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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形势 明确任务

开拓未来

今明两年是高质量实现知识创新工程总体目

标的关键时期，也是中科院继往开来、规划新的发

展蓝图的关键时期，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对

统一全院思想、坚定全院发展信心，对高质量完成

知识创新工程三期目标任务，对实施新一轮的战

略行动，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都十分重要。中科

院各研究机构要结合实际，认真对照知识创新工

程的目标任务，制定落实本次会议部署的 2009年

工作方案，明确工作重点，抓住关键环节。要切实

抓好重大科技任务，加强人才凝聚与培养，加强支

撑体系建设，做好规划工作，科学编制中科院面向

2020年的创新工程规划与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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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6日袁 心理所召开职工

大会袁 传达院 2009年工作会议精
神袁 并在总结 08年工作的基础上
对未来工作进行部署遥心理所全体

职工尧研究生各支部书记尧学生会

干部出席了会议遥会议由党委副书

记李安林主持遥

傅小兰副所长传达了院 2009
年度工作会议精神遥她传达了路院

长题为叶总结过去袁规划未来袁以科

技创新促进科学发展曳的重要讲话

以及白春礼常务副院长尧 李家洋副

院长尧 丁仲礼副院长尧 李志刚秘书

长尧生物局张知彬局长的报告精神遥

傅小兰副所长在传达过程中袁结合

心理所 2008年度的工作袁 提出了

如何贯彻院工作会议精神的意见遥

张侃所长总结回顾了心理所

2008年取得的重点成绩遥 过去的

一年袁我所在自我成长和重要任务

版块取得了重要进步遥我们顺利通

过了院 2+3升档评估曰在全所同志

的努力下袁我们的抗震救灾心理援

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曰我所在

科研项目的争取上也取得了很大

进展袁实现了超千万的重大突破袁

这为我所今后的工作铺垫了很好

的基础遥 这些成绩的取得袁离不开

科学院党组对我所的支持袁 与大

家的积极努力也是分不开的袁同

样与已离开我们的荆其诚等老科

学家及离退休老同志的开拓进取

也是分不开的遥

张所长根据院的总体部署袁结

合我所现有发展形势和国家战略

需求袁对未来一年的工作进行了具

体部署遥

09年袁我所要继续在院党组的

指导下袁以科学发展

心理所认真传达贯彻院工作会议精神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顾敏]

所长与优秀职工渊研究员冤合影

所长与优秀职工渊副研究员冤合影 所长与优秀职工渊助理研究员冤合影 所领导与优秀职工渊管理和支撑人员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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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9日上午袁 心理所召开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

结大会遥所党委委员尧纪委委员尧学
术及学位委员会正副主任尧 研究室
主任尧伦理委员会负责人尧科研骨干
代表尧管理骨干代表尧支部书记尧群
众组织负责人尧 民主党派代表和研
究生代表近 40人参加会议遥会议由
所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李安

林主持袁 京区党委学习实践活动指
导检查组马丽芳同志到会指导遥

会前袁所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
组形成了书面总结并广泛征求各

方面意见曰会上袁李安林对叶总结曳
作了说明遥 他指出袁自 2008年 10
月中旬以来袁在院党组和京区党委

指导检查组的精心指导

下袁我所紧密围绕野科学发
展冶这一主题袁按照学习培
训尧分析检查尧整改落实三
个阶段的工作部署袁 开展
学习实践活动袁 取得了明
显成效院 进一步增强了全
所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的自觉性尧坚定性袁进一
步凝聚了研究所 野打造心
理学完整创新价值链冶的
总目标袁 明确了未来的努
力方向曰 把学习实践活动
同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袁做到了野两手抓尧两促进尧两不
误冶遥 但是袁必须看到袁与院党组的
要求和广大群众的期望相比袁我们
的工作还有一定差距院对科学发展
观的学习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曰解
决突出问题尧实现科学发展还有大
量艰苦工作要做遥 今后袁要坚持不
懈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袁不断巩
固扩大学习实践活动成果袁进一步
深化认识袁 在抓整改抓落实上下功
夫袁 适时组织学习实践活动 野回头
看冶袁将集中性的学习实践活动与自
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尧 推动
研究所科学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袁争
取在研究所科学发展上有新进展袁
努力实现在科技创新上有新突破袁

