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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表01

主会议日程表

系列工作坊安排表 02

工作坊日程

10月16日
（星期日）

9:00-12:00
14:30-17:30

会前工作坊：国际本体心
理学与自我成长系列工作坊第一场
主讲人：黄蓓副教授

催眠工作坊和国际本体心
理学与自我成长工作坊报到、注册

会前工作坊：催眠技术在
社区心理咨询中的应用
主讲人：陈妙心理师

会前工作坊：国际本体心
理学与自我成长系列工作坊第二场
主讲人：许丽霞主任医师

会中工作坊：焦点解决短
期心理咨询在社区工作中的运用
主讲人：马建青教授

会后工作坊：国际本体心
理学与自我成长系列工作坊第三场
主讲人：朱菁菁研究员

10:00-20:00

9:00-12:00
14:00-17:30

9:00-12:00
14:00-17:00

19:30-21:30

9:00-12:00
14:00-17:00

10月19日
（星期三）

10月20日
（星期四）

10月21日
（星期五）

10月22日
（星期六）

10月24日
（星期五）

心理学部

213室

桂园宾馆（新）

大厅

心理学部

213室

心理学部

213室

心理学部

213室

心理学部

213室

负责人

黄蓓

负责人

卜越威

负责人

王卫红

负责人

黄蓓

主持人

史慧颖

负责人

黄蓓

时间 内容 地点 备注

10月21日

(星期五)

10月22日

（星期六）

10:00-21:00

20:00-21:00

8:30-9:00

9:00-9:10

9:30-9:50

9:50-10:30

10:30-10:40

10:40-11:20

11:20-12:00

12:10-13:5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10

15:10-17:10

17:10-17:30

18:00-19:30

桂园宾馆（新）大厅

桂园宾馆四楼
第十五会议室

心理学部415室

心理学部415室

心理学部415室

心理学部202室

心理学部415室

心理学部415室

徐生记大酒楼

心理学部415室

心理学部415室

心理学部202室

心理学部213室

徐生记大酒楼

主持人：陈红教授

主持人：陈红教授

主持人：杨玉芳研究员

主持人：杨玉芳研究员

主持人：金盛华教授

主持人：刘电芝教授

主持人：苏彦捷教授

主持人：王振宏教授

主持人：赵俊峰教授

详见分会场报告安排

参会代表报到、注册

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

大会特邀报告：

社区心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西南大学黄希庭教授）

大会特邀报告：

健康社区：儿童青少年健康心理维护领地

（北京师范大学许燕教授）

大会特邀报告：

Culture, community and Healing

（富勒学院Alvin Dueck教授

大会特邀报告：

基于社区的老年认知障碍早期

识别与综合干预

（中科院心理所李娟研究员）

大会特邀报告

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组织与实施

（浙江大学马建青教授）

大会特邀报告

社区居民人际自立量表的编制与试用

（西南大学夏凌翔教授）

休息

分会场学术报告与交流

闭幕式

晚餐

午餐

休息

开幕式

合影留念 心理学部门厅

时间 内容 地点 备注



分会场二 04分会场一03

分会场日程

分会场二：社区心理服务         

时    间：2016年10月22日15:10—17:10      

地    点：心理学部401室                      

主 持 人：车丽萍（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尹可丽（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医学和心理疾病

社会心理因素的治病和致病机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题目

老年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社区干预

在社区康复——S师傅80寿辰仪式心理及社会资本分析

"基于项目的问题解决法在高职社区服务中应用的探讨"

"开封市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现状调查及其发展对策研究"

城市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现状调查

婚姻与家庭心理问题与社区干预

"社会支持网络在社区工作中的应：基于社区工作个案的分析"

