并

进入产业化。发表学术论文 SCI 收录 100 余篇（含 PNAS, APL, UMB, PMB, IEEE-

UFFC, JCR 等专业国际期刊），授权专利 30 余项，研发的多项专利技术实现了

产业化。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 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科学仪器专项及重点项目等科研项目。获 2012 深圳市青年科技奖、2013 年

国家杰青支持、2014 年度陈嘉庚青年科学奖、2015 年度入选“南粤百杰”杰出人

才、2016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2005 年美国心脏学会 AHA Predoctoral 

Fellowship。2015 年度广东省技术发明一等奖。主要学术服务：担任 IEEE 

Transaction on UFFC 副主编、Ultrasound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顾问编委，Physics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顾问编委、IEEE 高级会员、IEEE-EMBS Shenzhen Chapter 

Chair、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仪器开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声学学会理

事/生物医学超声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青年工作

委员会主任等；还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重大科研仪器

研制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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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会长：周欣悦，中山大学心理学系与岭南学院教

授，1998 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技英语系，

硕士和博士毕业于美国亚利桑拉大学，2004 年获心

理学博士学位，随后回国入职复旦大学心理系，

2007 年转入中山大学，任副教授，2010 晋升为教

授。研究领域为威胁应对的认知神经机制；社会支

持、金钱、文化、社会拒绝、人格对人心理与行为

的影响。作为第一作者发表在国际著名心理学刊物

《Psychological Science》上的论文《金钱的符号作

用：启动金钱概念改变社会痛苦和生理性疼痛》引

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2 年，“数钱可以让你更

快乐”的研究，获得首届“菠萝科学奖”心理学奖。  

其研究成果曾被《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华尔街日

报》、《BBC》和《Nature》等杂志报道，关键实验曾入选 BBC 科学纪录片以及

CNBC 科普片，获“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担任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副主编，并入选爱思唯尔(Elsevier)中

国高被引学者。 

 

 

 

秘书长：张健，神经生物学博士，深圳大学教授、

曾为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长期从事神经病学临床诊

疗、教学及科研工作。在脑卒中、失眠、焦虑抑郁

以及老年痴呆、认知障碍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

经验与研究基础。采用免疫组化和电生理学技术，

在脑缺血、癫痫、焦虑抑郁、亨廷顿病、神经肌肉

疾病、疼痛信号传导与调制等的细胞与分子机制及

诊疗方面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近年来的研究

兴趣扩展至采用电子生理学的方法观察大脑在言

语过程中的活动。在国内外权威杂志发表论文数十

篇，主编或参编专著两部，主持和参与了近 10 项

国家、省、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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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李红，深圳大学心理与社会学院院长，脑功能

与心理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首

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学科评议

组第六届、第七届成员，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兼心理学

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学教学指导委

员会副主任，广东省心理学会副会长，辽宁省认知科学学

会副理事长；曾担任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部长、认知与人格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辽宁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加联

合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 2011 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福建

省闽江学者讲座教授，辽宁省攀登学者，入选“科学中国人 2014 年度人物”；获

得 2010 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奖励。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大委托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3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 项，卫生部公益性行业专项子

项目 1 项，以及教育部、中科院、重庆市、深圳市等课题 30 余项；在归纳推理

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情绪与认知的交互作用研究、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等领域取

得了一系列国际前沿的成果。在 Psychological Science,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Human Brain Mapping, NeuroImag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等国际专业刊物发表 SCI/SSCI 论文 180 余篇，在中国科学、科学通

报、心理学报、心理科学等国内著名杂志上发表 250 多篇论文，出版教材、著作

10 部。 

 

 

 

常务理事：李远清，男, 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1988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应用数学专业，获理学

学士学位。1994 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获理学硕

士学位。1997 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自动控制工程系，获

工学博士学位。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日本脑科

学研究所、新加坡信息通信研究所神经信息处理实验室、英国华威(Warwick)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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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研究。李远清教授致力于信号稀疏表示、盲信号分离、半监督机器学习、脑

机接口、脑电与功能核磁共振成像信号分析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主持项目包

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科技部 863 课题、广东省高层次人

才项目等，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其中在 IEEE Trans. Information Theory、IEEE 

Trans. Signal Processing、IEEE Trans.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等汇刊上发表论文

17 篇, 在 PLoS ONE、 Journal of Neural Engineering、Machine Learning、Neural 

Computation、Pattern Recognition、NIPS 国际著名期刊及权威会议上发表论文 15

篇。相关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广东省

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李远清教授目前任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脑机接口与脑信息处理研究中心”主任、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院

长，任 IEEE Trans. Fuzzy Sys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Neuroscience, Cognitive Neurodynamics 三个国际期刊编委。 

 

 

 

 