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遥
张侃所长在会上作重要讲话遥

他指出袁 通过认真组织开展深入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袁 研究所较
好地实现了野党员干部受教育尧发展
上水平尧群众得实惠冶的目标遥 今年
是野人才年冶和野落实年冶袁我们要继
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袁 不断解放
思想尧改革创新袁以人才队伍建设尧
科研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袁
推动研究所工作迈上新台阶遥

马丽芳代表京区党委学习实

践活动指导检查组第五小组对我

所的学习实践活动给予了充分肯

定和高度评价遥 她指出袁在所学习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精心组织下袁通
过全体党员的积极参与和广大职

工的共同努力袁心理所顺利完成了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袁各
个环节有声有色袁各项工作扎实认
真袁取得了良好成效遥 希望今后坚
持不懈地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袁不断深化广大党员干部对科学
发展观认识和把握袁 建立长效机
制袁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活动成果袁
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遥
会上袁全体与会同志还对研究

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工作进行满意度测评袁测评的总体
满意率为 100%袁 其中 野满意冶占
91.4%,野比较满意冶占 8.6%遥

心理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圆满结束
[撰稿院综合办 詹环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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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为统领袁继续坚持

野政通人和尧团结奋进尧创新发展尧共

享辉煌冶的办所方针曰继续加强我所

的发展战略和路线图研究曰 要围绕

抗震救灾尧社会稳定尧留守儿童尧国

民心理健康等问题袁 继续发挥国家

思想库的作用曰 要按照院九个转变

的要求袁尽快完善我所的评价体系遥

09年袁 我所要继续加强科技

部专项尧 院专项尧863项目尧973项
目课题申报和落实曰继续做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各类申请曰要就心

理健康尧社会稳定尧经济发展等重

大问题袁 向中央政府提交咨询报

告曰 要继续加强科研成果转化袁加

强科技开发和科普工作袁使全国人

民对心理学的认知要达到中国人

的科技素养指标遥

09年袁 我所要继续引进高水

平人才袁继续实行研究所今年推出

的各项鼓励优秀青年人才的政策曰

要在引进高水平人才的同时袁着

力培养所杰出青年袁 继续实行所

青年基金尧发展基金尧创新基金尧

优秀助理研究员的奖励曰 所总经

费要实现同比增长 20%遥 要继续

招收一批年轻科研人员袁 适度提

高入门门槛袁 对管理和支持系统

青年人员进行培训曰 要进一步改

进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工作袁 提升

培养水平曰 要进一步改善民生袁提

高职工收入水平遥

会上袁张建新副所长代表所务

会宣读了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08年度表彰的决定曳遥 所领导为

评选出的 野创新团队冶尧野优秀助理

研究员冶尧 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获得

者尧 科学发展基金资助获得者尧优

秀职工尧野文明服务窗口冶尧野文明服

务标兵冶尧野信息宣传先进部门冶尧

野科研成果展示奖冶尧野信息宣传先

进个人冶尧野先进安全员冶颁奖遥

2008年袁在院党组的领导和

支持下袁 在全所职工的共同努力

下袁 心理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袁 积极推进和谐研究所建设袁

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袁研究

所的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遥 12
月 29日袁心理所组织评选出 2008
年度研究所十件大事袁分别是院

一尧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袁开展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遥

