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发展观袁第一要义是发展袁核心是以人为本袁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

持续袁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遥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袁要求我们始终坚持野一个中心尧两个基本点冶的

基本路线遥 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尧 改革开放这两个基

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袁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遥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袁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遥社会和

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遥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遥没有

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袁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遥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袁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遥要把改革创新精

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

性袁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遥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袁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遥要站在完

成党执政兴国使命的高度袁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尧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袁体

现到领导科学发展尧促进社会和谐上来遥

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袁 增强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袁 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

念袁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袁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

科学发展上来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遥

渊摘自叶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曳冤

卷首语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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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0日上午袁为使全所党
员和群众更好地领会十七大精神袁
心理所党委举办了学习贯彻十七

大精神理论辅导报告会遥会议邀请

到中央党校蔡霞教授作题为叶坚持
解放思想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曳的报告遥 报告会由所党委副
书记李安林主持袁 研究所党委委
员尧纪委委员尧党员尧科研骨干等出
席了会议遥

会上袁蔡霞教授从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旗帜尧解放思想尧改革
开放尧民主政治等多方面对十七大
精神做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遥报告
紧密联系实际袁深入浅出袁对我所

党员全面领会十七大精神实质袁抓
好贯彻落实起到了重要作用遥此次
学习报告会是所党委学习贯彻十

七大精神的重要活动之一遥
报告会结束时袁李安林副书记

简要介绍所党委叶关于传达学习和
贯彻落实 野十七大冶 精神工作安
排曳袁 并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要结合
蔡霞教授的辅导报告袁进一步深入
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袁为创建和谐
心理所而共同努力遥

贡献曰第二袁大力推

进和谐研究所建设袁促进研究所又

好又快发展曰第三袁以改革创新的

精神不断加强党的建设袁为研究所
的发展提供思想和组织保证遥

随后袁副所长兼纪委书记傅小
兰尧副所长张建新尧党委委员罗劲

研究员尧陈毅文副研究员尧孙向红

副研究员等同志也谈了学习十七

大报告的深刻体会和感受袁围绕反

腐倡廉建设尧科学发展尧人文关怀尧

心理疏导等展开了热烈讨论遥大家

通过互相交流得到了共同提高袁进
一步加深了对十七大报告精神的

理解和把握遥

心理所举办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理论辅导报告会
[撰稿院党办]

渊上接第 2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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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7日上午袁心理所召开

了党委中心组扩大会袁紧密结合研

究所实际工作袁深入学习贯彻十七

大精神遥 会议由李安林副书记主

持袁所党委委员尧副研以上科研骨
干尧副处以上管理骨干及各党支部

书记共 30余人参加会议遥 京区党

委北郊片联络员马丽芳到会指导遥

会上袁张侃所长带头结合本所

科研工作和改革发展实际袁谈了学

习十七大文件精神的体会遥 他说袁

十七大报告集中全党智慧尧凝聚各

方共识尧反映人民心声袁鲜明地向

党内外尧国内外宣示了在改革发展

关键阶段我们党举什么旗尧走什么

路尧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尧朝着什
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袁以战略

性思维和前瞻性眼光描绘了我国

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袁是指引全国

各族人民的行动纲

领遥 张所长重点指

出袁科学发展观被写
入报告袁明确了科学

要为经济发展服务遥
心理所今后的定位

将更加明确袁 第一袁

在未来的工作中要

坚持野以人为本冶袁根

据科学发展观和 野面向科技创新尧

面向国家目标尧 面向社会需求冶的

指导思想袁做出基础性尧战略性尧前

瞻性贡献袁 关注全所人员民生袁注

重个人的发展遥 第二袁坚持推动社
会主义民主建设遥在野三个有利于冶

的前提下袁发扬民主袁凡是有利于

国家目标袁有利于社会贡献袁有利

于全所发展的事情都要鼓励遥他号

召党员干部要带领全所同志将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七大精神上来袁

脚踏实地袁加快发展袁创

造性开展工作袁 推进改

革创新和谐奋进研究所

建设遥

李安林副书记做了

题为 叶认真学习贯彻十

七大精神 努力开创我

所改革创新发展的新局

面曳重要发言遥他指出袁党的十七大

是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

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遥胡锦涛同志
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报

告袁规划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尧加快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袁是全党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遥 结合实

际袁 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袁认

真贯彻落实大会提出的各项要求袁

努力开创我所改革创新发展的新

局面袁是全所同志当前首要的政治

任务遥 在今后工作中袁要认真贯彻
落实十七大精神袁全面推进我所的

各项工作遥 第一袁明确目标袁高举
野促进心理和谐冶大旗袁走一条发展

中国特色心理学事业的道路袁为推

进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尧促进和谐社

会建设作出应有的

心理所召开党委中心组扩大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
[撰稿院党办]

渊下转第 1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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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 10 日是第 16 个
世界精神卫生日袁主题是野提倡心

理咨询 促进精神健康冶遥10月 9
日袁 精神卫生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办公室尧卫生部尧中央文明办尧全

国爱卫办尧 中国科协尧 中国科学

院尧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联合在海

淀区中关村广场举办 2007年野心

的和谐要要要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

活动冶曰10月 10 日袁 由卫生部和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办袁 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等单位承办袁在

石景山游乐园举行宣传世界精神

卫生日的室内文艺演出和室外大

型群众活动遥 这些活动旨在以行

动呼吁公众积极采取措施袁 促进

心理健康袁实现心的和谐遥

在 10月 9日宣传活动中袁中

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院士参加

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袁 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所长尧 中国心理学会

理事长张侃研究员参加了宣传活

动袁 并在主席台与李家洋副院长

等领导一起袁 给农民工代表赠送

了心理健康读本 叶托起一样的天

空曳遥

在 10月 10日的室外大型群
众活动中袁 心理所张侃所长出席

活动并向现场观众发表演说袁普

及心理学知识曰同时袁心理咨询社

也有 5名同学为现场观众进行义
务心理咨询曰中国心理素质网渊或

心 理素质 365 网 袁www.xlsz365.
com冤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袁心理所

的王文忠副研究员参加了活动的

组织工作遥

为了宣传世界精神卫生日袁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积极响应

精神卫生工作部

际联席会议办公

室的号召袁组织科

研人员建立了心

理素质 365 网渊或

中国心理素质网袁

www.xlsz365.com冤袁

普及心理学的基

础知识袁并通过心

理专家的在线咨

询直接为社会公众提供心理咨询

服务袁 同时还面向全国的中小学

生举办野心的和谐冶征文大赛袁提

高青少年对心理健康知识的重视

程度袁增加青少年自我调节能力遥

这项工作得到了李家洋副院长

的充分肯定袁 他在讲话中强调袁

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袁希望心理

所能够与卫生部等相关等单位

密切合作袁把精神卫生 尧心理健

康的科学研究尧知识普及与社会

大众的实际需要更紧密地结合袁

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

的贡献遥

李家洋副院长出席 2007年野心的和谐要要要世界

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冶并发表讲话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王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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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袁 女士们袁 先生

们袁朋友们院

上午好浴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

加 野心的和谐要世界精神日宣传

活动冶遥中国科学院作为精神卫生

工作部际联系会议的成员单位袁

一直非常重视精神卫生工作袁中

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作为中国科

学院一支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专业

队伍袁也一直积极开展精神卫生尧

心理健康的相关科学研究和知识

普及工作袁 并且努力为心理咨询

服务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遥

做好这些工作袁 既是心理研究所

份内的任务袁 也是中国科学院义

不容辞的责任遥

我们知道袁 全球约有 4.5 亿
人患有神经精神疾病袁 我国目前

精神疾病患者约有 1600万人袁还

有约 600万癫痫患者遥 神经精神

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

位袁约占疾病总负担的 20豫遥
本此活动提出 野重视心理咨

询 促进精神健康冶 是非常及时

的遥如果通过心理咨询袁把部分潜

在的可能转化为精神疾病的心理

问题及时地化解袁 促进人的精神

健康袁 不仅可以减少大量的医疗

负担袁 而且增加人们的生活满意

度和社会和谐遥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袁 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积极响应国务院

精神卫生工作部际联系会议的号

召袁 组织科研人员建立了心理素

质 365网袁 普及心理学的基础知

识袁 并通过专家的在线咨询直接

为社会公众提供心理咨询服务袁

同时还面向全国的中小学生举办

野心的和谐冶征文大赛袁提高青少

年对心理健康知识的重视程度袁

增加青少年自我调节能力遥 这项

工作非常有意义袁 希望心理所能

够与卫生部等相关等单位密切合

作袁把精神卫生尧心理健康的科学

研究尧 知识普及与社会大众的实

际需要更紧密地结合袁 为我国建

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遥

每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袁只

是 24小时袁但是精神卫生的相关

工作却需要投入持之以恒的努

力袁 希望通过全社会的重视和努

力袁使精神卫生做得越来好袁使心

理咨询更加科学尧更加有效袁从而

切实地提高全社会的精神健康水

平遥

最后袁祝愿 2007世界精神卫
生日宣传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浴 谢

谢大家浴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院士

在 2007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上的讲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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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增强全体职工的法

纪观念袁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

线袁10月 9 日袁 心理所举办了预

防职务犯罪暨加强科研学风建设

报告会袁 特邀中央纪委驻中国科

学院纪检组副组长尧 院监察审计

局局长沈颖作专题报告遥 会议由

李安林副书记主持袁 研究

所领导干部尧科研骨干尧支

部书记及职工共 70 余人
参加了报告会遥

沈颖局长在报告中介

绍了腐败的特征尧 类型及

危害袁 回顾了我国反腐倡

廉的历史进程袁 分析了当前的反

腐倡廉形势袁提出了预防职务犯罪

的对策措施遥 他强调袁反腐倡廉是

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遥当

前反腐倡廉的重要任务就是预防

和惩治职务犯罪袁 要做好这项工

作袁不仅要靠制度和监督袁还要靠

教育抓牢预防腐败的思想基础遥

会后 袁大家纷纷表示 袁这次

报告会提升了大家对职务犯罪

的认识袁对促进研究所的反腐倡

廉工作和学术道德建设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袁具有很强的指

导意义遥

心理所举办野预防职务犯罪
暨加强科研学风建设冶报告会

[撰稿院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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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院党组和京区党委尧 所党委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通知的

部署袁心理所召开了党委中心组扩大会遥 党委委员尧支部书记尧科研骨干等从

不同的侧面畅谈了学习十七大精神的初步体会和思考遥 这些文章既有感悟

体会袁又有思考分析袁既有理论阐述袁又紧密结合实际遥 本通讯将陆续刊登十

七大报告的学习体会遥

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袁以邓小平理论和耶三个代

表爷重要思想为指导袁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袁继续解放思想袁坚

持改革开放袁推动科学发展袁促进

社会和谐袁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新胜利而奋斗遥冶十七大报告

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的伟大历程袁 充分肯定了国家发

展总体方向袁 继续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遥报

告集中全党智慧尧凝聚各方共识尧

反映人民心声袁鲜明地向党内外尧

国内外宣示了在改革发展关键阶

段我们党举什么旗尧走什么路尧以

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尧 朝着什么样

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袁 以战略性

思维和前瞻性眼光描绘了我国改

革发展的宏伟蓝图袁 是指引全国

各族人民的行动纲领遥

十七大报告指出袁 改革开放

二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开

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遥 我们中科院开展知识创新工

程以来袁 各研究所的硬件建设和

人才建设发展非常地快袁 也要归

功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遥

和谐社会是一个科学发展的社

会袁 也是一个不断进步和创新的

社会遥 报告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产

生的背景和丰富的内涵袁 明确提

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基本要求遥 野科学发展观袁第一要

义是发展袁核心是以人为本袁基本

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袁 根本方

法是统筹兼顾冶遥发展的重要内容

之一就是野科技兴国尧人才强国冶遥

中国科学院系统无疑是担当这一

重任的先锋遥党的十七大指出袁要

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袁注重

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袁 用正确方

式处理人际关系噎噎冶袁说明了党

和国家尧 社会对心理的关注及对

心理学发展的重视遥 心理所如何

落实好十七大会议精神袁 用科学

发展观统领研究所工作袁为国家尧

社会做贡献袁 将是我们面临的重

大课题袁 这也更加明确了研究所

今后的定位和工作努力方向遥

结合学习十七大报告体会和

工作实际袁 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

要做到以下两点院

一是要坚持野以人为本冶遥 要

根据科学发展观和 野面向科技创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研究所全局工作

党委委员尧所长 张 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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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意识有两个

