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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区心理健康研究会推荐的虹口区心理健康服务站联系方式渊一冤
党员心理健康服务志愿者工作室联系方式

序号 工作室名称 领衔人姓名 服务时间 服务地点 联系电话 所属党员服务中心 中心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李灿心理教育志愿者工作室 李 灿 每周周二下午 四川北社区党员服务中心要要要海伦路 505号 6楼 四川北 刘如虹 65875251*8061

2 东泰华育苗志愿者工作室 严家珍 提供预约服务 四川北街道泰华居民区野党员之家冶要要要江西北路 194弄 18号 35010297渊家冤 四川北 刘如虹 65875251*8061

3 野心灵家园冶心理咨询工作室 周祝慧 双周周四下午 欧阳社区党员服务中心要要要四平路 421弄 21号 2楼 13917049606 欧阳 张莹 65752306

4 韩云娥法律援助志愿者工作室 韩云娥 每月最后一周周四下午 嘉兴社区党员服务中心要要要香烟桥路 87号 2楼 嘉兴 蒋兰兰 65757264

5 周晓鸣心理教育工作室 周晓鸣 每月一次不定期尧可预约 嘉兴社区党员服务中心要要要香烟桥路 87号 2楼 13817935192 嘉兴 蒋兰兰 65757264

6 王根棠道德教育咨询志愿者工作室 王根棠 提供预约服务 曲阳社区党员服务中心要要要中山北一路 998号 204室 曲阳 沈春华 55391373

7 王宁心理咨询志愿者工作室 王 宁 每周六下午尧可预约 提篮桥社区党员服务中心要要要东大名路 1088号 3楼 13918390887 提篮桥 丁小珏 65842620

8 久耕甜缘心理咨询志愿者工作室 都燕萍 每月第一个周四上午 提篮桥街道久耕居民区野党员之家冶要要要峨嵋路 366弄 2号 63255532渊居委会冤 提篮桥 丁小珏 65842620

9 心理咨询志愿者工作室 徐淑英 周一至周五 广中社区事务受理中心要要要水电路 120号 51812230渊单位冤 广中 翟非南 65442951

10 野心灵港湾冶心理咨询志愿者工作室 粟星瑜 每周三下午 凉城社区党员服务中心要要要凉城路 465弄 41号甲 2楼 凉城 冯艳岚 65252803

11 周淑芳心理咨询志愿者工作室 周淑芳 每月 15日左右 江湾镇社区党员服务中心要要要奎照路 280号 5楼 江湾镇 杨颖嘉 65165253

12 心理咨询志愿者工作室 李艳华 提供预约服务 科技企业党员服务中心要要要飞虹路 380号 106室 科委 傅文平 25015346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室联系方式
序号 学 校 地 址 心 理 辅 导 室 名 称 负 责 人 联 系 人

心理辅导室开放时间
渊一周几天袁每天多少时间冤 时间段

1 北郊学校 大连西路 205号 心灵花园 赵怡夏 赵怡夏
固定开放时间为颐
周一至周五

每天 1小时 中午12颐00耀13颐00
渊另根据学生预约情况安排其他时间冤

2 澄衷初级中学 东长治路 770号 真情小屋 全晓艳 全晓艳 四天 1小时 9颐30耀10颐00 11颐50耀12颐20
3 澄衷高级 东余杭路 800号 心理咨询室 周 晓 周 晓 五天 1小时 12颐15耀13颐15
4 崇明路小学 四川北路 75号 阳光小屋 张 璎 朱承佳 5天 4小时 早上尧中午尧下午
5 丹徒路小学 丹徒路 140号 心语 朱 箐 朱 箐 3天 1小时 12颐30耀13颐30
6 虹口区第二中心小学 海拉尔路 303号 放飞心灵 葛 靖 杨 蕾 1天 1耀2小时 周一中午