二尧路甬祥院长尧李家洋副院

长尧方新副书记尧王庭大组长尧何

岩副秘书长等院领导亲切关怀心

理所的发展袁 先后来所视察指导

工作遥

三尧研究所顺利通过院野2垣3冶
升档评估遥

四尧践行野创新为民冶的宗旨袁

开展科技救灾心理援助工作遥

五尧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遥

六尧科技部重大科技专项叶国

民重要心理特征调查曳通过答辩遥

七 尧SCI/SSCI/EI 论 文 发 表
渊含已接受冤数量同比增长 35%袁

高影响因子的论文 渊SCI影响因
子为 5.0以上冤同比增长 100%遥

八尧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

方向性项目 叶汶川地震灾区心理

援助应急研究曳获批遥

九尧全年共递交 18份咨询报
告袁受到政府高度重视遥

十尧 所领导班子通过院党组

和北京分院组织的届中考核遥

心理所 2008年度十件大事评选结果揭晓
[撰稿院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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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完成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评议工作
[撰稿院党办 詹环蓉]

所内聚焦

1月 7日袁心理所召开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领导班子分析检查

报告评议会遥 会议由张侃所长主
持遥 党委委员尧纪委委员尧学术尧学

位委员会正副主任尧 研究室主任尧
伦理委员会负责人尧 科研骨干代

表尧管理骨干代表尧支部书记尧群众
组织尧民主党派代表以及研究生代

表等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党委副书记李安林代表
所领导班子作分析检查报告遥他从
近年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

效尧学习科学发展观体会和认识尧存
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尧 改进工作的
总体思路和举措四个方面袁 对研究

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情况进行

了报告遥 报告重点查找了研究所创
新能力尧科研组织管理尧人才培养和

队伍建设尧 创新文化建设和管理部
门建设尧 民生问题和科技教育开发

工作尧 党建工作等六方面影响和制

约研究所发展的主要问题袁 认真分
析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袁 并提出了

今后工作总体思路和举措遥
李安林副书记指出袁 在当前和

未来一个时期袁 研究所要在科学发

展观指导下袁围绕实现野打造心理学
完整价值链冶这一目标袁切实作好以

下工作院一是进一步深化战略研究袁

科学调整科技布局袁 健全完善适应
科学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曰二是加强
科研组织管理工作袁努力提升研究所

的科技创新能力曰三是采取积极有效
措施袁打破野人才瓶颈冶袁为打造心理
学完整价值链尧推进研究所科学发展

提供组织保证曰四是进一步加强创新

文化建设和管理部门建设袁为科学发

展营造良好氛围曰五是进一步重视民
生问题的解决袁 下大力气搞好科技
教育开发工作曰 六是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研究所党建工作遥

随后袁与会代表对分析检查报
进行了评议遥 在回收的 30份有效
评议表中袁 对报告的总体评价是

野很好冶和野好冶的占 100%曰认为报
告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深刻尧查找

问题准确尧分析原因透彻尧发展思
路清晰尧 工作措施可行的分别占到

100%尧90%尧97%尧93%尧97%遥 此外袁
大家还就加强集成创新尧 打造一流

平台尧加强研究生培养尧继续提高管
理部门服务质量和效率尧 加强创新
文化建设尧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尧科研

评价体系和帮扶机制等方面的工

作袁对分析检查报告和 2009年研究
所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遥

本次会议对进一步完善分析

检查报告尧 制定下阶段整改方案尧

解决问题尧促进研究所又好又快发
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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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9日至 20日袁心理研究所
2009年度战略研讨会胜利召开遥 所
务会成员尧 各研究室/中心主任及研
究人员代表尧学术委员会成员尧各职
能部门负责人尧战略研究工作小组成
员等 30余人汇聚一堂袁共商研究所
发展大计遥中科院生物局生物医学处
沈毅同志到会指导遥
战略研讨会由研究室/中心的报