方面的意义遥第一袁要正确面对过

去遥 改革开放的 29年袁我们确实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袁 生产力发

展袁综合国力增强 袁人民生活水

平普遍提高袁我们的野神六冶也上

天了遥 但是这 29年袁我们取得的

成就有多大袁我们的问题也有多

大 曰我们的进步有多大 袁存在的

问题也有多大遥 这 29年袁我们有

快乐袁也有烦恼遥 肚子吃饱以后

会产生无穷无尽的烦恼遥 如同上

面所提到的自然资源 尧 环境污

染尧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遥 因此袁

要更好地发展 袁 就应该居安思

危袁不能骄傲自满遥

第二 尧 要科学面对未来 遥

2007年到 2020 年这 13 年袁我们

的目标很宏伟袁 任务很艰巨袁困

难很多袁挑战也很严峻遥 这 13年
既是我们发展的快速期 尧 黄金

期袁也是各类矛盾的突发期遥 可

以说袁 我们已进入风险社会袁有

些事情稍微处理不好就会成为

风险事件遥 因此袁更要居安思危袁

千万不能骄傲自满袁不能讲享乐

主义袁如果那样袁会丧失 29 年来
的成果遥

十七大报告里讲的很清楚袁

野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冶遥 中国必

须改革袁中国必须开放袁中国必须

发展遥 邓小平同志率领全党和全

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袁 提出了一

个新的命题袁就是野发展才是硬道

理冶遥 通过发展袁取得社会活力和

社会和谐遥

渊上接第 12页冤

新尧 面向国家目标尧 面向社会需

求冶的指导思想袁做出基础性尧战

略性尧 前瞻性贡献遥 作为科研单

位袁 我们必须将研究与国家战略

目标需求尧全国人民的需要结合

起来袁这是一个根本问题遥 目前袁

我们针对当前社会面临的全球

化尧信息化 尧变革化和老龄化等

带来的心理问题进行研究袁建立

心理和谐指数袁同时也将提供国

家社会预警报告袁为构建和谐社

会多做些贡献遥 在坚持野面向科

技创新 尧面向国家目标 尧面向社

会需求冶的同时 袁在研究所团队

里袁 我们也要坚持以人为本袁关

注民生袁注重个人特别是年轻人

的发展遥

二是要坚持推动社会主义民

主建设遥 过去我国发展历程上出

现的偏差袁 都是社会主义民主贯

彻不足造成的遥如何推动民主袁让

各种各样的意见充分地表达出

来袁 使我们的决策更加符合客观

规律袁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遥我们

要在野三个有利于冶的前提下袁发

扬社会主义民主遥 我们的科研工

作要按照有利于国家战略目标的

实现尧有利于社会贡献袁有利于心

理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的原则

开展工作遥 凡是有利于国家和社

会贡献袁有利于全所发展的事情袁

任何建议尧想法尧行为都值得鼓励

和推动遥

现在袁 我们已步入知识创新

工程三期的关键时期遥 面对当前

的机遇和挑战袁我们将始终以野发

展冶为第一要义袁带领全所同志进

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七大

精神上来袁脚踏实地袁加快发展袁

创造性开展工作袁 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袁 以邓小平理

论和 耶三个代表爷 重要思想为指

导袁以人为本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袁 在院党组的正确

领导下袁 进一步调整和凝炼科研

目标袁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袁按

照 野面向科技创新尧 面向国家目

标尧面向社会需求冶的要求袁构建

完整的创新价值链袁带领全所同

志为心理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

基础性尧战略性尧前瞻性的贡献袁

取得新的更多的创新成果袁为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

的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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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是我国改革发展

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大会遥 胡锦涛同志代表十六届中

央委员会所做的报告袁 规划了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尧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宏伟蓝图袁 是全党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行动纲领遥结合实际袁深入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袁 认真贯彻

落实大会提出的各项要求袁 努力

开创我所改革创新发展的新局

面袁 是全所同志当前首要的政治

任务遥

一尧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了野举

什么旗尧走什么路冶的问题袁勾画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光辉灿

烂的前景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袁 它代表

着方向尧目标尧信念尧形象袁是人们

行动的指南遥一个政党举什么旗尧

走什么路袁 归根结底是由这一政

党的性质尧 纲领和任务决定的遥

十七大鲜明提出要 野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冶袁坚定不移

地 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冶袁

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

级性质及其先进性遥

在今天袁 进一步明确这个问

题袁 关系到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野能不能发

展前进尧如何发展前进冶的重大问

题浴 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院

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袁是

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袁 是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

帜冶曰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

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袁 归结

起来就是院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袁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遥 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袁 最根本的就是

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

系遥 冶

如何举好旗尧走好路钥十六大

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和邓小平理论尧野三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的指导思想袁 初步形成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曰

十七大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尧野三个

代表冶 重要思想指导思想的基础

上袁 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指导方针袁 提出了若干

重大战略思想袁 进一步丰富发展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袁 并就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了

五个方面的新要求院

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袁 努力

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遥 实现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到二茵二茵年比
二茵茵茵年翻两番遥 自主创新能

力显著提高袁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袁 进入创新

型国家行列噎噎

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袁更

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

义遥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袁

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噎噎

三是加强文化建设袁 明显提

高全民族文明素质遥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袁 覆盖全社

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

努力开创我所改革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党委副书记尧副所长 李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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噎噎

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袁全

面改善人民生活袁 现代国民教育

体系更加完善袁 终身教育体系基

本形成袁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袁覆盖

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

立袁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噎噎

五是建设生态文明袁 基本形

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

的产业结构尧 增长方式尧 消费模

式遥 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

树立噎噎

上述新要求使人振奋袁 催人

奋进浴

十七大成功召开的重大意

义袁归结起来就是院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目标更清晰更宏伟袁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更成熟更科

学袁 我们党前进的脚步更坚实更

稳健袁 我们国家发展的道路更宽

广更通畅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的前景更光明更灿烂浴

二尧扎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袁

促进野社会和谐冶成为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

十七大报告中袁野和谐冶 成为

重要的关键词袁出现频次达 34次
之多遥

党中央高度关注野社会和谐冶

问题遥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

提出了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冶

的科学命题袁 十六届六中全会专

题进行研究袁 十七大将其正式写

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野基

本路线冶袁成为党的奋斗目标袁即院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袁 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袁 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袁坚持改革开放袁自力更生袁艰

苦创业袁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而奋斗遥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袁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袁 加快推进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噎噎构建和谐社会尧促进野社会和

谐冶 从目标到途径袁 从理论到实

践袁 已经或正在成为全社会统一

的意志和行动遥

三尧致力于科学发展袁把科学

发展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指导方针

提出科学发展观袁 是十六大

以来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

的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遥 正

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袁 它是对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

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袁 是马

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的集中体现袁 是同马克思列

宁主义尧毛泽东思想尧邓小平理论

和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既一脉相

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袁 是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

针袁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

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遥

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的重

要指导方针袁 使得我们党的指导

思想更加科学和完备遥它表明院我

们党对经济尧 社会发展规律的认

识更加深刻袁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探索更加自觉袁对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执政和领导现

代化建设更加娴熟遥

四尧与时俱进尧改革创新袁对

推进党的建设提出新任务新要求

强调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袁是

十七大突出的特点遥与时俱进尧改

革创新是当今时代精神的核心袁

是增强党的创造力尧凝聚力尧战斗

力的必由之路袁 是使党永葆先进

性的关键所在遥

十七大着眼于当前形势的新

发展新变化和我们党面临的新课

题新考验袁 对全党提出了新任务

新要求院 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袁 坚持

党要管党尧从严治党袁贯彻为民尧

务实尧清廉的要求袁以坚定理想信

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袁 以造就

高素质党员尧 干部队伍为重点加

强组织建设袁 以保持党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

设袁 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

强制度建设袁 以完善惩治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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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

设袁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尧执政

为民袁求真务实尧改革创新袁艰苦

奋斗尧清正廉洁袁富有活力尧团结

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遥 我们

要认真落实好这些要求袁 努力完

成好各项任务袁 不断提高党建工

作的水平袁 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

面遥

五尧 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精

神袁全面推进我所的各项工作

办好社会主义研究所袁 同样

需要明确野举什么旗尧走什么路冶

的问题遥我们要高举的是野促进心

理和谐冶的大旗袁就是要在党的领

导下袁凝聚各方面力量袁团结全所

同志和广大心理学工作者袁 为促

进心理和谐尧 进而实现社会和谐

而共同奋斗曰 我们要走的是一条

发展中国特色心理学事业的道

路袁 就是要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指引下袁始终坚持野两个面向冶袁为

促进心理学研究尧 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袁不断作出基础性尧前瞻

性尧战略性的创新贡献遥这是历史

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及光

荣使命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袁最

重要的就是要进一步增强高举旗

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遥

要肩负起上述责任和使命袁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袁 我们必须

在不断深化战略研究袁 优化学科

布局袁凝练科技目标袁引领心理科

学发展尧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上下

功夫曰 在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袁 努力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创新

人才上下功夫曰 在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袁不断深化改革袁完善

体制机制袁推进研究所全面建设袁

实现科学发展即又好又快发展上

下功夫遥

创新三期袁 我所要以战略研

究为龙头袁带动学科发展尧科技创

新尧人才培养尧平台建设等各项发

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遥 健全完善

战略研究工作机制渊组织尧分工尧

制度冤袁 确保战略研究落到实处尧

取得实效曰进一步解放思想袁更新

观念尧广开渠道尧多方并举袁努力

培养和延揽创新人才曰 把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上袁 抓住创新三期基础设施建设

的有利时机袁加强科研平台建设袁

进一步优化科研组织方式袁 改善

科研保障条件袁 深入推进创新文

化建设袁大幅度增加科研产出袁不

断增强研究所的核心竞争力和国

家队的显示度遥

和谐是发展的前提遥 要树立

和谐理念袁实施和谐举措袁建设和

谐文化袁 最大限度地发展和扩大

和谐因素袁消除不和谐因素袁使和

谐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袁 使促进

和谐成为全所同志自觉的行动袁

扎实推进和谐研究所建设遥

在创建和谐研究所的过程

中袁要坚持野三个结合冶袁即院把研

究所的发展同职工个人发展有机

结合起来袁促进整体和谐曰把推进

改革创新发展同强有力的思想政

治工作及体现人文关怀的管理服

务有机结合起来袁促进心理和谐曰

把学科建设尧人才队伍建设尧体制

机制建设同和谐文化建设有机结

合起来袁促进环境和谐遥

要把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

神作为党组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袁抓紧抓实遥通

过学习贯彻袁 把全所同志的思想

统一到十七大精神上来袁 把力量

凝聚到实现十七大提出的宏伟目

标上来袁 推进研究所的各项工作

的开展遥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组织

工作的重点袁 一是按照十七大的

要求袁进一步加强党委自身建设袁

在研究所的改革创新发展中袁努

力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曰 二是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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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创造性地提

出野反腐倡廉建设冶的概念袁将反

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尧组

织建设尧 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并

列袁 使之成为我们党五大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遥 这是我们党反腐

倡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袁提

升了反腐倡廉工作的战略地位袁

彰显了中央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

败斗争的决心袁 反映了党对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工

作规律认识的深化遥

近年来袁 我国政府加大了对

腐败的查处力度袁 反腐倡廉取得

了明显成效袁 腐败得到了一定遏

制遥但值得注意的是袁由于受到社

会大环境的影响袁 近年来科研单

位工作人员犯罪的数量却呈上升

趋势遥 科研单位工作人员的职务

犯罪严重腐蚀社会肌体袁 不仅严

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袁 影响

了人民群众对科研群体的期望袁

而且严重危害国家正常的科研秩

序袁 阻碍知识创新工程的顺利实

施和发展遥

我们应本着野惩防并举袁重在

预防冶的原则袁有效遏止科研单位

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的数量和影

响遥一方面袁我们要重点加强学术

道德建设袁加强科研单位工作人员

对精神境界的追求袁防止物质主义

泛滥曰 继续加强社会舆论引导袁对

积极的尧道德的尧传统美德的行为

进行宣传和精神奖励袁防止拜金主

义盛行遥 另一方面袁在强化自律的

同时袁 也必须切实有效地加强他

律袁做好制度预防和惩罚预防遥 制

度预防袁 即建立健全相应制度袁重

点加强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尧大中型

仪器和设备采购尧课题经费管理等

领域的预防体制建设袁 告诫要及

时袁查处要到位遥惩罚预防袁即法律

与刑事政策预防袁要提高法律惩罚

的准确性尧及时性和严厉性袁加大

对职务犯罪的惩处力度袁加大监督

与刑罚威慑效应遥

野坚持标本兼治尧综合治理尧惩

防并举尧注重预防的方针袁扎实推

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袁在坚

决惩治腐败的同时袁 更加注重治

本袁更加注重预防袁更加注重制度

建设袁拓展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工作

领域遥 冶这为我们的纪检监察工作

确定了中心和重心遥 加强反腐倡

廉建设袁构建和谐科研环境袁已成

为我们科研单位纪检监察工作者

的崇高使命和光荣任务遥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构建和谐科研环境
纪委书记尧党委委员尧副所长 傅小兰