常务理事：刘耀中，男。华东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理学

博士，留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曾任湛江师范学院教育

科学研究所所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心理学

重点学科带头人，广东省“千百十工程”学术带头人培养

对象。中国心理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现任暨南大

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同行评审专家。主持并完成世界银行资助项目。

省部级及广东省重大决策招标课题等科研项目多项，发

表论文 50 多篇，出版著作 5 部。获广东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项。参加

国有企业高级管理者测评选拔及培训工作，主持珠啤、热力电厂等 20 多家企业

的咨询项目。长期从事心理测量与评价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其研

究成果：“企业家胜任力结构模型”、“企业家培养工程实施方案”和“国有企业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等，直接服务于政府政策决策和企业管理实践，产生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为企业家培养与认证制度的制定和提高国有企业管理水平，提供了理论

依据和富有操作性的科学工具。 主要研究领域：管理者胜任力结构模型及其评

价，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理论与技术，企业培训理论与心理健康教育，心理测量与

评价。 

 



15 
 

 

常务理事：沈比先，医学影像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医学硕士、主任医师，广东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广

东医学会放射科医学分会委员，广东省中西结合学会医

学影像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 CT 与 MR 杂志》编委，深圳市南山区

医学会放射专业学组组长。1982 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

1989 年获湘雅医学院影像医学硕士学位，1994 年晋升

为副教授及副主任医师，1998 年作为学科带头人从湘雅

二院调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从事影像诊断近 30 年，在普通放射、CT、MR

诊断方面均有较深造诣，对放射介入治疗亦有深入研究。2009-2010 年期间赴美

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及南加州大学医学院进行学习考察。擅长心血管病变的检查技

术及诊断、器官功能成像研究。主持科研项目 7 项，其中省卫生厅 1 项、市科技

局 3 项、区科技局 3 项，在科技统计源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指导硕士研究生

4 名。 

 

 

 

 

常务理事：王穗苹，心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百

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中国心理学会普通与实

验心理学分会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科学技术分

会委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心理语言学分会常务理

事。曾作为访问教授于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11 月间

在美国 Tufts 大学开展合作研究一年。10 余年来一直从

事语言理解与加工的认知与脑基础研究工作，先后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基金，广东省“珠江

学者”特聘教授岗位支持计划、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创新团队项目核心

团队课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五”重点项目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研究成

果曾获“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颁发）和广东省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等奖（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在《Neuroimage》、

《Neuropsychologia》、《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ing》、《Journal of Experiment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Brain Research》、《Child 



16 
 

Development》等 SCI、SSCI 收录的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重要国际学术期刊以

及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与研究报告 70 余篇，同时，担任多个国际学术

期刊，如《Neuroimage》等的审稿人。 

  

 

 

 

常务理事：肖壮伟，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党委副书

记，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汕头大学医学

院医学博士毕业，工作以来一直从事临床与基础医学，以

及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严谨

的科学态度和敏锐的科研眼光，开拓进取创建了全国医

学影像界唯一省部级以上的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医学

分子影像重点实验室，在国内外相关领域具有一定的知

名度。擅长中枢系统系统影像学诊断，尤其是 MR 脑功能

成像（fMRI）。主持的科研课题包括 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共有 13 项，其

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和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的获得，

是中国医学影像界在科研立项上两个“零”的突破。荣获广东省“南粤优秀研究生”、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汕头市“十大青年科技带头人” 、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 项、汕头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

2008 年被选为奥运火炬手，是省“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及市拔尖优秀人才。

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目前己发表专业文章共计 60多篇，其中SCI/EI/ISTP

收录文章 21 篇。 

 

 

 

常务理事：叶浩生，男，广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心理与

脑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学史》

国家精品课程主持人，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心理学权

威期刊《心理学报》副主编，《心理学探新》副主编，国

际理论心理学协会中国执委。叶浩生教授一直从事着理论

心理学和西方心理学史的研究，发表了《理论心理学辨析》、

《实证主义的衰落与理论心理学的复兴》、《论心理学的

“范式”与“范畴”》和《西方心理学发展中的若干倾向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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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西方心理学中两种文化的分裂与整合》等系列学术论文 80 余篇。在心

理学的一级权威期刊《心理学报》上，发表有关西方心理学史的系列研究论文 10

篇，主编和撰写了《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现代西方心理学流派》、《心

理学理论精粹》、《西方心理学理论与流派》、《西方心理学研究新进展》等著

作 9 部，副主编《心理学通史》等著作 2 部 6 本。上述成果中，《西方心理学的

历史与体系》2000 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心理学通史》(副

主编，排名第二)2002 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论文《试析现

代西方心理学的文化转向》2006 年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优秀成果二等奖，其

它多项成果也获得省级和省教委的奖励。 

 

 

 

 