社区团体辅导对空巢老人认知能力干预研究

社区工作坊在社区工作中的运用

创新志愿服务体制：以菜市场创卫志愿服务为例

扶贫的理念与实践：一个香港社区心理学的经验

心理咨询与治疗收费现状调查

上海公安文职人员制度研究及其改进建议

社区舒缓疗护临终患者尊严维护的伦理冲突与对策

企事业单位女性心理健康调查及心理干预效果评估

关于个体心理现象档案库建设的一些思考

心理干预对社区糖尿病伴发抑郁患者的影响

体验式培训对临终关怀志愿者的影响

分会场一：社区心理学理论研究              

时    间：2016年10月22日15:10—17:10     

地    点：心理学部213室                      

主 持 人：杨莉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媛（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题目

我国社区心理服务模式的初步探索

社会支持网络在社区工作中的应用： －－基于社区工作个案的分析

社区上进心问卷的编制及现状特点研究

社区心理学开展行动研究：动因与阻力

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的编制

新型社区心理服务模式及实践方案的探索

在公共安全视角下的精神疾病相关的攻击行为的研究进展

公共危机中的心理危机干预问题研究

社区灾难教育的最新研究及其对应急管理的启示

克服激进极端主义思维 构建和谐国际共同体

社区互联网+心理健康服务

社会公平感与目标达成：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高方法：社会、家庭和个人角度

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幸福指数研究--以重庆仙女山石梁子社区为例

作者

王平 刘电芝

张胜红 马建青

林荣裕 郑剑虹

白福宝 杨莉萍 方明

杨金花 李敏 马瑞雪

刘视湘   贺双燕

任媛  李媛 凤四海

王疐曈

罗增让

向敏 毕重增

陈霜洲

胡小勇 郭永玉

孙嘉瑶 何嘉梅

田宇 李峰华 黄希庭

作者

刘甜芳 杨莉萍

尹可丽

许文英 马建青

甘心静 傅丽萍 龙女

胡维芳 任彩建

杨朝辉 陈嘉 陈丽澧 徐凯 项丽红

姚进 杨莉萍

张胜红 马建青

隆春玲 范磊 乔松 潘瑞婧 王依

杨肖 马建青

曹瑞冬

吴智威

张爱莲 王宗谟 黄希庭

车丽萍 陈燕燕

刘颖颜

杨肖 马建青

杨炳钧

朱波琴 刘颖颜 杨敏

杨敏 张爱萍 刘颖颜



分会场四：社区心理学基础研究           

时    间：2016年10月22日15:10—17:10      

地    点：心理学部301室                      

主 持 人：吴继霞（苏州大学教授）、董圣鸿（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题目

个体情绪和环境明暗对信任传递的影响

创伤后应激综合症的社区心理预防与干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干预研究

广场舞对女性老年人体质、情绪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正念水平与物质充裕感、时间充裕感的相关研究

社区老年人抑郁的预测因素研究

自我效能感训练在排球普修教学中对降低学生焦虑水平的实验研究

学校社区中时间贴现和时间洞察力之间关系的年龄特征研究

人格特质和在线评论攻击行为的关系：未来后果认知的调节作用

电针和高精度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老年人认知的干预研究

权力感与共情的关系：解释水平的中介作用

中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延：完美主义的中介效应

人际自立与人际信任的关系——合作情境的调节作用

职业价值观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

公交驾驶员情绪劳动、人格与工作倦怠的关系

大学生安全意识问卷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重庆留守儿童心理权益保障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不同类型学习困难儿童认知特征的研究

单题作答人数和单人答题比例对群体估计的影响

人际自立特质与生活历史身体攻击的关系：暴力态度的中介作用

对“羽毛球发烧友”流畅心理状态与锻炼坚持的研究

自信内隐观对跨期自信的影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分会场三：社区文化心理          

时    间：2016年10月22日15:10—17:10      

地    点：心理学部501室                                  

主 持 人：凌辉（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罗鸣春（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题目

汉族和回族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自我取向

应对方式量表修订及在民族居民中的信效度评价

90后在读研究生对于“孝”的理解和体验 一项焦点团体研究

社区工作人员工作价值观、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

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疾病归因和负责任判断的预测作用

传统文化的危机管理：以春节为例

中老年藏族本教信徒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

农村老年人民俗信仰、生活满意度的现状及其关系研究

集体/个人主义文化对四川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的影响

少数民族生活满意度测评述评——基于新型城镇化的视角

四川白酒品牌认知度现状调查与启示

社区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心理层次—以社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例