想和能力建设为重点袁 努力建设

团结务实尧会抓善管尧奋发有为的

领导班子袁 不断增强领导班子的

政治意识尧责任意识尧全局意识尧

战略意识和改革创新意识袁 提高

在新形势下推进科技创新和促进

改革发展的能力曰 三是切实巩固

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成果袁

抓好保持党的先进性长效机制的

贯彻落实袁 不断推进党的先进性

建设曰 四是努力发挥党的政治和

组织优势袁认真履行野围绕创新尧

服务创新尧促进创新冶的职责袁在

研究所的全局工作中有效发挥作

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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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报告可分为五个部

分袁首先提出旗帜袁然后依次提出

思想尧目标尧布局袁最后是领导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首先要

放在第一位袁 它是我们发展的目

标和方向袁是我们共同的基础尧共

同的信念尧共同的理想遥

科学发展观是思想理论部分

的重要内容遥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

全会袁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人为本尧

全面协调可持续尧 统筹的科学发

展观遥 科学发展观中的一个重要

着眼点袁 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

式的转变遥 而在党的十七大报告

中袁又将经济野增长冶方式的提法

改成为野发展冶方式袁这一细节变

化的意义非同小可遥

经济野发展冶模式包含了单纯

野增长冶 模式没有涵盖的内容袁比

如袁一尧发展与自然资源消耗的关

系遥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袁西方

发达国家都在实行自然资源的储

备战略袁 中国在世界上人均占有

资源率是比较低的遥因此袁发展就

要顾及自然资源遥二尧发展与环境

污染的关系遥 环境污染的代价是

很沉重的遥 人类千万不要过分地

陶醉于对大自然界的每一个胜

利袁在每一个胜利背后袁自然界会

给人类沉重的报复遥三尧发展与资

本投资的关系遥 资本是一把双刃

剑袁它既可以拉动中国的经济袁又

有野吃人冶的本性遥 既然搞市场经

济袁就必须利用资本遥 但从价值的

尺度来看袁资本有野吃人冶的本性遥

马克思讲过这样的话袁 资本一来

到人间袁 它的每个毛孔里面都滴

着工人的血和汗遥 为了 50%的利
润袁敢于铤而走险曰为了 100%的
利润袁敢于冒一切法律的危险曰为

了 300%的利润袁敢于冒着砍头的

危险遥 所以袁我们既要利用资本袁

又要限制和规范资本遥 四尧发展与

廉价劳动力成本的关系遥 农民和

城市里的农民工吃苦耐劳袁 劳动

力成本很低遥 但是现在的农民和

农民工增强了维权意识袁很快地袁

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将不复存

在遥

从以上可以看出袁 单纯增长

的模式发展空间越来越小袁 发展

代价越来越大遥 如何来寻求经济

发展的再生之路钥 发展的模式作

出了回答袁 那就是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袁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

调整产业结构遥 根本的关键点在

于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遥

十七大报告当中袁 创新这个

词出现的频率相当高遥 这是我们

党保持旺盛活力的一个显著标

志遥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袁包括计

划经济年代袁政治权利过大袁而社

会力量尧经济力量微弱袁社会结构

里的三大力量无法相互支撑尧相

辅相成遥所谓野大政府尧小社会冶和

野大政治尧小经济冶遥或者概括说是

命令经济尧审批经济尧权利经济尧

行政经济遥相应的袁权力运作方式

为院权利至上尧自上而下尧逐级管

制尧缺乏制衡遥政府的主要功能就

是管制尧控制尧约束遥 野以人为本袁

管理创新冶 将会为我国的未来发

展带来巨大的原动力遥

同时袁 发展也会带来新的问

题遥所以袁十七大报告结尾部分又

提到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袁 要有

忧患意识遥

科学发展观的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发展是关键

党委委员尧副所长 张建新

渊下转第 7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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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指出要野加强和

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袁注重人文关

怀和心理疏导袁用正确方式处理

人际关系噎噎冶袁 这对我们当前

的心理学研究工作提出了新课

题袁 我想就这个问题谈几点想

法遥

首先袁十七大所提出的人文

关怀和心理疏导与我们通常所

说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既有一定

的联系 袁又有一定区别 袁虽然两

者所讲的都是要把握人们的内

心活动或者心理过程袁并采取相

应的方法和适当的手段袁有效地

改善人们的认知方式和思想态

度袁但并不能将心理疏导简单地

等同于心理咨询和治疗遥

首先袁心理疏导主要是在思

想政治工作的范畴之内进行袁它

主要是从国家社会的角度出发袁

注重全民的整体利益袁心理疏导

包含明确的思想导向和价值判

断曰而心理咨询和治疗虽然也是

在利用各种方法将人们的心理

与行为向着健康的方面引导袁并

且也同时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袁

但其考虑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却

是个体的心态与健康袁心理咨询

和治疗可能涉及思想导向和价

值判断袁但更多的时候则不涉及

明确的导向和判断遥 第二袁心理

疏导关注内容袁关注如何引导人

们去接受社会所期望的思想和

行动方式曰而心理咨询和治疗则

在方法和技术层面有更多的侧

重袁它探讨和发展包括临床药物

治疗和各种心理和行为治疗在

内的多种治疗和干预手段为人

们的心理健康服务遥 第三袁心理

疏导主要涉及因社会和人际关

系等方面的原因而引发的思想

和心理问题袁心理疏导的主要对

象是社会的正常人群曰而心理咨

询和治疗则涉及包括

由生理和遗传原因所

引起的心理和行为障

碍袁 心理咨询和治疗

不但涉及正常人群袁

也涉及严重的心理和

精神疾病患者遥

因此袁我们当前的工作特别

是有关心理健康的研究工作如

果想要有效地服务于十七大提

出的心理疏导袁就需要更好地聚

焦当前社会的切实问题和需要袁

并提出相应的行之有效的办法遥

比如袁如果我们能找到和确定一

些当前社会普遍存在而又急需

疏导的心理和思想问题袁科学而

严格地加以界定袁进而通过对现

实社会中的那些心态良好和心

态不好的个例进行深入的分析

和研究袁找出其中的心理原因和

普遍规律袁并发展出具有高度的

实效性和针对性的疏导和干预

策略袁那么袁我们的工作就有可

能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党的十七

大所提出的心理疏导的需要遥

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党委委员尧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主任 罗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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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的

主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

时代内涵袁其中提到野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袁继续解放思想袁坚

持改革开放袁推动科学发展袁促进

社会和谐冶遥十七大已经将野科学冶

与野和谐冶列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袁

这与构建和谐创新的研究所是密

切相关的遥 只有营造和谐创新的

科研气氛袁 才能有效地推进我所

的知识创新工程遥

报告主题鲜明尧内涵丰富袁求

真务实尧 勇于创新袁 使人深受鼓

舞遥 报告科学回答了在我国改革

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尧 走什么

路尧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尧采取什

么样的发展思路尧 实行什么样的

工作方针尧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

标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

问题袁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高瞻远

瞩的战略眼光尧求真务实尧与时俱

进的工作作风袁 使人们更加坚定

地相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一定会实现遥 我们学习十七大报

告袁 就是一定要坚持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袁 坚持以邓

小平理论和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

为指导袁结合自己的实际袁认认真

真干好本职工作袁对党负责袁对人

民负责遥 要解放思想尧实事求是尧

与时俱进袁把握野科学发展尧和谐

发展冶袁把握野发展为了人民袁发展

依靠人民袁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冶遥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袁 为了适应

新时期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遥 报

告指出院野科学发展观袁 第一要义

是发展袁核心是以人为本袁基本要

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袁 根本方法

是统筹兼顾冶遥 发展才是硬道理袁

没有发展谈什么都没有多大意

义遥应坚持以发展为主题袁用发展

的眼光尧发展的思路尧发展的办法

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袁 最后达到科

学和谐持续的发展遥 科学发展观

强调的以人为本袁与我们党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

立党为公尧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是完全一致的袁与我们党提出的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遥 我们的工

作要以广大人民群众袁也就是以

工人尧农民 尧知识分子等劳动者

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遥

科学发展观更是其中鲜活的指

导思想袁要求我们科学而非冒进

的发展袁 那就是要承认客观规

律袁尊重客观规律袁真正实现又

好又快发展遥

科学发展观回答了为谁发

展尧靠谁发展尧发展成果如何分配

的问题遥 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发

展为了人民袁依靠人民袁最充分地

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尧主动性尧

创造性袁 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

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袁 最广泛地

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遥 在发展成

果如何分配上袁 科学发展观强调

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袁 走共

同富裕道路遥 我们只有紧紧抓住

科学发展观的真正内涵袁 做到以

人为本和谐发展袁 才能推动学科

建设袁 才能做到真正的可持续发

展袁 如果科研人员能把对科学发

展观的认识落实到科研实际中袁

那么学科的科学

坚持科学发展观袁建设和谐创新研究所
党委委员尧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副主任 陈毅文

渊下转第 19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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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

大上的报告袁 深刻地体会到报告

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五年来的工

作遥 十六大以来的五年袁是改革开

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

进展的五年袁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

度提升尧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

的五年袁是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更多

实惠的五年遥报告鲜明地回答了举

什么旗尧走什么路的问题遥 报告指

出中国共产党将坚定不移地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袁为夺

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

力奋斗遥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遥这是指导我国社会

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理论武

器遥报告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

大历史进程遥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必由之路遥报告阐述了科学

发展观产生的背景和丰富的内涵袁

明确提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的基本要求遥

根据报告的精神袁 回顾我所

近年来取得的进步袁 分析目前我

所科研队伍的实力袁 以及经费争

取尧设备购买等软硬件条件袁心理

所也需要在肯定自身成绩的同

时袁找出自己的问题袁明确未来发

展的方向袁并结合实际袁选择适合

心理所发展之路袁 长期不懈地坚

持走下去遥 自从去年 8月所领导
班子换届以来袁 我们曾经将自身

科研实力与现状做了一个比较客

观的定位袁 认为心理所在全国心

理学界尚处在领先的地位遥 与美

国一百多所知名大学心理系和心

理学研究机构相比 袁 处在和第

51.5位排名相当的位置上遥 但在

满足国家重大科研需求方面袁我

们自认为做得远远不够遥 与国内

同行相比袁 我们的发展速度也不

够快遥针对这一现状袁尤其是在我

国全面建设小康袁 构建和谐社会

的伟大工程中袁 心理所应勇挑重

任袁一方面探索心理学前沿领域尧

以赶超国际水平为目标曰 另一方

面要积极响应广大人民群众对心

理健康尧心理和谐的呼唤袁重视人

民生活尧工业生产尧国防创新领域

对心理学理论的应用袁 为解决关

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心理问题提

供决策支持和服务遥

科学发展观是我所未来发展

的基本思路遥其核心是以人为本遥

走人才强所的战略袁 一方面加大

力度培养所内人才袁 另一方面吸

引和引进优秀的人才袁 将人才的

培养与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袁与

所的发展相结合遥

正如十七大文件中所总结

的袁 快速发展是我国近年来取得

成就的突出表现遥 也是我党近年

来抓住机遇袁 艰苦奋斗的最好证

明遥 未来几十年里袁在党中央领导

下袁 我国各方面建设还将保持高

速发展的势头袁 那么我所的发展

也应该借此东风袁 在获得研究经

费支持方面尧在自身人员尧队伍尧

和工作环境建设方面尧 在为国家

建设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袁力

求有一个持续快速的发展遥

与时俱进是我党坚持马克思

主义思想路线袁 不断探索和回答

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基本纲领

和基本经验遥 心理所在谋求自身

发展的道路上袁也应该解放思想袁

开拓思路袁寻找适合自己的方法袁

来着重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遥

在科研管理领域做到工作思路创

新尧管理机制的创新遥

抓住机遇 谋求发展
党委委员尧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副主任 孙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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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8 日上午袁由中国心理