告和分组研讨两个版块组成遥 会上袁
各研究室/中心就研究目标及结构尧研
究方向的现状及规划尧学科方向的发
展态势尧人才队伍规划与培养尧成果
集成和转移转化尧 科研平台建设尧国
际交流与合作尧研究生培养等内容分
别进行了报告遥 20日上午袁与会人员
分为 3个小组继续围绕心理所未来
发展的规划与举措展开讨论袁提出应
当加强打造心理学完整价值链尧进一
步明确心理所的学科价值链在中科

院和全国的定位尧进一步凝炼研究所
发展战略目标尧做好持续的战略研究
工作尧凝练学科发展目标尧加强研究

生培养工作尧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尧加
强将帅人才的引进工作尧调整二线管
理部门的评价系统尧做好抗震救灾工
作的成果集成等意见和建议遥 分组讨
论结束后的总结会上袁与会人员交流
了分组讨论的意见袁就近期可着手进
行的项目建议和政策建议工作进行

了部署袁并于会后启动实施遥
战略研讨会是心理所战略规划

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遥 当前袁心理所
的战略规划工作系统已初步建立袁由
四个层次构成袁包括所务会的战略规
划曰各研究室/中心渊包括课题组冤的战
略规划和科技战略的研讨曰战略研究
工作小组承担所战略规划的具体工

作曰所图书馆相关人员对学科前沿信
息的跟踪和汇总遥战略研讨会是研究
人员和职能部门负责人集思广益尧共
商大事的平台袁会上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对于心理所不断完善战略规划工

作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袁有助于将研究
所的各项工作推向前进袁 实现创新
跨越和可持续发展遥

心理所召开 年度战略研讨会
[撰稿院战略研究工作小组]

所内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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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5日袁心理所 2008年度
学术年会在学术报告厅举行遥 过
去一年里袁 心理所在科学发展观
的指导下袁通过调整科研布局尧优
化岗位设置和人员匹配尧 拓宽科
研资源争取渠道尧 实施统筹兼顾
的多元化激励机制尧 加强工作流
程管理等多种途径袁 使各项工作
均取得了长足进展遥 此次年会是
全所科研人员学术研究的进展和

成果的集中展示遥 年会由 14个报
告组成遥
上午袁 张侃所长首先作了国

民重要心理特征调查的主题报

告袁 该项目已通过了科技部科技
基础性工作专项的申请答辩会遥
随后的报告均围绕灾后心理援助

这一主题展开遥 汶川地震后袁在党
和国家的领导下袁 在当地政府的
积极配合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下袁 抗震救灾工作取得了重大胜
利袁心理所科研人员及研究生志愿
者自 5月 15日以来袁 在四川受灾
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援助工作袁成立
了危机干预中心渊成都冤袁并先后在
重灾区建立了 7个心理援助站袁心
理援助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遥
同时袁心理所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
纷纷响应中科院野科技救灾冶的号
召袁对灾后心理问题进行了广泛深

入的研究袁 为灾后重建献计献策遥
年会上袁专家们分别就灾后民众社
会心理状态尧灾后孤残儿童心理需
要及心理援助研究尧群体性事件的
分析与预警尧灾后应激心理过程以
及心理疾病高危人群的筛查和干

预尧 实现大脑功能网络的重塑尧灾
难后的心理原始化回归与理性重

建等问题作了主题报告袁危机干预
中心渊成都冤也汇报了灾后心理危
机干预及心理援助工作遥
下午袁由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

究室尧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尧
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尧 社会与
经济行为研究中心尧 行为遗传学
研究中心以及危机干预中心 渊成
都冤 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作了报
告袁主题包括院婴儿对常见词汇的
理解尧N170 response to single Chi鄄
nese characters尧 胚胎早期吗啡用
药影响日龄小鸡学习记忆功能的

GABA机制尧消费者关注要素的反
应时方法探索尧 炎性痛的节律行
为依赖脊髓水平 P物质的节律性
表达袁 以及灾区民众的公正观与
幸福感及其社会支持系统遥
来自中国科学院尧首都师范大