7 复兴实验中学 汶水东路 690弄 73号 心灵驿站 吴 茵 范倩玉 4天 40分钟 中午 11颐50耀12颐30
8 上海市广中学校 水电路 365号 问题学生心理咨询中心渊885房间冤 蒋增军 蒋增军 工作日 全天 07颐30耀16颐30
9 虹教附中 祥德路 274弄 220号 心海导航 宇海燕 宇海燕 5天 半小时 12颐15耀12颐45
10 华东师大一附中 虹关路 88号 心海引航 朱 丽 朱 丽 4耀5天 50min 12颐20耀13颐10
11 继光初级 高阳路 640号 心灵小憩 丁舒萍 丁舒萍 5天 1小时 12颐00耀13颐00
12 凉城三小 车站北路 641号 心理辅导室 董 菁 陆春燕 每周一天 二小时 每周三下午 2颐00至 4颐00
13 凉城第四小学 凉城路 1201弄 79号 蒲公英的种子 姜 慧 姜 慧 一周五天 半小时 12颐30耀13颐00
14 南湖一分校 天宝路 1038号 心心相应 申燕萍 申燕萍 一周二天 每次一小时 11颐45耀12颐45
15 曲阳二中 玉田路 180号 心雨轩 蔡天萍 蔡天萍 每周 3天 50分钟 12颐05耀12颐55
16 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 山阴路 103号 阳光心语工作室 陈中蔚 殷利纳 3天 30分钟 周一尧三尧五
17 钟山高级中学 车站南路 441号 周霞芳 周霞芳 5天 1小时 11颐50耀12颐50
18 继光高级中学 高阳路 690号 心理咨询室 陆 琦 陆 琦 5天 至少 8小时 全天开放

19 鲁迅中学 广中路 132号 心理辅导室 王燕萍 申扣宏 一周 1天 1小时 周二 12.00耀13.00
20 四平中学 天宝路 1115号 青春信访 浦鹰 浦 鹰 5天 1小时 12颐00耀13颐00
21 上海市新市学校 新市北路 1515弄 1号 心理辅导室 侯 茜 侯 茜 每周二尧四尧五 每天 1小时 12颐00耀13颐00
22 天水路小学 利民路 51号 语小屋 杨晸逸 杨晸逸 一周一次 45分钟 12颐00耀12颐45
23 上海市民办新北郊中学 东体育会路 413弄内 心理咨询室 杨 彦 杨 彦 5天 中午 1个小时 12颐00耀13颐00
24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 中州路 102号 温馨小屋 吴之多 吴之多 赵 瑛 每周五天 每天 24小时开放 8颐00耀17颐00
25 新江湾高级 水电路 1588号 心理咨询室 韩 勇 辛 红 二次 45分钟 12颐15耀13颐00
26 金沙中学 瑞虹路 311号 净心角 张 颖 张 颖 一周 5天 每天 2小时 中午休息

27 虹口区第四中心小学 东体育会路 667号 四中心心理辅导室 华 欣 谢 玮 1天 2小时 中午 晚托班

28 长青学校 唐山路 333号 心理咨询室 谢 琦 谢 琦 五天 一小时 12颐00耀13颐00
29 虹口区海宁路第一小学 乍浦路 173号 心泉 丁 洁 丁 洁 一次 一小时 12颐30耀13颐30
30 四川北路二小 邢家桥南路 145号 阳光小屋 姜学敏 章 欣 一月二次 一小时 12颐00耀13颐00
31 凉城第一小学 汶水东路凉城三村 1号 野青青藤冶心理辅导室 陆 霞 陈 怡 3天/周 半小时/天 12颐20耀12颐50或 15颐20耀16颐00
32 海南中学 塘沽路 484号 心适园 吴 玲 吴 玲 4天 8小时 8颐00耀16颐00
33 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 昆山路 111号 心灵小屋 韩 蓉 王贞哲 王贞哲 每周三 一小时 中午

34 北郊高级中学 曲阳路 497号 心理咨询室 汤 滢 汤 滢 3天 1小时 12颐30耀13颐30
35 上海市南湖职校二分校 邯郸路 53号 心语室 刘国春 石洪莲 4天 2小时 中午和放学后

36 丰镇第一小学 丰镇路 8号 解心屋 孙 敏 徐文怡 每周 1次 1小时 12颐00耀13颐00
37 红旗小学 文治路 101号 阳光满屋 魏凤玲 魏凤玲 2天 40分钟 12颐10耀12颐50
38 上海市江湾初级中学 奎照路 528弄 16号 心灵驿站 徐纪恩 徐纪恩 5天/周 40分钟/天 12颐00耀12颐40
39 保定路第一小学 昆明路 350号 小脚丫 曹玲华 陈 琲 1天/周 1小时/次 12颐00耀13颐00
40 丰镇中学 丰镇路 员圆号 心理咨询室 陈莉红 陈莉红 周一至 周五 每天 1小时 12点耀13点
41 祥德路小学 祥德路 141号 芳草地渊心辅室冤 叶 梅 奚文盈 2天 每天 20分钟 周二和周五