常务理事：周曙，主任医师，副教授，研

究员，1986 年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医疗系

本科，1989 年在第一军医大学获神经病学

硕士学位，1996 年获华南理工大学工学博

士学位（通信与电子系统），曾在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博士后工作站、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Davis 和 Irvine）从事认知神

经科学研究。2000 年获北京优秀青年科技

论文奖。擅长脑血管病、癫痫、痴呆及神经症等神经精神疾患。在国内较早(1988)

开展事件相关电位/振荡（event-related potential/ oscillation, ERP/ERO）研究。主

持设计和实现了 ERP/ERO 系统(2003)，利用该系统完成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国际

SCI 期刊上。具备认知和临床神经电生理研究、应用和系统开发的知识和技能,利

用认知心理学和神经信息学方法探讨大脑高级功能。提出了大脑三维模型参数化

建模和插值方法(1998)；运用多变量参数模型(1999)和小波分析等提取脑电(EEG)

动态高阶信息(2007)；完成了 ERP 时空模式的模糊分割(1999)和多域信息统计参

数映像(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 SPM)(2004)；实现了大规模动态神经集群

(dynamical neural assemblies)的提取算法(2009)。这些方法和技术广泛适用于大脑

功能研究、评价和诊断。目前侧重运用 ERP/ERO 开展注意、记忆、意识与语言

等功能的神经机制和临床评价。 

 

 



18 
 

刘新，中科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研究员 

理事（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琦，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关青，深圳大学教授      黄瑞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隆晓菁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      聂衍刚，广州大学教授 

 

 

 

 

  

  

 

 

 

 

 

 

潘静，中山大学副教授        曲琛，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王优，南方医科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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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照国，深圳康宁医院         杨万章 深圳南山医院       徐锋，深圳市瀚翔生物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定国 中山大学教授         张丽娟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   

                                研究员 

 

 

 

 

 

 

 

 

 

 

 

 

张小远, 南方医科大学教授      张丹丹 深圳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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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 

 

 

监事长：任力杰，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

科副主任，教研室主任，博士，主任医师，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世界卒中组织会员、卫生

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全国中青年专家委

员会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脑保健专业委员

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神经科学学会理事、深圳

市神经科学会秘书、深圳市抗癫痫协会理事、

深圳市慢性病防控专家、深圳市继续教育中心

兼职副教授，《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审稿人，兼任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癫痫中心主任，曾主

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基金、

深圳市发改委基金和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基金等科研项目共 9 项，其中作为负责人

主持 4 项，基金 200 多万元，2010 年曾赴澳大利亚参加中国中青年神经科医师

培训项目。擅长脑血管病、癫痫、抑郁症、眩晕、肌张力障碍、帕金森病、痴呆、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深圳市较先开展面肌痉挛的肉毒毒素

治疗及耳石症的手法复位等新技术，同时由于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中的突出工作，

获得卫生部表彰和多家媒体报道。 

 

 

 

监事：李海波，深圳人因工程研究院发起人，东海浪潮工业

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发改委、经信委创新项目评审

专家。自身的工业设计师，专注基于用户研究的创新设计。

近年来，充分发挥“人因工程学”在设计创新领域的应用，

是我国首个提出“人因测评”设计方法论的倡导者，发起成

立了我国首个“人因测评研究中心”。参与设计了我国多个

首创的医疗科研项目，特别参与了我国载人航天的首个 973

项目，为我国设计创新方法论、及“军民融合”创新的发展探索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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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严进洪，深圳大学心理与社会学院教授。

1992 年获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人类行为

发展系硕士，1996 年获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

大学人类行为系博士，1996-1997 在美国亚利

桑那州州立大学人类行为系从事博士后研究

工作。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美国加州州

立大学（东湾）终身副教授，西南大学，华南

师范大学，上海体育学院、清华大学任访问教授。“脑适能”的中文概念是 2008 年

由严进洪教授综合其多年相关研究结果和根据美国学者的 Brain fitness 概念后提

炼得出的新概念。严进洪教授围绕着“脑适能” 这一概念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研

究和应用探索，并于 2015 年在深圳大学成立脑适能与技能学习研究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A3%E8%8D%B7%E8%A5%BF%E5%B7%9E%E7%AB%8B%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A3%E8%8D%B7%E8%A5%BF%E5%B7%9E%E7%AB%8B%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A%E5%88%A9%E6%A1%91%E9%82%A3%E5%B7%9E/20165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6%99%E6%B8%AF%E4%B8%AD%E6%96%87%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A0%E5%B7%9E%E5%B7%9E%E7%AB%8B%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A0%E5%B7%9E%E5%B7%9E%E7%AB%8B%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D%97%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E%E5%8D%97%E5%B8%88%E8%8C%83%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E%E5%8D%97%E5%B8%88%E8%8C%83%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6%B5%B7%E4%BD%93%E8%82%B2%E5%AD%A6%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5%E8%BF%9B%E6%B4%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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