学尧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和
心理所的科研人员尧研究生约 200
余人参加了本次年会遥

心理所 2008年度学术年会顺利召开
[撰稿院科研业务处]

王二平研究员作 野群体性事件的
分析与预警冶报告

罗非研究员作野实现大脑功能网络
的重塑冶报告

张雨青副研究员作野灾后应激心理过程
及心理疾病高危人群的筛查和干预冶报告

张兴利博士作 野灾后孤残儿童心
理需要及心理援助研究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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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自由申请尧 资格审查和答

辩评审袁并经所务会确认后袁心理

所

获得 2009 年度心
理所优秀课题组 渊创新团队冤称

号袁并分别获得 30万元人民币的
研究奖励基金遥

这是我所于 2008年出台叶中

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优秀课题组

激励暂行办法曳渊心理人教字[2008]
65号冤 后首次评选产生的优秀课

题组渊创新团队冤遥提出申请的课题

组是在 2008年业绩考核总分排名
为全所前五名的课题组袁答辩评审

过程不仅包括专家评审环节袁还包

括团队心理和谐的评审过程袁由我

所心理和谐研究组对提出申请的

三个课题组进行心理和谐的评价遥

这一激励办法及评审举措旨

在以科技创新和满足国家战略需

求为导向袁 促进科学家的成长和

成果产出袁 进一步加强创新团队

建设袁 增强课题组的集体攻关意

识和团队凝聚力遥

为进一步加大所内青年人才

培养的力度袁 激励青年科研人才

在科技创新尧 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方面做出优异成绩袁 促进人才成

长和创新成果的产出袁2008年 10
月袁 心理所推出了优秀青年人才

激励办法遥

该办法的实施袁 对所内青年

科研人员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

用遥近来袁已有 1名助研要要要亓晓

丽达到了该奖励办法的评选条

件遥 1月 8日袁心理所及时地组织

了优秀青年人才答辩评审会议袁

在听取了亓晓丽的答辩报告后袁

评委进行了无记名投票遥

根据答辩评审结果袁 经 1月
11日所务会研究决定袁授予亓晓

丽野优秀助理研究员冶称号袁

并按规定给予 20万元住房
补贴和 50万元研究经费奖
励袁用于资助其开展野抑郁

症免疫机制冶的研究遥

亓晓丽自 2007 年 7
月被聘任为助研以来袁已

经发表第一作者 SCI期刊文章 2
篇袁 非第一作者 SCI期刊文章 1
篇袁争取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1项尧心理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1项遥

心理所 2009年度优秀课题组渊创新团队冤
评选结果揭晓

[撰稿院科研业务处 陈雪峰]

心理所召开优秀青年人才答辩评审会议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周智红]

所内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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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袁 心理所召开了

2009年信息宣传工作会袁 张侃所

长及所信息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和

信息宣传办公室成员参加了会议遥

刘浙华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

叶加强信息宣传袁服务中心工作曳的

工作报告袁 报告通报了 2008年心
理所信息采用情况及所通讯编发

情况遥 2008年我所的政务信息工
作实现了重大突破袁17 篇重大信
息被中科院办公厅叶中国科学院专

报信息曳采用袁其中 7篇被中央办
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采用袁4篇获
得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遥在此基

础上袁 我所政务信息全院排名由

2007年的第 57名跃升为 2008年
的第 8名袁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袁很

