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届学习与记忆青年前沿论坛” 

2023 年 04 月 06 日 

 

会议通知 
（第一轮） 

 

 

主办单位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学习记忆基础与临床分会 

 

承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 

协办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溥渊未来技术学院脑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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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简介 

学习记忆是人类最重要、最根本的脑功能之一，是人类文明进步与传承的基础。

学习记忆的机制是神经科学家们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阿尔兹海默症、智力发

育迟滞、自闭症、精神分裂症等众多神经精神疾病往往伴有学习记忆受损的表型，

这些都是神经科学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为促进相关研究领域思想交流，在学习记忆

领域的研究中推广先进技术和前沿理论，为年轻学者寻找学术合作伙伴搭建平台，

由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学习记忆基础与临床分会主办，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

术卓越创新中心承办、上海交通大学溥渊未来技术学院脑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一届

学习与记忆青年前沿论坛”将于 2023年 4 月 6日在上海召开。 

本次大会将邀请领域内年轻学者们围绕学习与记忆的主题展开汇报并进行激

烈的讨论。大会将讨论分成 8 个 theme，每个 theme 邀请 3 位青年学者进行 10 分

钟短报告，并由 theme 主持人召集自由学术讨论。欢迎中国神经科学学会会员，尤

其鼓励学习与记忆领域相关的青年学者、科技工作者和研究生踊跃参会。 

 

1. 会议时间： 

2023年 4 月 6 日，周四(5 日报到，周三) 

2. 会议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岳阳路 320号 

3. 大会名誉主席： 

            钟  毅   清华大学 

4. 大会主席： 

            李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 

5. 大会秘书长： 

          管吉松   上海科技大学 

            俞  青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6. 组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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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龙年 华东师范大学 

陆  巍 复旦大学 

 

7. 会议相关事项： 
 

报告人：请准备 10分钟内（小于 10 分钟）的报告，提供 2分钟参会讨论机会。

每个人最多占据 12分钟。 

主持人：主持报告并主持 14 分钟 theme 内自由讨论。论坛将结合讨论形成学

习记忆领域研究前沿方向与核心问题报告（青年学者意见）。 

所有注册参会的 PI：请按照模版，提供照片和一份 300字内的自我介绍，主要

研究方向和兴趣（包括 5 篇以内的代表作），详细联系方式（email，微信号）。 

a) 论坛将建立首届学习记忆青年学者前沿论坛群。 

b) 论坛将整理注册资料，以电子文件形式发布，供参会青年学者建立联系和合

作关系。 

➢ 本论坛免注册费，也不提供专家讲课费，大家以平等方式参会。会议也会邀请

神经学会本领域的相关资深教授参加亲临指导。 

➢ 本次论坛住宿自理，需要会务组预定，请将住宿回执（见附件）发给袁老师（139-

1771-0155，mjyuan2015@163.com）。大会提供会议当日午餐。 

➢ 普通参会人员报名请发邮件至邮箱 mjyuan2015@163.com，截止日期为 2023年 3月

15 日。会议有总人数限制，以实际报名先后顺序为准。 

8. 会务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袁老师：139-1771-0155，mjyuan2015@163.com 

曾老师：188-1758-5056，zengsuhua@sjtu.edu.cn 

 

mailto:mjyuan2015@163.com
mailto:zengsuhua@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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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程 安 排 

日期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04 月 06

日 

（周四） 

1、领导致辞、合影 

Keynote lecture 

主持人： 

08:30-09:00 钟毅（清华大学） 

Theme 1：Attention & memory  

主持人： 龚梦园（浙江大学） 、毕彦超（北京师范大学） 

09:00-09:12 罗欢  北京大学 

09:12-09:24 薛贵  北京师范大学 

09:24-09:36 张喜淋  华南师范大学 

09:36-09:50 主题讨论 

09:50-10:00 休    息 

Theme 2：Perceptual learning/reinforcement learning 

主持人：莫测(中山大学） 

10:00-10:12 郑晨光  北京大学 

10:12-10:24 贾珂  浙江大学 

10:24-10:36 杨天明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

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10:36-10:50 主题讨论 

Theme 3：Memory & diseases 

主持人：贺莹（中南大学/湘雅 2 院） 

10:50-11:02 叶铮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

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11:02-11:14 张力  暨南大学 

11:14-11:26 杨利  中南大学 

11:26-11:40 主题讨论 

11:40-13:00 午    餐 

Theme 4：Working memory 

主持人：郭增才（清华大学） 

13:00-13:12 俞青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

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13:12-13:24 袁鹏  复旦大学 

13:24-13:36 王立平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

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13:36-13:50 主题讨论 

Theme 5：Memory process: encoding, retrieval, consolidation & generalization 

主持人：李伟广(复旦大学）、杨扬（上海科技大学） 

13:50-14:02 王菲菲  复旦大学 

14:02-14:14 周景峰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

心 

14:14-14:26 徐春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

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14:26-14:40 主题讨论 

Theme 6：Emotional memory & Navigation and cognitiv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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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成（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陈小菁（南方科技大学） 

14:40-14:52 柳昀哲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

心 

14:52-15:04 毛盾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

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15:04-15:16 王亮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15:16-15:30 主题讨论 

15:30-15:45 休    息 

Theme 7：Memory study of AI, by AI, for AI 

主持人：张兆翔（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15:45-15:57 闵斌  临港国家实验室 

15:57-16:09 弭元元  重庆大学 

16:09-16:21 余山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16:21-16:35 主题讨论 

Theme 8：Memory decoding by Brain-Machine Interface 

主持人：王守岩（复旦大学） 

16:35-16:47 李远宁  上海科技大学 

16:47-16:59 何飞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 

16:59-17:11 张丹  清华大学 

17:11-17:25 主题讨论 

17:25-18:00 论坛讨论&闭幕 

 

欢迎学习领域青年 PI参会，会议注册请将回执发给（袁老师：139-1771-0155，mjyuan2015@163.com）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学习记忆基础与临床分会 

2023年 2 月 

 

 

mailto:mjyuan2015@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