社会认知内容基本维度对儿童自尊的解释效应

分会场四 06分会场三05

作者

李琼 黄希庭

罗鸣春 邓梅 高俊 郑鹏 李功雨

李阳 杨莉萍

凌辉 张建人 沈飘 朱阿敏

王晓刚 徐畅

曹瑞冬

钱敏

申自力 李敏

陈幼平 辛勇 张富洪,王斌

廖全明 李 巍

李晓娟 马建青

陈菲菲 毕重增

作者

吴继霞 孙凯

黄宇箭 杨莉萍

董圣鸿  陈佩昕   于敏锋

张甲秀  刘芳 徐锋鹏

陈文婷 李继波

 

顾伟农 皮凯亮 曲献绘 魏源 张伟平  

何嘉梅 田沙沙

赵永萍 夏凌翔 韦嘉 陈元术 

樊东琼 盛静 万鹏 方芳 雷旭 喻婧

徐华春 杨杏

毕翠华

曹燊 弭腾 夏凌翔

吕厚超 杜刚

刘灵馨 程科

吴小勇

尹华站

杨铃琪 董圣鸿 刘小珍

唐俊杰 董圣鸿 徐晶颖

权方英 夏凌翔

丁华丽  

王明月 毕重增

王晓刚 陈秋燕 范春林 程科

张海滨  袁晓娇  吉木哈学

熊梅 李彦章 唐平 曹敏 倪俊伟 赵小淋 

古思奕 吴霜 代琦 赵萍萍 董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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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心理学研究》稿约

本集刊由中国心理学会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和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心理学与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每篇文章由两位专家审稿。

设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域外动态三个基本栏目，主题涵盖：社区心理学理论研究、社区心理健

康服务研究、社区氛围与认同研究、网络社区心理研究、社区老年人心理研究、社区妇女心理研究、

家庭心理研究、社区生态心理学研究、社区组织管理心理学研究、社区改革的心理学问题研究、社

区特殊人群的心理学研究、国外社区心理学研究、社区心理学教学模式及改革研究等。 

投稿格式要求如下。 

一、稿件提交：来稿需提交 Word 文档电子版，邮件发送到 sqxlxyth@163.com。

二、文章字数要求：考虑到规范性与创新性，对稿件字数不作严格要求，建议每篇文章不少于

4000 字，不超过 1.5 万字，优质稿件不受字数限制。 

三、作者与单位：出于匿名审稿的需要，文题后不给出作者与单位信息。需要在文章最后，专

门用一页按顺序分行给出作者姓名，单位（单位名称、单位所在城市和邮政编码，三者之间用逗号

分隔），基金资助信息（完整的基金名称、项目名称以及批准号），所有作者的简介，通讯作者的电

子邮箱、电话。

四、文题、摘要和关键词：中文文题一般以 20 个汉字以内为宜。须附中、英文摘要。中文摘

要不超过 300 字，置于正文之前；英文摘要 200~500 字，与英文文题、作者、单位信息、关键词一

并置于文末。中英文关键词 3~5 个，每个词之间用逗号分隔。摘要二字之间隔一个汉字的字距。 

五、正文：各级标题序号依次用一、（一）、1 作为一级标题，二级标题和三级标题。文中表格

采用三线表。根据出现的顺序列出表（图）1、表（图）2 及其相应的名称等。表序及表名列于整

个表上方正中间，图序和图名列于图下方正中间，如有表（图）注，列在表（图）的下方。 

正文中引用的研究文献可以作为句子的一个成分，放在引用内容的前面，例如，张三和李四

（2011）认为……；也可放在引用内容的后面，例如，……讨论了社区心理学服务于社会的三种基

本途径（张三、李四，2011）。最多列出三个作者，中间用顿号（中文）或逗号（外文）分隔；超

过三个作者的，后加“等”字或“et al.”。两个英文作者之间，用“&”符号隔开，例如：

Lincoln & Guba, 1985；如果是三个或三个以上作者，在“&”符号前的作者后应该有逗号，例如：

Brodsky, O’Campo, & Aronson, 1999。如直接引用他人的一段话，可另起一段，缩进两字，不加引号，

用楷体。正文中注释采用脚注给出，用符号①、②……在文中标出，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六、参考文献：执行 APA 格式的“作者—年份制”。中文文献在前，英文文献在后，按照作者