学会主办袁 河南大学承办的第十

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开幕式

在明伦校区大礼堂隆重开幕遥 来

自海内外的会议代表云集一堂袁

展示交流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袁共

同展望中国心理科学的未来遥 校

长关爱和尧 副校长赵国祥出席了

开幕式遥 开幕式由中国心理学会

秘书长杨玉芳主持遥

关爱和同志代表河南大学全

体师生袁 对出席大会的各位来宾

表示热烈的欢迎遥 他向与会代表

简要介绍了河南大学的历史沿革

和发展现状袁 以及河南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的基本情况遥他说袁本届

会议是我国心理学界的盛事袁也

是河南大学的盛事遥他表示袁河南

大学将在中国心理学会的指导

下袁全力以赴袁竭尽所能袁把此次

会议办成各位专家尧 学者交流最

新科研成果袁 展望学科未来发展

趋势袁 探讨心理学科研究领域热

点问题的学术盛会遥 同时也希望

大家对河南大学的学科建设和科

学研究工作提出宝贵意见遥

开封市市长级干部张家顺尧

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孙洪臣尧河

南省科协副主席何凤莲先后发表

致辞袁庆祝本次大会隆重开幕袁并

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遥

大会名誉主席张厚粲在讲话

中介绍了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历

程遥 她肯定了河南大学在全国心

理学发展中做出的重要贡献袁对

河南大学心理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遥 她对与

会的境外学者表示真诚欢迎袁并

就国际心理学会对中国心理学发

展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遥 同时她

也希望全国的心理学工作者要与

时俱进袁 为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做出更大贡献遥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表

示袁 此次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学术

盛会袁 必将成为中国心理学发展

历史上新的里程碑遥 他相信通过

大家的共同努力袁 使心理学在未

来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绩袁为

社会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遥 他希

望大家坚持科学的研究方向袁通

过同国际心理学会进行广泛和深

入的交流袁 推动中国心理学不断

得到发展遥

赵国祥同志向与会人员介绍

了河南大学筹备会议情况袁 并对

协助会议召开的各界人士表示感

谢袁并表示要提供好服务袁确保会

议的顺利召开遥

本届大会主题为 野心理学与

和谐社会 冶遥 此次会议吸引了

2500 余名代表与会袁共收到论文

2400 余篇袁是心理学界历年来规

模最大尧学科最齐全尧学术水平最

高的一次盛会遥 11 月 7 日至 11
日袁 与会代表们参加了大会主题

报告尧各专业分会分组报告尧专题

会议尧工作坊等活动袁探讨当前中

国心理学各分支领域内最前沿的

热点问题遥

渊摘自河南大学新闻网冤

第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在河南大学召开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ÿ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讯
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07年 11月第 6期 总第 153期

各位老师尧各位同学尧各位领导院

大家上午好浴

值此中国心理学会 2007 年
全国学术大会召开之际袁 请允许

我代表中国心理学会对各位的积

极参与表示诚挚的欢迎浴 对这次

大会的承办单位袁 我们热情的东

道主袁河南大学的师生尧特别是赵

国祥校长尧 赵剑峰老师和他们的

团队为大会所提供的出色的组织

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浴 这次大会

还得到了河南省有关部门的领导

的关心袁 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

谢意遥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国际心

理学界对我们这次大会的关心袁

这是自 1982 年国内心理学大会
首次邀请外国心理学家来参与以

来袁 参加我们国内心理学大会到

会外宾和港澳台心理学家最多袁

规格最高的一次遥 在我们的国际

来宾中袁 有来自德国的国际心理

学会前任主席尧 国际社会科学理

事会主席 Kurt Pawlic 教授和夫
人袁Pawlic教授就是 1982 年来我
国参加过中国心理学学术大会

的袁他见证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曰

有来自比利时的国际心理学会前

任主席 Gery deDewell 教授和夫

人曰 来自美国的国际心理学会现

任主席 Bruce Oviermen 教授 曰美

国心 理 学 会现 任 主席 Sharon
Stephens Brehm 教授曰 英国心理

学会现任主席 Pam Maras 教授曰

我们的老朋友袁 美国密西根大学

Henry Wellman 教授等各国的朋
友遥 我们对他们的到来和参与表

示热烈的欢迎浴

中国的心理学的发展经过

了漫长的艰苦的过程遥 改革开放

以来袁心理学在我国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快速发展袁到今年 10 月袁

全国已经有了 204 个心理学单
位袁 比较 1978 年前初的只有一
个袁 确实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发

展遥 抚今忆昔袁我们思绪万千袁心

潮澎湃袁一心要发扬老一辈心理

学家开创的事业袁使我国的心理

学事业再上层楼遥 为了适应新的

发展形势和全国心理学工作者

的要求袁学会常务理事经过 2001
年在广州的会议和 2005 年在上
海的会议反复研究袁 慎重决定袁

在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全国大会

张侃理事长在中国心理学会

2007年全国学术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ÿ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讯
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07年 11月第 6期 总第 153期

之间的第二年袁再举行一次全国

性的学术交流大会遥 我们这次举

办的就是第一次这样的全国学

术交流大会 遥 大会原来预计有

800 到 1000 人参加遥 然而袁这次

大会得到了全国同行的积极响

应和参与袁大会学术委员会收到

提交的摘要 2400 多篇遥 据昨天

晚上预备会议的报告袁这次大会

有 3500 多人参加遥 由于事前没

有估计到会有这么多人参与袁这

给会议的承办单位袁河南大学带

来了很多困难遥 我们为此表示由

衷的歉意遥 同时袁我也相信袁他们

会为能举办这次大会而感到自

豪遥 因为袁这次大会必定会成为

中国心理学发展历史上一个新

的里程碑遥

大千世界袁花团锦簇曰万象人

间袁华丽多彩遥这一切都是因为有

了人袁才有了意义遥而人世间的一

切也只有以人为本方才有意义遥

最近闭幕的党的 17 次大会再次
确定了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和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袁 并突出

了发展必须以人为本遥 和谐社会

必定包含人与自然的和谐尧 人与

人的和谐和人自身的和谐遥 我们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意识尧 心智和

行为的学科袁 本原的对人有更多

的认识袁对于这一点袁我想任何有

起码知识的人都不会发出异议遥

因此袁 心理学一

定能在构建和谐

社会中发挥独特

的作用遥 这样的

内外条件决定了

我国的心理学在

未来一定会有一

个更好的发展 遥

我们相信通过我

们的努力袁 我们

一定能够在大力发展我们心理学

的同时袁 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和人

民幸福做更多的工作袁 在构建和

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袁使我们的

心理学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和发

言权遥 为此袁我国的心理学工作

者在从事基础研究的同时袁要特

别注意运用心理学的成果服务

于国家目标和社会需求遥 在这次

大会交流的报告中袁我们看到有

一半以上是和心理学的应用有

关系的遥 相信通过这次大会的交

流袁各位能在如何将心理学服务

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方面有

更多的体会和收获遥 当然袁我们

还要牢记古训袁居安思危袁看到

我们面前的事业是任重而道远遥

我国的心理学同仁必须付出更

多的艰苦的努力遥

心理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

科袁 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是 IC鄄
SU29个联合会成员之一遥心理学

在我国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袁只

有坚持科学的心理学的研究路

线袁 心理学方可以得到健康的成

长袁得到社会认可的发展遥在这个

过程中袁 国际心理学对我们的支

持和帮助始终是最有力的因素之

一遥今后袁我们还要继续发展心理

学的国际合作和交流袁 特别是支

持青年心理学家的国际交流遥 中

国心理学会已经和德国心理学会

达成协议袁 鼓励中国心理者申请

参加明年在德国首都柏林举办的

第 29届国际心理学大会遥凡是获

得参加 ARTS项目的中国心理学
会会员袁 都将由中国心理学会资

助国际旅费遥同时袁中国心理学会

还要以别的方式支持会员参加这

次大会遥现已计划资助 30位青年
心理学者参加这次大会遥 欢迎大

家积极参与这项活动并和学会秘

书处保持联系遥

我们这次大会来得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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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可以期待遥我

们所也应该好好思考如何发展尧

怎么发展尧 为何发展和靠谁发展

的问题袁 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今

后的工作中去遥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

报告中明确指出袁野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袁建设创新型国家冶是野国家

发展战略的核心袁 是提高综合国

力的关键冶遥能感到党和国家走科

学发展之路的决心袁 这也为我们

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提供了难得

的机遇袁 在学习十七大报告过程

中感到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遥作为普通党员袁我们要深刻

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

神实质袁 要在思想观念上与中央

保持一致袁 而更重要的是落实在

行动上遥 科研机构在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尧 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担负

着重要的使命遥 按照十七大报告

提出的使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尧创新

人才大量涌现的要求袁心理所要通

过完善创新机制尧培育创新文化等

举措袁 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

境袁培养造就一批科研领军人才和

创新团队遥学习十七大也是一种对

党性尧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深刻教

育遥当听到胡锦涛总书记读到结束

语 野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尧增

强忧患意识袁 一定要戒骄戒躁尧艰

苦奋斗袁一定要刻苦学习尧埋头苦

干袁一定要加强团结尧顾全大局袁万

众一心袁开拓奋进袁为夺取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尧 谱写人民美

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冶 时袁

这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袁让我们

再次认识到作为党员尧作为科研

人员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遥 要

把十七大报告作为我们开展科

研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袁体现在

我们的科研工作中遥

渊上接第 14页冤

海内外同行的祝贺遥 香港中文大

学张妙清教授祝贺我们这次会议

成功袁 并欢迎大家积极参加明年

6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 2008
年世界华人心理学家大会遥

2008 年必定是我们国家特
殊的一年袁 北京奥运会将在这一

年举行袁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遥还

有不是很多人知道的袁 我们将在

明年 10 月份在北京举办世界心
理学治疗大会遥大会主席袁北京大

学钱铭怡教授袁 她也是我们学会

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主

任袁欢迎大家参加这次大会遥

昨天晚上的预备会议上袁已

经觉得接受华中师范大学的邀

请袁2008 年在武汉举办中国心理
学全国理事会暨各省市理事长尧

秘书长联系会议袁 谋划我们学会

和中国心理学未来的发展曰2009
年的全国大会和学术交流大会将

在山东省济南举行袁 由山东师范

大学承办遥 我们对于他们的邀请

表示诚挚的谢意浴

这次大会袁有丰富的内容遥我

国普通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专

业委员会袁在主任委员周晓林教

授的努力之下 袁克服困难 袁印制

了近年来我国心理学在国际核

心刊物发表的 100 篇论文袁供大

家参考袁展现了我国心理学学术

水平的提高遥

昨天的预备会还决定袁 在这

次大会上袁将由我们的研究生工作

委员会负责袁评选出 30位优秀的
研究生报告袁由学会颁发证书以资

鼓励袁希望大家支持这项活动遥

同时袁利用这次大会的时机袁

我们还要正式成立我国第二届心

理学名词委员会遥

通过这些丰富的活动袁 这次

会议一定能够使与会者从不同的

方面有所收获遥

最后袁 再次祝这次大会取得

圆满成功浴 祝大家在开封过得愉

快浴在和老朋友团聚的同时袁结识

更多的新朋友浴

谢谢大家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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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8日上午袁第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会会议在河南大学开幕遥 开幕式后袁前国际心联主席尧德国汉堡大

学 Kurt Pawlik 教授做了题为 野What Psy鄄
chology can learn from its history冶尧现任国际
心联主席 Bruce Overmier 教授做了题为
野Basic and Applied Psychology Contribute to
a Harmonious Society冶 的大会大会特邀报
告遥 报告会分别由杨玉芳和张侃教授主持遥

11月 8日下午袁 第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

议继续进行遥 中科院心理所陈楚侨研究员做了野偏

执观念在非临床群体的研究院工具发展尧流行率和

干预冶尧北京师范大学申继亮教授做了野创造性与文

化要要要中日英青少年创造性思维比较冶 的大会重

点报告遥 报告会分别由沈模卫和叶浩生教授主持遥

11月 8日上午袁开幕式结束之后袁密歇根大学

H.M.Wellman 教授和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刘兆明
教授在河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厅分别作了题为

野Scaling of Theory of Mind :Developing a Core Hu鄄
man Cognition冶和野心理学多元范式的发展冶的主题

报告遥 此次报告会由叶浩生教授与莫雷教授主持遥

11月 8日下午袁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厅内

高朋满座袁 北京大学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

的王登峰教授为本次大会带来一场题为 野面向应

用的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院以党政领导干部为例冶

的重点报告遥 该报告会由本次大会名誉主席张厚

粲主持遥

Kurt Pawlik和 Bruce Overmier做大会特邀报告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陈楚侨研究员和申继亮教授做大会重点报告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H.M.Wellman教授和刘兆明教授作主题报告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王登峰教授解读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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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心理学名词审定