好的担当了科学院国家思想库的

作用遥 2008年我
所共编辑发行所

叶通讯曳9 册 袁在

各方面加大和加

强了我所的显示

度袁 这些都得力

于所领导的高度

重视和全所科研

人员的大力支

持遥 报告还分析

了信息宣传工作在全院所处的位

置和存在的问题袁对下一步计划提

出了设想遥

张侃所长作总结性发言遥他对

我所过去一年的政务信息宣传工

作呈现出的良好发展态势感到欣

慰袁 并结合目前的政务信息宣传形

势袁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遥 一尧心理

所作为科学思想库袁 为中央政府决

策提供建议的工作应该是源源不断

的遥 我们要把国

家需求和自身领

域特色结合起

来袁 增强责任感

和新闻敏感性袁

为国家决策提出

更多作为依据的

重大建议和意

见袁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智囊作用曰

二尧 信息宣传是所内文化建设的一

部门袁 也要起到对内沟通和互相了

解的平台作用袁 全所同志要共同努

力袁充分调动起来袁让所内同志了解

各部门的动态曰三尧所叶通讯曳是向科

学院尧 科技部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尧 全国心理学界等进行宣传的有

力载体袁通讯员要注意观察袁多提供

各类信息的报道遥 张所长最后鼓励

大家要团结起来袁 使我所的信息宣

传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遥

会上袁 与会同志还针对 2009
年信息宣传工作进行了热烈研讨遥

各中心(室)主任纷纷表示要加强本
中心(室)科研人员的宣传意识袁积

极推进信息宣传工作袁全力配合全

所的野大宣传冶遥大家还就加强全所

职工宣传意识尧信息员能力建设等

方面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遥

心理所召开 2009年信息宣传工作会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顾敏]

张侃所长作总结性发言

会场一瞥

所内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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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果 新进展

心理所陈楚侨研究员课题组

用事件相关电位的研究方法袁发现
健康人群大脑中存在 野被看穿冶的
特定脑电激活模式遥
对于许多人而言袁有时会出现

这样的想法院家人袁朋友或者陌生
人用那种眼神看着我袁好像对我有
敌意袁或者有什么意思袁好像是故
意的遥这样的感觉是牵连观念的一
种表现袁类似于一种自己的想法被
别人看穿的感觉遥牵连观念原本是
精神症状妄想中的一种袁但研究发
现袁这种野被看穿冶的感觉体验并非
是野有冶或野无冶的模式袁从健康人群

到临床患者袁类似于精神症
状的感觉只是一种从 野少冶
到野多冶的连续体遥 然而袁大
多数此类探索无根据的怀

疑性思维或妄想型观念的

研究只局限于临床评定或

者自我报告的问卷遥虽然问
卷在反映妄想观念和相关

心理建构上有用袁但这些方
法可能会受到 野社会期许冶
之类的影响袁而使在健康人
群中探索此类心理现象变

得困难遥
心理所陈楚侨研究员

和他的团队渊中科院心理所神经心
理学和应用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冤
最近的一项研究袁使用事件相关电
位研究技术袁采用了现象学的实验
方法探索了健康人群中的怀疑性

思维袁即野被看穿感冶的相关脑电表
现模式遥 24对健康大学生被试参与
了此项研究遥其中随机分配 12对到
野知情组冶袁 随机分配另外 12对到
野不知情组冶遥设置相关情景袁诱发每
对中的一个被试的怀疑性思维袁并
记录其脑电反应遥 结果发现袁在野不
知情组冶中袁与诱发怀疑性思维相关
的刺激呈现后 200到 400毫秒的时

间窗口内出现了一个正波遥 这些被
试同时填写了妄想观念的问卷袁通
过问卷的高低分将其分为两组袁发
现其额叶和中央的头皮表面电位都

有显著的差别遥此差别揭示着这个
正波的产生有其特定的脑皮层区

域源遥
这个发现为在健康人群中考

察妄想观念或者怀疑性思维的脑

电范式提供了初步的方法和相应

的证据遥 希望将来可以把这个方法
和实验设计应用到考察亚临床人群

牵连观念的研究中去袁 并为探讨妄
想症状的神经病理基础作好铺垫遥
这个研究部分是由中科院心理所给

予陈楚侨研究员的百人计划启动经

费(O7CX031003)袁心理所院重要方
向基金项目(KSCX2-YW-R-131)和
973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 Programme No. 2007CB512302
and 2007CB512305)所支持的遥

Chan, R. C. K*., Huang, J.,
Wang, Y., Gong, Q. (2009). Psycho鄄
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野feeling
of being seen through冶 in a non -
clinical sample using an ERP
paradigm. Brain Research, 1254,
63-73.