姓氏字母顺序排列。详情可参考《美国心理协会写作手册》（第 6版）。 

请注意：中文文献的逗号、括号等标点符号用全角，连接号“—”为一字线；作者之间用逗号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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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概况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源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的原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1986 年

建设心理学专业 ;1988 独立为心理科学研究所 ;1994 年改建为心理学系 ;2003 年学科调整，设立

心理学院 ;2011 年 12 月，学校将西南大学心理学院、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科学研究所、

重庆市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重庆市心理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庆市基础心理学重点实验室

的教学科研人员合并组建成立了心理学部，成为西南大学重点培育的研究型学部。

心理学部拥有基础心理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心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涵盖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的博士授权点和硕士授权点，同时拥

有心理健康教育教育硕士、应用心理学专业硕士的授予权。设有心理学 (非师范 )、心理学 (师范 )、

应用心理学 3 个本科专业。心理学部现有国家精品课程 1 门，国家级教学团队 1 个，教育部特色专

业 1个。2013 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的学科排名中，排名全国第三。

学部现拥有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市心理学一级学科重点学科，两个重庆市重点

文科基地即重庆市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和重庆市心理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庆市基础心理学

重点实验室，中国 - 加拿大联合儿童心理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实验室包括 fMRI 脑成像研究中心、

ERP 实验室、虚拟现实实验室、眼动实验室、生物反馈实验室、痛觉实验室、动物转化研究中心、

行为观察室、心理健康实验室等。

截止 2016 年 9 月，学部现有教职工 85 人，教授和副教授 63 名，其中博士生导师 20 名，硕士

生导师 61 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教职员工总人数的 85%。现有资深教授 1 人，国务院学科评

议组成员 1 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2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者 5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3 人，重庆市百人计划 2 人，重庆市巴渝学者 1 人，重庆市科学

技术带头人 9人 ;有出国留学经历的青年教师 39 人。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人秉承“勤奋、严谨、创新、求实”的办学理念，瞄准学科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

围绕“双一流”建设目标，正积极打造国内外有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研究型学部。

不用“&”符号。英文部分标点符号为半角，连接号“-”为半字线。不可混用。

英文文献，不管是两个或多个作者，都应该有逗号将作者分隔开，最后一个作者前用“&”符号，

例 如：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再 例 如： Brodsky, A. E., O’Campo, P. J., & Aronson, R. E. (1999). PSOC in com-

munity context: Multi-level correlates of a measure of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

ty in low-income, urban neighborhood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7(6), 

659–679.

已有中文译本的英文文献，如果作者参考的是原著，则按英文文献处理；如果参考的是译著，

则按照中文文献中的译著处理，其中作者译名、作品译名严格按照所参考译本上的版权信息，不再

开列原著出版信息。不可在同一文献条目中将中文、英文混合排列。 

七、数字：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 

八、字体要求：文题（小2宋体加粗）；作者（小4宋体加粗）；作者单位（小5宋体）；摘要与关键词（小

5 宋体，1.5 倍行距。摘要二字之间分隔一个汉字，关键词之间用逗号分隔，摘要和关键词这几个

字字体加粗）；正文（5 号宋体，1.5 倍行距编辑；英文和数字均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图表