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二次工作会

议于 2007 年 11 月 9 日中午 12:
40-13:40在开封召开遥

会议由张侃理事长主持袁莫

雷尧叶浩生尧沈模卫尧杨玉芳尧车宏

生尧傅小兰尧韩布新尧金盛华尧李其

维尧林文娟尧卢家楣尧罗大华尧苗丹

民尧申继亮尧苏彦捷尧王登峰尧王

重鸣尧姚树桥 尧张力为等出席了

会议遥 全国名词委刘青主任和张

永涛同志还专程从北京莅临指

导遥

会间袁全国名词委刘主任首

先介绍了全国 69 个学科名词的
审定尧出版情况袁回顾了心理学名

词审定的历史袁 并宣读了第二届

心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名单遥 委

员们随后就委员会工作原则及计

划进行了认真商议袁 并达成了一

致意见遥

2007 年 11 月 9 日晚 叶心理

学报曳 扩大编委会在河南大学召

开遥杨玉芳尧韩世辉尧叶浩生尧方富

熹尧侯杰泰尧黄希庭尧李纾 尧林文

娟尧凌文辁尧罗劲尧钱铭怡 尧苏彦

捷 尧王登峰尧王重鸣尧余嘉元尧张

雷尧庄景春尧邱炳武参加了会议遥

与会编委围绕野提高叶心理学报曳

的国际影响力冶 这一主题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遥

经过编委们深入尧 细致的交

流袁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袁即院叶心

理学报曳仍然要把进入 SCI或 SS鄄
CI作为近期努力目标曰充分抓住

机遇袁约请德国汉堡大学 K.Paw鄄
lik编委负责海外来稿袁进一步推

进叶心理学报曳走向国际遥

第二届全国心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心理学报》扩大编委会顺利召开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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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日下午袁第十一届全
国心理学学术会议闭幕遥闭幕式在
河南大学金明校区计算机中心报

告厅举行袁会议由大会秘书长赵俊
峰教授主持遥

闭幕式上袁大会名誉主席张厚
粲教授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遥 她
说袁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袁达到了
交流成果尧 沟通感情的预期目的袁
希望与会代表继续努力袁共同促进
中国心理学取得进一步的发展遥她
还对承办这次会议的河南大学及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表示感谢遥
河南大学副校长赵国祥教授

在致辞中说袁张厚粲教授的讲话代
表了所有与会代表的心声袁希望与
会代表经常来河南大学指导工作袁
并希望大家在返程时一路平安遥教
育科学学院院长刘志军教授则表

示袁这次会议展示了学院的学术力
量和精神风貌遥 学院将再接再厉袁
在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更大的进

步遥
此次大会首次设立了研究生

优秀论文报告奖袁中国心理学会副
理事长叶浩生教授在大会上宣布

了此次获奖研究生名单并为获奖

者颁发了荣誉证书遥 随后袁张厚粲

教授代表大会向河南大学和河南

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赠送了纪念牌遥
中国心理学会秘书长杨玉芳

在总结讲话中说袁 在这次会议上袁
与会代表通过各种形式袁广泛探讨
了中国心理学发展面临的问题袁进
行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袁提供了丰
富的研究成果袁集中体现了中国心
理学的发展水平遥她代表中国心理
学会和全体与会代表感谢河南大

学袁希望河南大学和河南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兴旺发达遥 最后袁杨玉芳
秘书长宣布第十一届全国心理学

学术会议闭幕遥

11月 10日晚 18点 30分袁中国

心理学会合作单位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袁在河南大学召开了心理学图书及

期刊出版成果展示暨中国心理学会

全体理事招待会遥 会议由中国心理

学会秘书长杨玉芳教授主持遥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和

世图公司总经理张跃明分别就两

年来的出版合作情况发表讲话遥世

图公司心理学编室主任李征随即

详细向各位理事介绍了两年来心

理学书籍的出版成果遥

中国心理学会与世界图书出版

公司北京公司袁在出版工作上进行了

广泛而深入的合作袁出版了很多广受

好评的心理学图书袁取得了很好的社

会效益遥 世图公司也表示将继续努

力袁出版更多优秀的心理学图书遥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心理学图书及期刊出版成果展示
暨中国心理学会全体理事招待会顺利举行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第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在河南大学胜利闭幕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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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芳研究员主要从事言语认

知加工研究袁 特别是各种语言学结

构渊信息结构尧句法和语义结构尧音

系结构等冤 及其相互关系的认知加

工遥 注重研究成果在语音合成与识

别和语言理解系统中的应用遥 先后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

7项袁以及中国科学院-荷兰皇家科
学院合作项目尧 中国科学院院长特

别支持项目尧973项目子课题尧 脑与

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尧中国科学

院学科前沿交叉项目等遥 在 SCI/
SSCI/EI和 CSCD期刊及国际会议上
发表论文 100余篇遥

由于其杰出的学术水平尧严谨

的治学态度尧 缜密的逻辑思维能

力袁她担任了多种重要学术刊物的
主编和编委职务遥 1997年至 2006
年任叶心理科学进展曳主编曰2006年

起至今袁任叶心理学报曳主编曰2002
年起至今袁 任 叶模式识别与人工智
能曳和叶语言科学曳编委曰2003年起
至今袁任叶中国特殊教育曳顾问曰2005
年起至今袁任叶声学学报曳和 Chinese
Journal of Acoustics 编委曰2006 年
起至今袁任叶心理科学进展曳和 Cog鄄
nitive Neurodynamics编委遥

因其良好的学术声誉和重要

的学术影响力袁自 1994年起至今袁

杨玉芳研究员在多种重要学术组

织中担任重要职务遥 1994年起至
今袁 任中国声学

学会理事和中国

声学学会语言音

乐听觉专业委员

会委员曰1997 年
起至今袁 先后任

中国心理学会副

秘书长尧 秘书长和常务理事曰2003
年起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心理学

学科评审组专家和中科院研究生

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曰2005 年起至
今袁任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语音学专

业委员会委员曰2006年起至今袁任

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曰2005年至 2006年任脑与认
知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

员袁2005年起至今袁任北京市学习

与认知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

员曰2006年起至今袁任全国教育科

学野十一五冶规划重点项目评审专
家组专家尧副组长遥

杨玉芳研究员不仅是一位杰

出的心理学家袁同时袁她还具有高

瞻远瞩的战略思维能力和敏锐的

学术洞察力袁以及较强的组织领导

能力遥 她担任心理所所长的九年袁

是心理所面临的挑战最多尧困难最

大的时期遥她与时俱进尧勇于创新尧

锐意改革遥在她的正确领导下和顽

杨玉芳研究员简介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周智红]

杨玉芳袁1950年 5月生袁 江苏南通
人遥 197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袁1982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袁获硕士
学位袁同年留所工作袁1995年获博士学位遥
1982年起先后任心理所助理研究员尧副研
究员和研究员袁 并曾先后任研究室副主
任尧主任尧党支部书记尧心理所党委委员尧
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学位委员会委员袁1997
年 6月至 2006年 7月任心理所所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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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袁 陈楚侨研究员在精神

分裂研究方面又取得了重要进

展袁 其成果发表于该领域的权威

杂 志 Behavioural Neurology 上
渊Chan, R. C. K*, & Chen, E. Y.
H. Neurological abnormalities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鄄
nia. Behavioural Neurology, 2007,
18(3), 171-181冤遥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重大的精

神疾病袁病人在知觉尧语言尧认知尧

情绪尧 社会功能和神经系统方面

均有异常表现遥 在神经软体征方

面袁 众多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病

人在发病的各个阶段均存在异

常遥 由于遗传和非遗传两方面的

因素袁 病人的神经系统发育有些

异常袁 而这又导致病人出现一些

异常的神经软体征袁 神经软体征

的异常通常也被认为是精神分裂

症的野标靶性特征冶遥此外袁由于这

些异常是由多个基因比较小的效

应累积造成的袁 因此这些特征在

正常群体中也会出现袁 尽管程度

比较轻遥从这方面说袁神经软体征

也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内表现

型遥 为了进一步开展神经软体征

的内表型研究袁 还需要进一步探

讨一些问题袁比如袁神经软体征在

正常人中的流行率等遥

共有 250个精神分裂症病人
和 90 个正常人参加了陈楚侨研

究员的此项研究遥 研究者使用了

剑桥神经检查表对被试进行了评

定遥 结果发现袁除了锥体征外袁病

人在所有分量表中软体征的得分

均显著高于正常组遥 与四个硬体

征分量表来说袁 三个软体征分量

表均显示出了更好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遥总的来说袁精神分裂症病人

表现出了更多的神经软体征异

常曰 扩展的剑桥神经检查表可以

更好的区分出精神分裂症病人和

正常人曰在中国人群中袁与硬体征

相比袁 软体征与精神分裂症有更

强的联系遥 这些研究发现对未来

研究中国背景下的精神分裂症内

表型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遥

强拼搏精神的带动下袁心理所各方

面取得了长足进步遥通过了研究所

定位认定袁进入了中国科学院知识

创新工程曰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科

学前沿袁对研究所的学科布局和学

术方向进行了重大调整曰根据布局

的需要大力建设信息和技术平台袁

引进一批优秀人才曰建立了心理所

历史上第一个院级重点实验室袁与

生物物理所联合组建了野脑与认知冶

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曰 获得多项部

级科技进步奖和自然科学奖袁 年发

表 SCI/SSCI论文数量直线上升袁科

研尧办公环境有了极大改善袁争取国

家科研经费和自有经费的能力有了

很大提升遥 从而巩固和加强

了心理学在国家学科建设中

的地位袁展示了心理学在解

决国家实际需求中的巨大作

用袁使心理所走出了困境袁逐
步形成了欣欣向荣尧蓬勃发

展的局面和持续发展的态

势遥 杨玉芳本人也曾多次被评为中

国科学院京区及心理所优秀党员袁

获京区和中国科学院 野巾帼建功冶

先进个人称号遥

中国精神分裂症病人和正常人
神经软体征的流行率研究取得新进展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李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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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共享特征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吗？
[撰稿院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 郑蕊]

在以往研究中袁研究者认为消

费者在两种商品之间作选择时袁共

享特征对商品的总价值 渊或效用冤

的贡献相同袁不应该影响最终的选

择遥 因此袁消费者会将注意的焦点

放在两种商品的独有特征上袁而忽
视两者之间的共享特征袁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 野消除与关注模型冶
渊cancellation-and-focus model冤遥

那么消费者在进行商品选择过

程中是不是会忽视所有的共享特征

呢钥 李纾尧郑蕊等人采用齐当别抉择

模型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遥 研

究中某商品的选择如下图所示院

实验结果如图所示遥当所选套

餐没有共享特征时渊问题 1冤袁消费
者倾向于选择 A套餐渊小数值表示

喜欢 A 套餐曰小数

值表示喜欢 B 套
餐冤遥 尽管问题 2尧3
所涉及套餐都具有

共享特征袁 但是消

费者的选择却各有

不同遥 当共享特征

是冰红茶时袁 消费
者变换想法袁 更倾

向于选择 B套餐袁 而当共享特征是
湿纸巾时袁 消费者则仍倾向于选择

A套餐遥

这一结果表明袁在消费者进行

决策时袁如果两种商品的共享特征

与独有特征无关 渊如可乐与湿纸

巾冤袁 那么共享特征就不会影响独
有特征渊汉堡与可乐冤间的维度差

别袁 消费者就不会变更自己的选

择遥 但是袁如果共享特征与独有特

征有关渊如可乐与冰红茶冤袁那么共

享特征就会影响独有特征渊汉堡与

可乐冤间的维度差别袁共享特征渊冰

红茶冤 的加入使得 A和 B套餐在
野可乐冶维度上的差别减小袁其影响

的结果使得消费者转向在差别较

大的野汉堡冶维度上做选择袁从而违

背了理性的野独立性冶原则遥

该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院野中国本土品牌成长与

创新研究冶渊项目号院70632003冤资
助袁其结果已发表在叶Journal of E鄄
conomic Psychology曳12月刊上院

L i, S., Zheng, R., & Li, L -B.
(2007). Do shared features of offered
alternatives have an effect in con鄄
sumer choic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Elsevier -The Nether鄄
lands. 28(6), 658-677.渊SSCI索引冤

套餐 B

大杯可乐

中杯可乐

套餐 B

中杯可乐

送一大杯冰红茶

送一大杯冰红茶

套餐 B

中杯可乐

送一包湿纸巾

送一包湿纸巾

问题 1院
套餐 A

问题 2:

套餐 A

问题 3:

套餐 A

中份鱼柳汉堡

大份鱼柳汉堡

中份鱼柳汉堡

大份鱼柳汉堡

大杯可乐

中份鱼柳汉堡

大份鱼柳汉堡

大杯可乐

商品共享特征问题实验结果渊Li, Zheng, & Li袁200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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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日上午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管理科学与