42 复兴高级 车站南路 28号 阳光港湾 陆磐良 许 波 5天 每天 1小时 12颐15耀13颐15
43 市五中学 武昌路 556号 畅想园 王晓怡 王晓怡 3天 1个半小时 12颐00耀13颐30 16颐30耀17颐00
44 北虹高级 南浔路 281号 心晴小屋 周 琳 周 琳 5天 1小时 11颐30耀12颐30
45 钟山初级 万安路 1289号 心晴小屋 包震宇 包震宇 3天 1小时 12颐10耀13颐00

46 虹口高级 广粤路 138号 心理咨询室 王晓路 王晓路 2天 1小时 12颐00耀13颐00
渊另根据学生预约情况安排其他时间冤

47 五十二中学 广灵二路 122号 心理咨询室 张惠丽 张惠丽 5天 全天 根据学生预约情况安排时间

48 曲阳四小 密云路 471弄 1号 心理咨询室 刘 倩 刘 倩 1天 半小时 12颐30耀13颐00
49 北虹初级 水电路 285号 阳光驿站 韩 蔚 韩 蔚 3天 30分钟 12颐00耀12颐30
50 上外附中 中山北一路 阳光驿站 杨 艳 杨 艳 4天 1个半小时 12颐30耀13颐30 16颐00耀16颐30
51 广灵路小学 广灵一路 120号 知心姐姐 张 华 张 华 4天 2小时 12颐00耀13颐00 15颐00耀16颐00
52 虹口实验学校 辉河路 65号 心灵港湾 吴 玮 吴 玮 一周五天 45分钟 11颐35耀12颐20
53 广中路小学 广中支路 140 资源教室 栾海玲 王 延 每周一次 45分钟 12颐10耀12颐55
54 上外实验 西江湾路 800号 阳光驿站 杨 艳 杨 艳 周三尧五 2小时 12颐00耀14颐00
55 上外附小 广粤路 590号 阳光小屋 成月敏 成月敏 周一尧四 20分钟 12颐30耀12颐50
56 实验中学 四川北路 1838号 心理咨询室 陆 贤 陆 贤 5天 全天 8颐00耀16颐30
57 霍山学校 霍山路 228号 静心小屋 俞静雯 俞静雯 每周两次 每次一小时 12颐00耀13颐00
58 同心路小学 同心路 157弄 4号 心理咨询室 王韵青 王韵青 1次 下午 12颐30耀16颐00
59 柳营路小学 柳营路 65号 心理咨询室 高怡君 高怡君 1耀2次 半小时 12颐30耀13颐10
60 培华学校 东体育会路 119弄 37号 心理咨询室 乐 瑾 乐 瑾 5天 全天 8颐00耀15颐30
61 幸福四平小学 四平路 621弄 100号 心理咨询室 李 黎 李 黎 1次 1小时 13颐00耀14颐00
62 密云学校 天宝西路 242弄 40号 心理咨询室 周勇红 周勇红 2节课 40分钟 有专门的沙箱治疗课

63 四川北路一小 四川北路 1802号 心理咨询室 顾文君 顾文君 5天 半小时 12颐00耀12颐30

64 张桥路小学 张桥路 301号 无 包佩丽 包佩丽
1次/月

渊以心理广播形式冤 40分钟 8颐30耀9颐10

65 唐山路一小 丹徒路 270号 心理咨询室 施红华 施红华 1次 20分钟 12颐50耀13颐10
66 新复兴初级 四川北路 2066号 心苑 王 瑾 王 瑾 3天 45分钟 12颐30耀13颐15
67 鲁迅初级 宝安路 66弄 7号 心理咨询室 周一珍 周一珍 5天 全天 8颐00耀16颐30
68 曲阳三小 赤峰路 317弄 17号 心理咨询室 朱雯贤 朱雯贤 周五 1小时 12颐10耀13颐10
69 宏星小学 赤峰路 375号甲 心理咨询室 吴佳琪 吴佳琪 5天 半小时 12颐30耀13颐00
70 虹口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水电路 839号 心理咨询中心 王红丽 王红丽 5天 全天 8颐30耀16颐30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