为小 5 号宋体。一级标题 4 号宋体加粗，二级标题 5 号宋体加粗，三级标题 5 号黑体，四级标题 5

号宋体）；正文中直接引用他人的一段话（另起一段），字体采用 5 号楷体。“参考文献”四字居中，

5 号宋体加粗；引用的各类参考文献字体为小 5 号宋体。脚注字体为 6 号宋体。文中的统计学符号

采用斜体。

《社区心理学研究》编委会

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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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刊由中国心理学会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和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心理学与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每篇文章由两位专家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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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特殊人群的心理学研究、国外社区心理学研究、社区心理学教学模式及改革研究等。 

投稿格式要求如下。 

一、稿件提交：来稿需提交 Word 文档电子版，邮件发送到 sqxlxyth@163.com。

二、文章字数要求：考虑到规范性与创新性，对稿件字数不作严格要求，建议每篇文章不少于

4000 字，不超过 1.5 万字，优质稿件不受字数限制。 

三、作者与单位：出于匿名审稿的需要，文题后不给出作者与单位信息。需要在文章最后，专

门用一页按顺序分行给出作者姓名，单位（单位名称、单位所在城市和邮政编码，三者之间用逗号

分隔），基金资助信息（完整的基金名称、项目名称以及批准号），所有作者的简介，通讯作者的电

子邮箱、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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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正文：各级标题序号依次用一、（一）、1 作为一级标题，二级标题和三级标题。文中表格

采用三线表。根据出现的顺序列出表（图）1、表（图）2 及其相应的名称等。表序及表名列于整

个表上方正中间，图序和图名列于图下方正中间，如有表（图）注，列在表（图）的下方。 

正文中引用的研究文献可以作为句子的一个成分，放在引用内容的前面，例如，张三和李四

（2011）认为……；也可放在引用内容的后面，例如，……讨论了社区心理学服务于社会的三种基

本途径（张三、李四，2011）。最多列出三个作者，中间用顿号（中文）或逗号（外文）分隔；超

过三个作者的，后加“等”字或“et al.”。两个英文作者之间，用“&”符号隔开，例如：

Lincoln & Guba, 1985；如果是三个或三个以上作者，在“&”符号前的作者后应该有逗号，例如：

Brodsky, O’Campo, & Aronson, 1999。如直接引用他人的一段话，可另起一段，缩进两字，不加引号，

用楷体。正文中注释采用脚注给出，用符号①、②……在文中标出，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六、参考文献：执行 APA 格式的“作者—年份制”。中文文献在前，英文文献在后，按照作者

姓氏字母顺序排列。详情可参考《美国心理协会写作手册》（第 6版）。 

请注意：中文文献的逗号、括号等标点符号用全角，连接号“—”为一字线；作者之间用逗号隔开，

不用“&”符号。英文部分标点符号为半角，连接号“-”为半字线。不可混用。

英文文献，不管是两个或多个作者，都应该有逗号将作者分隔开，最后一个作者前用“&”符号，

例 如：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再 例 如： Brodsky, A. E., O’Campo, P. J., & Aronson, R. E. (1999). PSOC in com-

munity context: Multi-level correlates of a measure of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

ty in low-income, urban neighborhood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7(6), 

659–679.

已有中文译本的英文文献，如果作者参考的是原著，则按英文文献处理；如果参考的是译著，

则按照中文文献中的译著处理，其中作者译名、作品译名严格按照所参考译本上的版权信息，不再

开列原著出版信息。不可在同一文献条目中将中文、英文混合排列。 

七、数字：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 

八、字体要求：文题（小2宋体加粗）；作者（小4宋体加粗）；作者单位（小5宋体）；摘要与关键词（小

5 宋体，1.5 倍行距。摘要二字之间分隔一个汉字，关键词之间用逗号分隔，摘要和关键词这几个

字字体加粗）；正文（5 号宋体，1.5 倍行距编辑；英文和数字均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图表

为小 5 号宋体。一级标题 4 号宋体加粗，二级标题 5 号宋体加粗，三级标题 5 号黑体，四级标题 5

号宋体）；正文中直接引用他人的一段话（另起一段），字体采用 5 号楷体。“参考文献”四字居中，

5 号宋体加粗；引用的各类参考文献字体为小 5 号宋体。脚注字体为 6 号宋体。文中的统计学符号

采用斜体。

《社区心理学研究》编委会

2016 年 4 月

会务说明

一、会务联系

     应虎（18996109841），张毅（13608384668）

    地址：重庆北碚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邮编：400715

    E-mail：amccp2016@126.com

     