工程处处长刘作仪博士应邀来我

所作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申报和评估工作的讲座遥 讲座由

科研业务处刘正奎处长主持袁副

所长傅小兰尧 社会与经济行为研

究中心主任李纾尧 心理健康院重

点实验室陈楚侨等科研人员及研

究生听取了讲座遥

会上袁 刘处长介绍了国家自

科科学基金的学科资助情况袁并

从项目的选题尧立项依据尧目标尧

内容尧关键科学问题尧研究方法尧

技术路线尧经费预算尧申报团队的

构成尧 可行性分析及项目评审程

序等方面向与会人员作了深入尧

翔实的介绍遥与会人员反响热烈袁

提出了许多与项目申请有关的具

体问题袁 刘处长一一给予答复和

指导遥 傅小兰副所长也从跨学科

项目申请尧获取立项信息尧争取提

高获批率等方面与大家进行了交

流和沟通袁 鼓励科研人员积极申

请科研资助遥

今后袁 科研业务处将陆续组

织与基金申请有关的讲座和研讨

会袁 为科研人员申请科研基金创

造良好氛围尧提供切实支持遥

10月 14日上午袁中华医学会

疼痛学分会有关世界疼痛日窑中国

镇痛周暨在中国医院系统建立新

的一级学科疼痛科的新闻发布会

于北京北郊九华山庄举行遥前任全

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院士袁现任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院士袁前

任卫生部副部长尧中国医师协会会

长殷大奎先生袁现任卫生部副部长

陈啸宏先生袁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吴

明江先生袁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王羽

先生袁卫生部科教司司长刘雁飞先

生袁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前任主

任委员韩济生院士袁现任主任委员

王福根先生出席了会议遥北京市卫

生局有关领导尧北京市各大医院领

导尧各相关学科协会主任委员等作

为嘉宾列席了本次大会遥

会上袁韩济生院士首先宣布了

本年度中国镇痛周的主题院关注女

性疼痛袁接着公布了卫生部关于在

二级以上医院成立疼痛科的文件遥

从此以后袁疼痛科将作为与内尧外尧

妇尧 儿等学科并列的一级学科袁并

在全国拥有超过五万的疼痛治疗

医师遥对于创建仅仅 18年袁创建初

期只有一百多位奠基会员的中华

医学会疼痛学分会来说袁这一成长

速度可以说是惊人的遥韩济生院士

还感谢了王羽司长在三年时间内

迅速做出疼痛建科的决定袁以及刘

雁飞司长在三个月内将疼痛科主

治医师晋级考试迅速列入国家标

准医师资格考试目录内的大力支

持遥 殷大奎会长在讲话中袁建议在

中国医师协会成立疼痛医师分会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刘作仪处长应邀来我所讲座
[撰稿院科研业务处 陈雪峰]

世界疼痛日窑中国镇痛周
暨中国医院建立疼痛科的新闻发布会圆满落幕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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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疼痛建科的支持遥吴明江副

会长在讲话中表示袁中华医学会将

全力支持疼痛学分会袁迅速建立疼

痛学科的各种标准和规范遥陈啸宏

副部长在讲话中说袁一级学科疼痛

科的成立袁是今年卫生部最重要的

决定遥韩启德副委员长则勉励疼痛

科医生要以野有时去治疗袁常常去

帮助袁总是去同情冶的精神为病人

服务袁并希望疼痛科能够不仅与医

学其它学科袁而且与物理尧化学尧计

算机等学科尽快交叉袁以实现真正

的创新曰同时要摒除浮躁袁面对困

难袁克服障碍袁把学科真正发展起

来遥

我所罗劲研究员尧罗非研究员

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及随后的疼痛

学年会遥罗非研究员在会上作了题

为野疼痛现象中的心理成分及其基

础与临床研究冶的学术报告袁指出

疼痛现象从本质上来说是心理现

象袁并受到感觉尧情绪尧认知等心理

过程的重要调节曰因此袁应当尽快

把心理疗法作为重要组成成分袁加

入针对疼痛的多学科综合治疗之

中遥 罗非研究员表示袁心理所正在

筹划与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合

作袁对全国疼痛医师开展心理治疗

的培训工作遥该讲话得到了与会疼

痛各领域专家的高度重视遥

9月 30日袁 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国家成人阅读中心/国际阅读
研究所 (National Center on Adult
Literacy/International Literacy Insti鄄
tute) 主任 Daniel Wagner教授到我
所进行学术访问遥 傅小兰副所长尧

荆其诚先生尧张清芳副研究员和刘

烨助理研究员参加接待袁对 Wagn鄄
er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遥

Wagner教授多年来参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袁致力于成人

教育和扫除文盲的相关研究遥此次

访问袁Wagner 教授首先表达了对
荆先生等人的问候袁然后介绍了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扫除文盲方面

开展的工作遥 会谈中袁张清芳和刘

烨分别介绍了各自在汉语认知领

域的研究成果遥Wagner教授也向她
们转达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国

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期望袁 希望有更

多的青年科学家投入到发展中国家

及落后地区的成人教育和扫除文盲

工作中来遥 他正在建议美国儿童发

展研究会 渊SRCD冤以
Harold Stevenson(Wag鄄
ner曾是 Stevenson 教
授的早期学生)的名义
设立一项基金袁 给各

国青年学者提供参加

联合国机构工作的机

会遥 他希望这项建议

得到中国同仁的支

持袁荆其诚先生和傅小兰研究员表

示完全赞同这一建议遥

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

行遥 最后袁Wagner教授向荆先生和
傅小兰副所长赠送了自己新近出

版的成人教育著作袁并表达了自己

期待更多交流和合作的愿望遥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家成人阅读中心/
国际阅读研究所Wagner教授来访

[撰稿院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 刘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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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4日上午袁 应张侃所长

的邀请袁 美国密西根大学人类发展

中心 Henry Wellman教授到心理所
进行学术访问袁并在二楼 VIP会议
室与相关科研人员及同学们进行了

会谈遥 会议由傅小兰副所长主持遥
会谈中袁 双方就各自的研究兴

趣和方向进行了交流遥 傅小兰研究

员主要介绍了认知研究室的工作袁

施建农研究员和朱莉琪副研究员主

要介绍了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关于

超常儿童研究尧naive research 的研
究工作袁韩布新副研究员尧李娟研究

员等重点介绍了一些关于老年认知

的研究袁张清芳尧李甦副研究员也分

别介绍了各自的研究领域及进展袁

来自青少年情绪和行为发展研究中

心的李新影副研究员介绍了关于双

生子的研究进展 遥 同时 袁Henry
Wellman 教授也介绍了一些关于
野theory of mind冶心理理论方面的研
究和密大的研究情况袁 他特别关注

中国的被试群体和样本数袁 并表示

这些资源在美国是无法比拟的遥 随

后袁双方针对老年认知尧婴儿早期的

认知活动尧超常教育尧双生子研究等

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遥

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

行袁Henry Wellman教授表示袁期望

双方能够有更深的合作袁特别是在

跨文化方面的研究遥此次会谈为双

方今后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研究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遥

9月 24日袁 应张侃所长的邀

请袁美国国家药品滥用研究所渊NI鄄
DA冤所长 Nora D.Volkow 博士和美
国 Brookhaven 国家实验室 Gene
Jack Wang 博士来访袁并与部分科

研人员进行了座谈遥座谈会由傅小
兰副所长主持袁翁旭初尧罗劲尧罗非

研究员袁郑希耕尧王玮文尧李勇辉副
研究员以及相关科研人员及部分

学生出席了座谈会遥
座谈会上袁双方各自介绍了目

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已发表

的研究成果袁并就双方感兴趣的研

究领域进行了学术交流遥 同时袁就

如何扩大双方的交流袁开展合作研

究的可能性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遥下

午袁两位外宾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实

验室袁并详细了解有关课题组的研

究情况 遥 在参观过程中 袁

Nora D.Volkow 博士对心理
所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表示

了赞赏袁 并对某些研究课题

组的研究项目提出了一些建

设性的建议遥 通过参观课题

组及与有关科研人员的深入

接触与交流袁 双方均表示今

后将加强学术方面的联系遥

通过此次访问袁不仅扩大了双

方的学术交流袁也为今后双方在药

物滥用及成瘾研究方面的合作研

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遥

美国国家药品滥用研究所渊NIDA冤所长
Nora D.Volkow博士一行来访

[撰稿院科研业务处]

密西根大学人类发展中心 Henry Wellman教授来访
[撰稿院发展与教育研究室 刘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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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2日袁澳大利亚阿德莱

德大学 渊University of Adelaide冤的
副校长 渊主管国际交流冤John Ta鄄
plin教授来到心理所袁与心理所师

生就有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座谈遥

John Taplin 教授的研究领域
颇为广泛袁早期的研究兴趣在于从

认知科学的角度研究儿童发展袁包

括儿童思维的发展以及儿童痛觉

的临床评估曰他也曾涉及行为决策

领域的相关研究曰另外袁他还关注

于积极心理学曰目前袁他主要的研

究方向是痛觉的认知和感受遥John
Taplin 教授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
硕袁他发表了近 200篇期刊文章及

其他相关著作袁指导过 100余名学
生遥 此次是 John Taplin教授第二
次访问心理所 袁 第一次访问是

2005年 11月遥

此次座谈的主要参与人员有

李纾研究员尧 朱莉琪副研究员尧陈

楚侨研究员以及各自课题组的成

员遥 期间袁部分成员报告了自己新

近的研究进展袁 并向 John Taplin
教授请教在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问

题遥 John Taplin教授都一一给予了
回答袁不仅为心理所师生的研究提

出了切实的建议袁还分享了自己多

年来在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成果和

切身的研究体会遥 John Taplin教授

十分健谈袁观点独到袁座谈气氛和

谐融洽袁大家获益匪浅遥

John Taplin 教授此次来访的
一个重要目的是建立和促进阿德

莱德大学心理系与心理所的合作

关系遥阿德莱德大学前后出过 5位
诺贝尔奖得主遥 在来访之前袁John
Taplin 教授就已和心理所的李纾
研究员和朱莉琪副研究员有过合

作和学术交流经历遥心理所副所长

傅小兰研究员与 John Taplin 洽谈
了合作事宜袁傅所长还与阿德莱德

大学心理系主任通了电话袁双方有

望在近期就合作的具体方案进行

协商遥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渊University of Adelaide冤
副校长 John Taplin教授应邀访问心理所并进行学术交流

[撰稿院发展与教育研究室尧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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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北京天气渐凉袁 科研

热情却未因此降温遥 应认知与实

验心理学研究室杨玉芳研究员的

邀请袁 荷兰 Donders 认知神经成
像中心所长 Hagoort 教授访问了
心理所遥 张侃所长尧 杨玉芳研究

员尧傅小兰副所长尧张建新副所长

等袁 与 Hagoort 教授进行了亲切
友好的交谈遥

Hagoort 教授是 F.C. Donders
认知神经成像中心的创建者袁同

时 袁 他还是 Maastricht袁Leiden袁
Twente 和 Max Planck 心理语言
研究所的重要成员遥 他的主要研

究兴趣是人类语言能力及其与大

脑之间的关系袁使

用神经成像技术

如 ERP袁MEG袁

PET 和 fMRI 研究
语言系统以及失

语症袁阅读困难等

问题遥由于他对语

言科学领域的突

出贡献袁荷兰皇家

科学院于 2003年给予他 Hendrik
Mullerprijs奖励曰2004年袁他又被

荷兰女王授予野Knighthood of the
Dutch Lion.冶之称曰2006 年 袁他获

得了 NWO-Spinoza 奖曰2007 年袁

英国 Glasgow 大学鉴于其在语言
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袁

授予了 Hagoort教
授荣誉学位遥

10 月 29 日 袁

副研究员张清芳尧

助理研究员李晓

庆尧博士后任桂琴

等分别报告了目

前在言语产生尧言

语理解等方面开展的工作袁 得到

了 Haghoort 教授的指导性意见
和建议遥

10 月 30 日上午袁Hagoort 教
授与研究员杨玉芳尧 助理研究员

李晓庆讨论和修改了双方合作完

成的文章初稿袁 并提出了进一步

的合作计划遥 30 日下午袁在张建

新副所长的主持下袁Hagoort 教授
在心理所一楼报告厅为心理所师

生做了题为野Beyond the sentence
given: the functional and the neu鄄
ral architecture of unification冶 的
精彩讲座袁 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

浅遥 讲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结

束遥

荷兰 认知神经成像中心

所长 Hagoort教授来访
[撰稿院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 李卫君 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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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推行的岗位设置管

理人事制度改革和国家人事部对

中国科学院岗位设置方案的批复袁
中国科学院制定并下发了岗位管

理实施办法和专业技术岗位首次

分级聘用工作的实施意见袁并在全
院部署和启动了该项工作遥

为了更好地贯彻和执行中国

科学院岗位设置管理人事制度改

革袁积极稳妥地开展我所专业技术
岗位首次分级聘用工作袁 做到政
策尧制度公开尧透明袁心理所于 10
月 9日下午召开了全所专业技术
岗位人员会议袁对心理所岗位设置
管理和专业技术岗位首次分级聘

用工作进行动员遥
会议由张侃所长主持袁人事教

育处周智红副处长首先从国家推

行岗位设置人事制度改革的背景

和我院推行该项人事制度改革的

意义和过程出发袁向与会人员详细
地宣讲了叶中国科学院岗位设置管
理实施办法曳和叶中国科学院专业

技术岗位首次分级聘用工作的实

施意见曳的主要内容和要求袁以及
心理所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遥主管人
事教育工作的张建新副所长向与

会人员传达了心理所专业技术岗

位首次分级聘用工作的基本原则尧
主要程序和做法袁公布了首次分级
聘用工作领导小组尧 工作小组尧资
格审核小组和监督委员会的组成遥
在征得与会人员同意的情况下袁由
监督委员会傅小兰 渊纪委书记冤主
任对上述各小组构成袁按照既定的
程序袁主持与会人员进行民主投票
推选袁 产生出了由 14人组成的心
理所专业技术岗位首次分级聘用

委员会遥该委员会随后推举党委副
书记李安林为该委员会主任遥

对岗位设置管理和专业技术

岗位首次分级聘用工作袁心理所领
导高度重视袁先后两次召开所务会
对该项议题进行了研讨袁对该动员
会议进行了精心部署和充分准备袁
并决定袁 为了更大化地体现公开尧

公平尧公正的原则袁所领导不作为
首次分级聘用委员会当然的委员袁
该委员会的成员全部由民主推举

产生遥 在主持该动员会议上袁张侃
所长结合对全国总体形势的分析

和心理所未来发展设想袁向与会人
员通报了心理所最近主要工作进

展和面临的大好发展形势袁希望大
家以良好心态袁即以冷静尧愉悦尧平
常尧高兴尧积极的心态袁积极参与到
该项工作当中遥党委副书记李安林
向与会人员阐述了开展该项工作

的重要意义袁并指出要发挥党委的
监督保障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袁
推进该项工作顺利开展袁实现平稳
过渡袁维护研究所的稳定和发展大
局遥
通过该次动员会议的召开袁全

所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对中科院推

行的岗位设置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

首次分级聘用工作的重要意义尧基
本政策思路和心理所下一步的工作

安排有了较清醒的认识遥

端正心态 积极参与
要要要心理所召开岗位设置管理与专业技术岗位首次分级聘用工作动员会议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周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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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陈楚侨教授获得野第 14
届精神分裂症和相向抑郁障碍双年

冬季工作坊 冶 渊The 14th Biennial
Winter Workshop on Schizophrenia
and Bipolar Disorders冤 年青科学家

奖渊Young Scientist Award冤遥 陈教授
将于明年 2月远赴在瑞士 Montreux
举行的会议袁 报告两个关于精神分

裂症的研究: (1) Temporal process鄄
ing deficit in schizophrenia and

schizotypy and (2) A preliminary re鄄
port on the efficacy of the social
cognition and intervention trai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with schizotypal
personality disorders遥

2007年度上半年中国科学院
野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尧院长奖获得者

科研启动专项资金冶 资助申请评审

结果已于日前公布袁 心理所郑希耕

副研究员以院优博论文获得该项资

助遥 资助项目名称为野中脑边缘叶多

巴胺系统活动性与应激诱发的动物

抑郁行为的关系研究冶袁项目起止时

间为 2008年 1月至 2010年 12月袁

资助金额为 20万元袁 该经费将于

2007年年底前由院计划财务局以国
库支付方式予以拨付遥

陈楚侨教授荣获“第 14届精神分裂症

和相向抑郁障碍双年工作坊年青科学家奖”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郑希耕副研究员荣获中国科学院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科研启动专项资金”资助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郭泓]

最近 袁 国际神经心理学会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logical
Society) 执委会决定心理所陈楚
侨教授继续担任该组织的亚洲区

代表 ,亦是亚洲区唯一的代表渊任

期为 2007 年 1 月至 2009 年 12
月 31日冤遥

INS 国际神经心理学学会是

一个国际性研究神经心理学的组

织袁 对全球的神经心理学研究有

举足轻重的影响遥 自 2002 年以
来袁为了推动全球袁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袁 先后设立

了多个 INS地区代表袁 以协调和

推动各个地区的科学研究工作遥

此次连任主要是对陈教授在神经

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地位和国际声

誉袁 以及在亚洲区胜任此重任的

认可遥在未来几年内袁陈教授将积

极推动亚洲区特别是中国的神经

心理学研究 , 并联系亚洲及西方
国家的神经心理学家袁 同时积极

开拓更多的国际性学术合作研

究遥

陈楚侨教授（Prof. Raymond C. K. Chan）
连任国际神经心理学会(INS)亚洲区代表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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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中国科学院公

共事务管理标准袁提高各职能部门
和科研人员的档案意识和兼职档案

员的管理水平袁10月 24日上午袁心
理所举办档案管理培训班袁 邀请中
国科学院档案馆屠跃明馆长做了题

为叶增强档案意识袁履行建档职责曳
专题讲座遥 李安林副所长尧各职能部
门负责人尧 兼职档案员和各课题组
代表共 40多人参加了培训遥培训由
综合档案室王桂荣主持遥

李安林副所长作了培训动员遥
他指出袁档案管理是研究所综合管
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与每个
人尧每个部门有着密切联系遥 通过
院公共事务贯标工作袁心理所的档
案管理逐步规范袁但距院的要求仍
有一定差距遥此次培训的目的在于
野增强认识袁明确要求袁掌握本领袁
提高水平冶遥 他对大家提出几点希
望院一是切实提高认识袁树立档案

意识袁增强责任感袁以对历史和未
来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档案工作曰
二是尽职尽责袁认真落实各项要求遥
从工作的完整性来说袁 档案工作也
是每个人的本职工作袁 必须认真对
待曰 三是支持尧 配合综合档案室工
作遥在这项工作中袁档案室应发挥指
导尧协调作用曰职能部门尧课题组要
具体实施遥今后要加大管理力度袁将
档案管理工作纳入到研究所管理之

中袁明确写入岗位职责袁处理好档案
与各项工作的关系遥 每人都有义务
与责任做好收集尧积累工作袁保证档
案的真实尧完整和质量遥
屠跃明馆长分别从档案

的种类尧 档案与工作的关系尧
重要性尧保存利用价值袁知识
产权保护尧 科研档案的成套
性尧专门档案尧档案载体形式尧
总体要求尧收集职责尧归档要
求尧明确管理职责尧档案管理

人员介入各项管理职责尧质量和条
件保障因素袁加强文件形成过程管
理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遥报告形式
生动袁内容翔实袁受到了与会人员
的一致欢迎遥大家还结合自身的本
职工作提出了问题袁屠馆长一一进
行了解答遥

会后袁大家纷纷表示袁这次培
训提高了自身档案管理意识袁今后
一定会在工作中加强过程管理袁保
证归档材料的完整性尧准确性以及
保存价值袁严格把关袁对研究所发
展历史尽一份责任遥

心理所举办档案管理培训班
[撰稿院档案室 王桂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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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袁硕果飘香遥为了丰

富我所离退休老干部的精神生

活袁10月 16 日上午袁心理所组织

离退休同志到石林峡景区秋游遥

在综合办李苏炜同志的带领下袁

共有 30 多位老同志参加了此次
秋游活动遥一路上大家精神饱满袁

欢声笑语不断遥

石林峡位于平谷县黄松峪

乡袁景区占地 12 平方公里袁因地

处京东且谷内山峰挺立峭拔袁宛

若片片石林而得名遥 石林峡内景

观秀丽奇伟袁以石林尧九天飞瀑尧

立崖悬柏尧巨石尧峡险尧灵潭野六大

景冶为人们广为称道遥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程袁我们

来到了位于平谷区黄松峪的石林

峡风景区遥老同志们不顾旅途颠簸

和疲惫袁直赴景区袁峡长的山谷尧满

山茂密的植被尧 脚下潺潺的溪流尧

周围清新的空气让

人感到心旷神怡遥

大家三五成群袁走

走歇歇袁边看边走袁

边说边笑遥 峡谷间

留下了老同志们爽

朗的笑声袁 矍铄的

身影遥

这次秋游活动使老同志们欣

赏到美丽的大自然风光袁 同时又

锻炼了身体袁 还为他们提供在一

起交流的机会遥我们真诚地希望院

老同志们能永远尽情享受这种恬

静优美尧怡然自得的晚年生活遥

欢声笑语赏金秋
要要要心理所组织老干部秋游

[撰稿院综合办]

9月 27日袁 心理所所史编纂

工作小组召开第五次工作会议袁荆

其诚尧徐联仓尧林仲贤尧赵莉如尧张

嘉棠尧曾苏东尧李安林尧王桂荣出席

会议遥

李安林副书记传达了中科院

院所史编研工作会议和院野科发办

函字 [2007]59 号冶文件精神曰与会

同志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研究和

讨论袁并商定了如下事项院

1. 所史与所简史编撰工作同
步进行遥 所简史由赵莉如老师负

责尧林仲贤老师配合袁字数在 2 万
字以内袁 初稿完成时间为 2007年
底袁2008年年中交稿遥

2.在编写简史的同时袁做好编

撰所史的各项准备工作袁重点做好

资料尧照片等的收集工作遥

3. 为保证所史编撰工作的顺
利进行袁建议研究所就所史编撰专

门立项袁 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袁动

员各方面的力量袁支持这一工作高

质量地完成遥

心理所所史编纂工作小组召开第五次会议
[撰稿院所史编纂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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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袁我国气候异常袁极

端灾害事件频繁发生袁 部分地区

重复受灾袁局部地区雨情尧汛情和

灾情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袁 造成了

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遥 为

了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七

大精神袁 切实帮助灾区和贫困地

区困难群众安全过冬袁 根据中央

直属机关工委等五部委和我院京

区党委的通知要求袁 在所党委的

统一组织和安排下袁 经研究决定

开展野送温暖尧献爱心冶捐助活动遥

心理所于 10 月底向全所职工和
研究生发出通知袁 号召大家积极

行动起来袁发扬中华民族野一方有

难尧八方支援冶的团结互助尧扶贫

济困的美德袁尽己所能袁向灾区人

民伸出援助之手遥

通知发出之后袁 全所上下立

即行动起来袁 在短短时间内袁40
人参与了捐助活动共捐出 1820
元袁棉渊毛冤衣被等 154 件遥 所有

捐款由财务室通过银行汇款至

民政部指定账号袁捐物在规定的

时间内送到院第一协作一片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袁由片长单位生

态中心统一运送到北京铁路局

广安门车站遥

在此次捐助活动中袁 党员领

导干部积极带头袁群众积极参与袁

充分体现了心理所广大职工和研

究生对灾区人民的关爱之情袁为

社会和谐发展奉献了爱心遥

心理所职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向灾区人民野送温暖 献爱心冶

[供稿院党办]

近日袁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

会做出野关于表彰 2005-2006年度
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青团员尧 优秀

共青团干部和五四红旗团委 渊团支

部冤的决定冶袁心理所在读研究生尧原

心理咨询社社长韩锦同学荣获 野中

央国家机关优秀共青团员冶称号遥

新一届心理所团委将以此为

契机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袁以野四个

新一代冶的要求为目标袁切实提高

共青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袁开拓进

取尧再接再厉袁为团组织焕发应有

的生机和活力而努力奋斗袁为推动

和谐研究所尧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

展而努力奋斗遥

韩锦同学荣获野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青团员冶称号
[撰稿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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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所公用实验室的管

理袁落实各项制度袁提高公用设备

的利用率袁规范实验者的操作袁11
月 14日下午袁公用实验室对使用

动物房和生理心理学实验室的相

关人员进行了培训袁 培训内容包

括两个实验室的基本知识尧 使用

指南尧规章制度等遥

对新生而言袁这是进入实验

室前的基础培训曰对已开展实验

的学生来说袁这次培训也非常重

要遥 在培训过程中袁大家针对目

前两个实验室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讨论袁 如管理制度的完善尧仪

器使用尧课题实际研究的需求等

等遥 通过这种面对面地交流袁老

师和同学们对实验室的情况有

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袁为公用实验

室日后顺利开展工作奠定了基

础遥

郑希耕副研究员尧 王玮文副

研究员尧李勇辉副研究员尧梁璟老

师尧 杨小燕老师列席参加了此次

培训遥

我所公用实验室积极开展培训工作
[撰稿院公用实验室 段青]