二、校园观光车路线建议

     桂园宾馆（西南大学五号门）—心理学部：

    观光车3号线（五号门—二号门），桂园宾馆出发，心理学部站叫停；

    观光车5号线（五号门—二号门），桂园宾馆出发，地科院站叫停，步行100米左右到达心理学部。

三、会议期间的乘车安排

10月22日
（星期六）

8:15 与会代表上会议专车赴会场

与会代表上会议专车

与会代表上会议专车赴会场

与会代表上会议专车

12:00

13:40

17：40

桂园宾馆门厅

心理学部大楼门厅

桂园宾馆门厅

心理学部大楼门厅

时间 内容 地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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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外乘车路线建议

     出租车

   （一）江北国际机场到西南大学，打的费100元左右。

   （二）重庆火车北站（龙头寺）到西南大学，打的费100元左右。

   （三）重庆火车站（菜园坝）到西南大学，打的费100元左右。

    轻轨

   （一）江北国际机场到西南大学

    1.  在机场乘坐轨道交通3号线，在“红旗河沟站”下车；

    2.  转乘轨道交通6号线，在“状元碑站”（城南新城）或“北碚站”（老城）下车；

    3.  打出租车（10元左右）到西南大学桂园宾馆。

   （二）重庆火车北站（龙头寺）到西南大学

    1.  在火车北站（龙头寺）乘坐轨道交通3号线，在“红旗河沟站”下车；

    2.  转乘轨道交通6号线，在“状元碑站”（城南新城）或“北碚站”（老城）下车；

    3.  打出租车（10元左右）到西南大学桂园宾馆。

   （三）重庆火车站（菜园坝）到西南大学

    1.  在火车站出口不远处乘坐皇冠大扶梯到两路口；

    2.  在两路口轻轨站乘坐轨道交通3号线，在“红旗河沟站”下车；

    3.  转乘轨道交通6号线，在“状元碑站”（城南新城）或“北碚站”（老城）下车；

    4.  打出租车（10元左右）到西南大学桂园宾馆。

     公交车

    （一）江北国际机场到西南大学

     1.  在江北机场(客运换乘中心)乘北碚-江北机场高速专线到重庆北碚区；

     2.  打出租车（10元左右）到西南大学桂园宾馆。

    （二）重庆火车北站（龙头寺）到西南大学

     1.  在重庆火车北站(龙头寺公交枢纽)乘 558班线到重庆北碚区；

     2.  打出租车（10元左右）到西南大学桂园宾馆。

    （三）重庆火车站（菜园坝）到西南大学

     1.  在重庆火车站（菜园坝）乘 618路(1站) /112路外环859高峰线到上清寺(嘉陵桥路)；

     2.  在上清寺乘 502班线[502区间车到北碚(公交车站)；

     3.  打出租车（10元左右）到西南大学桂园宾馆。

五、旅游参考

    魅力重庆一日游 (魅力山城，魅力人生)

   主要景点：湖广会馆景区—渣滓洞、白公馆—千年古镇磁器口—人民广场（人民大礼堂）-洪崖洞（中国           

             红文化博物馆）

   重庆到大足石刻、雅美佳湿地公园一日游

   景点：雅美佳湿地公园—宝顶山石刻—圣寿寺—佰斯特刀具展示中心

   重庆到武隆仙女山（印象武隆）一日游

   景点：天生三硚风景区（自理门票95元/人+40换车费）—龙水峡地缝风景区（自理门票80元/人+35换车费） 

         —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

   奉节白帝城/巫山小三峡/神女峰2日游

   景点：第一天：张飞庙—白帝城-巫山；第二天：小三峡（自费150元/人）—神女峰（自费游船30元/人+

         门票70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