9 月 29 日袁在党委尧工会尧妇

委会学生会的共同组织下袁 心理

所在多功能厅里举办了一年一度

的喜迎国庆联欢活动要要要庆 野十

一冶自助酒会遥

联欢活动以野和谐尧奋进尧共

铸辉煌冶为主题遥所领导向全所职

工尧 离退休老同志和研究生表示

了节日的问候袁在职职工尧老同志

和研究生代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讲话遥大家欢聚一堂袁观看由职工

和研究生自编自排的节目遥 紫竹

调尧 古筝表演以及游戏等令大家

赏心悦目袁 不时爆发出阵阵欢笑

声遥 间插节目当中的抽奖活动更

令大家兴奋不已遥 整个活动会场

热热闹闹尧喜气洋洋袁增强了研究

所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遥

心理所举办迎国庆联欢活动
[撰稿院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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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部管理

科学与工程处处长刘作仪博士

应邀来我所作关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申报和评估工作的

讲座遥

荫11月8日上午袁由中国心

理学会主办袁河南大学承办的第

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开

幕式在明伦校区大礼堂隆重开

幕遥 来自海内外的会议代表云集

一堂袁展示交流近年来的研究成

果袁共同展望中国心理科学的未

来遥校长关爱和尧副校长赵国祥出

席了开幕式遥 开幕式由中国心理

学会秘书长杨玉芳主持遥 本届大

会主题为 野心理学与和谐社会冶袁

吸引了 2500余名代表与会袁共

收到论文 2400余篇袁 是心理学

界历年来规模最大尧学科最齐全尧

学术水平最高的一次盛会遥

荫11月 27日上午袁心理所

召开了党委中心组扩大会袁紧

密结合研究所实际工作袁 深入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遥 会议由

李安林副书记主持袁 所党委委

员尧副研以上科研骨干尧副处以

上管理骨干及各党支部书记共

30余人参加会议遥 京区党委北

郊片联络员马丽芳到会指导遥

荫最近袁 国际神经心理学

会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鄄
logical Society)执委会决定心理
所陈楚侨教授继续担任该组织

的亚洲区代表,亦是亚洲区唯一
的代表渊任期为 2007 年 1 月至
2009年 12月 31日冤遥

渊上接第 41页冤

为配合野11.9 消防日冶活动袁

做好消防安全教育工作袁 心理所

于 11 月 9 日举办手提式灭火器
实地演练活动袁 各室安全员和部

分职工尧 研究生踊跃参加了此次

活动遥

演练场地上袁 工作人员向大

家介绍了各种火灾隐患的防范袁

并现场演示了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的原理和使用方法袁 以及缓降器

等器材的使用技巧遥各室安全员尧

部分职工尧 研究生参与体验了灭

火活动遥

通过此次防火安全教育袁增

强了全所职工和研究生的防火安

全意识袁 提高了大家的火灾自救

技能遥近日来袁监控室的火灾报警

明显地减少遥

我所积极开展野11.9冶消防日活动
[撰稿院综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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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节能减排，家庭是主体，职工是主力。为建设和谐社会及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社

会，倡导简约环保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健康的社会风尚，我们妇委会向全所职工发出开展节能减

排行动的倡议：

１、切实增强科研节约环保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我们身边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努力创

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科技发展战略，自觉履行节能减排义务，形成 "节能减排光荣、浪费

污染可耻 "的良好风尚。

２、全所的科研、管理人员要不断增强忧患意识，从身边小事做起，节约一度电、一杯水。广

泛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成员，积极参与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共同创造人人关心资

源节约，人人身体力行节约资源的良好氛围。把自身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相结合，不断强

化节能减排意识，以节能减排为己任，自觉履行节能减排义务，把节能减排作为提高竞争力和履

行社会责任的一项重要内容。

３、我们妇委会要积极向全所女职工开展节能减排宣传活动，大力倡导“使用节水器具，使

用节能电器、使用无磷洗衣粉、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拒绝过度包装，注意一水多用”等“家庭节能

六件事”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和家庭在践行节能环保消费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４、我们还要面向广大职工大力宣传节能减排的知识和方法，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提倡

循环用水、使用节能产品、使用可再生材料。提倡简朴的生活方式和适度消费，培养节约型消费

观，养成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意识和良好的行为习惯。要从生活细节做起，学习掌握科学用能

方法，节约每度电、每度水、每度气，培养良好的节能生活方式。增强职工们节能减排的意识，让

职工们逐步掌握 "节能本领 "。为全社会普及节能减排知识，树立节能减排观念，落实节能减排

措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５、全所职工要积极行动起来，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带头做好节能减排工作，使节约能源

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将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传递给每个家

庭，每一个人。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树立节

能减排意识，掌握节能减排方法，养成科学、节约的生活习惯，共同创造碧水蓝天、健康和谐的美

好生活，为节能减排，保护我们的家园做出更大贡献。

倡 议 书
[供稿院妇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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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8日晚袁心理所首届金
秋赛歌会在多功能厅顺利举行遥心
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尧认知与实验
心理学研究室尧 发展与教育研究
室尧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分别
组队参加袁 共选送 16个节目袁22
名选手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遥

赛场上袁选手们一曲更甚一曲
的高歌袁充分展现了歌唱实力袁奉献
给全场观众一场听觉盛宴遥 在加演
节目中袁 张建新副所长与罗静师生
同台合唱了叶东方之珠曳袁担任评委
的经济室王二平老师也现场清唱一

曲袁为比赛助兴遥 随后袁四个团队又
在游戏环节相互比拼遥

最终袁由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研

究室选送的肖承丽尧李晓欧尧张慧
三人共同演绎的叶Super Star曳力压
群雄袁荣获一等奖曰心理健康院重
点实验室罗静同学获得最佳唱将

奖曰认知室张亮同学获得最佳形象
奖曰健康室张建新老师获得最佳台
风奖曰发展室段小菊同学和健康室
陈西曼同学分享最具人气奖遥心理
健康院重点实验室获得最佳团体

奖遥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获得

最佳组织奖遥首届金秋赛歌会在选
手和观众的欢声笑语中落幕遥

这次比赛是第九届研究生会文

艺部的一次全新尝试袁 也是本届研
究生会献给全所师生的最后一道文

艺大餐遥 相信研究生会一定会继续
努力开拓多彩的活动形式袁 为心理
所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袁 未来的科
研生活在全所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袁
更加丰富多彩袁充满歌声和欢笑遥

以 野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冶为
主题的 2007 年全日空马拉松赛袁
10月 21日上午袁在国家奥林匹克
中心鸣枪起跑遥国内外约 2万 5千
名选手参加了此次比赛遥为满足全
民运动的理念袁本次活动共设马拉
松 渊42.195 公里 冤尧 半程马拉松
渊21.0975 公里冤尧8 公里以及小马
拉松 渊4.2公里冤遥 我所毕研玲尧刘

锋尧吴齐元三位同学参加了半程马
拉松比赛袁 并成功地跑完了赛程遥
马拉松运动是一项对身心

耐力的极限考验遥 毕研玲等
三位同学的积极参与袁体现
了一种勇于拼搏尧挑战自我
的可贵精神遥 此次活动是
2008 北京奥运前的一个热
身袁 我所同学的积极参与袁

不仅弘扬了奥运精神袁也表达了对
2008北京奥运的祝福之情浴

心理所首届金秋赛歌会圆满结束
[撰稿院研究生 冉恬]

我所毕研玲尧刘锋尧吴齐元三位同学
参加2007年全日空国际马拉松赛

[撰稿院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 孙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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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近日袁中科院研究生院公布

了 2006-2007学年优秀尧 优良课

程名单遥 我所崔耀老师主讲的野心

理学与生活冶课程被评选为优良课

程 渊研究生院共开设 1059 门课
程袁优秀课程为 46门袁优良课程为

85门冤遥 研究生院将对获得优秀尧

优良课程的主讲老师进行奖励袁并

颁发荣誉证书遥

荫为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
的培养袁 更好地吸引和支持优秀青
年人才投身于我所科学研究事业袁

经研究决定袁 自 2007年 11月 23
日起施行 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野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尧院长奖获得者

科研启动专项资金冶管理办法曳遥

荫近日袁我所博士二年级研究

生王淑娟渊导师张建新研究员冤尧硕

士一年级研究生饶俪琳渊导师李纾

研究员冤 两位同学获得了 2007年
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科学与社会

实践资助专项的资助遥王淑娟同学

获得社会实践类资助袁其研究题目

为叶城市低收入家庭母亲的工作状
况袁经济能力与家庭功能的关系调

查曳袁资助额度为 0.8万元曰饶俪琳

同学获得创新研究类资助袁其研究

题目为叶风险决策中获益与损失不

对称的脑机制研究曳袁 资助额度为

2万元遥

荫推行岗位分类分级设置管
理是深化我院人事制度改革的重

要举措袁是建设高素质创新人才队

伍的需要袁也是建立长效激励机制

的关键环节遥自我院 9月启动该项
工作以来袁心理所认真学习尧领会

相关的文件精神袁分析研究所人才

队伍的现状袁 规划未来的发展袁并

对下一步将要开展的工作进行了

精心部署遥
荫10月 9日袁 心理所召开全

体专业技术岗位人员会议袁向与会

人员宣讲了国家和我院岗位设置

管理的主要政策精神袁并对我所开

展专业技术岗位人员首次分级聘

用工作进行了动员遥会议通过成立

了首次分级聘用领导小组尧工作小

组尧资格审核小组和监督委员会等

组织袁并经民主投票程序袁推举产

生出心理所首次分级聘用委员会袁

为顺利开展专业技术岗位人员首

次分级聘用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遥

荫在首次分级聘用领导小组
的领导下袁首次分级聘用工作小组

根据国家和我院岗位设置管理政

策精神袁 参照试点单位的做法袁起

草了叶岗位设置方案曳和叶专业技术

岗位人员首次分级聘用实施办

法曳袁 并先后提交到学术委员会和

职代会听取意见遥 10月 23日袁学

术委员会召开会议袁对该方案和实

施办法进行了研讨曰10 月 29 日袁

职代会召开会议袁对该方案和实施

办法进行了研讨遥根据学术委员会

和职代会反馈的意见和建议袁经首

次分级聘用领导小组研究决定袁首

次分级聘用工作小组对方案和实

施办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袁 并于

10 月 31 日如期将该方案和实施
办法袁以及相关材料上报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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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9 月 29日袁 在党委尧工

会尧妇委会学生会的共同组织

下袁心理所在多功能厅里举办

了一年一度的喜迎国庆联欢

活动要要要庆野十一冶自助酒会遥

荫10月 9日袁 精神卫生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尧 卫生

部尧中央文明办尧全国爱卫办尧中

国科协尧中国科学院尧北京市海

淀区政府联合在海淀区中关村

e 广场举办 2007 年 野心的和

谐要要要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活

动冶,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
院士参加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袁中

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尧中国

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研究员参

加了宣传活动袁并在主席台与李

家洋副院长等领导一起袁给农民

工代表赠送了心理健康读本叶托

起一样的天空曳遥

荫为进一步增强全体职
工的法纪意识袁筑牢拒腐防变

的思想防线袁10月 9 日袁 心理

所举办了预防职务犯罪暨加

强科研学风建设报告会袁特邀

中央纪委驻中国科学院纪检

组副组长尧院监察审计局局长

沈颖作专题报告遥

荫为了更好地贯彻和执行
中国科学院岗位设置管理人

事制度改革袁积极稳妥地开展

我所专业技术岗位首次分级

聘用工作袁 做到政策尧 制度公

开尧透明袁我所于 10 月 9 日下
午召开了全所专业技术岗位

人员会议袁对我所岗位设置管

理和专业技术岗位首次分级

聘用工作进行动员遥 10 月 23
日袁学术委员会召开会议袁对该

方案和实施办法进行了研讨曰

10 月 29日袁职代会召开会议袁

对该方案和实施办法进行了

研讨遥 根据学术委员会和职代

会反馈的意见和建议袁经首次

分级聘用领导小组研究决定袁

首次分级聘用工作小组对方

案和实施办法进行了修改和补

充袁 并于 10月 31日如期将该
方案和实施办法袁 以及相关材

料上报院遥

荫10 月 14 日上午袁 中华

医学会疼痛学分会有关世界疼

痛日? 中国镇痛周暨在中国医
院系统建立新的一级学科疼痛

科的新闻发布会于北京北郊九

华山庄举行遥我所罗劲研究员尧

罗非研究员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及随后的疼痛学年会遥

荫为进一步贯彻中国科学
院公共事务管理标准袁 提高各

职能部门和科研人员的档案意

识和兼职档案员的管理水平袁10
月 24日上午袁 心理所举办档案

管理培训班袁邀请中国科学院档

案馆屠跃明馆长做了题为叶增强

档案意识袁履行建档职责曳专题

讲座遥

荫11月 1日上午袁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

每期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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