心理所陈楚侨课题组发现健康人群大脑中

有关“被看穿”的特定脑电激活模式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黄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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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袁由心理所罗非研究员与
北卡罗来那州神经科学研究所的

张景渝教授共同发表了一篇综述遥
该综述讨论了脑深部电刺激技术

渊deep brain stimulation袁DBS冤应用
在患有帕金森氏症 渊Parkinson爷s
diseases袁PD冤的啮齿类动物模型上
的神经机制遥
近十年来袁DBS作为一种对包

括 PD 在内的多种神经疾病有效
的治疗方法已重新发展起来遥尽管
它的疗效显著袁但其发生作用的内
在机制尚不清楚遥 在解释 DBS如
何减轻帕金森症状的研究中袁动物
模型显得至关重要遥 但是袁在早期
的 DBS研究中袁 动物模型的发展
落后于 DBS的临床应用遥 本综述
旨在对 DBS研究所使用的几种啮
齿类动物模型做一总结及讨论袁并
介绍了一些考察 DBS的作用机制
的电生理和神经化学研究遥

在过去的 30年中袁 啮齿类动
物模型已广泛用于 PD的研究遥 这
些研究 PD 的大鼠模型可以用来
研究 DBS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
机制遥如院跑步运动模型渊Treadmill
locomotion model冤用来评估正常和
病理状态下的感觉运动功能袁将这
一可测量的研究 PD 的跑步模型
用于 DBS的研究非常合适遥 测量

跑步机上大鼠的位置能很容易得

评估 DBS刺激引起的改善袁 因此
DBS的效果能很好的在这一模型
上测量出来袁这使之成为研究 DBS
的神经机制的一种非常有用的工

具遥 四肢的不对称使用模型渊Limb
use asymmetry model冤用来测量 PD
的运动功能袁文中介绍了这个模型
用于评估 DBS有效性的优势遥 其
中包括它的客观性袁 操作简单尧快
捷以及敏感性等遥 反应时模型
渊Reaction time model冤用于测量帕
金森病人的感觉运动功能缺失遥已
有研究将选择反应时任务用于正

常的和多巴胺渊DA冤耗尽的大鼠上
来研究 DBS 刺激丘脑底核渊sub鄄
thalamic nucleus袁STN冤的作用遥

为了检验 DBS是否能够调节
帕金森病人的感觉运动整合过程袁
作者使用刺激胡须方法来研究

DBS在单侧多巴胺耗竭大鼠的感
觉运动整合过程中的作用遥初步的
结果显示 DBS刺激 STN能显著增
加刺激损毁对侧胡须时的反应时

等袁 这些发现为 DBS能够恢复感
觉刺激后的运动反应提供了证据遥

PD病人运动症状发生的经典
理论模型是由于缺乏足够的 DA袁
以致 STN活动增加袁从而导致黑质
网状部渊substantia nigra pars reticu鄄

lata袁SNr冤和苍白球内部渊globus pal鄄
lidus interna袁GPi冤的抑制性输出增
加遥 这些反应又导致丘脑内部的抑
制性活动增强袁 这些抑制性活动可
能会抑制或阻断运动区用来产生随

意运动的激活的时空模式遥 关于
DBS的体外研究支持了这一理论假
设遥 在麻醉和清醒动物上进行的活
体研究也已揭示了一些完好神经

回路的反应袁为这一理论假设提供
了活体研究证据遥 最重要的是袁在
自由活动的动物上对产生了行为

效应的 DBS引起的神经反应进行
记录袁 从而提供了一种考察 DBS
如何调节基底神经节要丘脑皮层
回路进而改善运动功能的方法遥文
章还介绍了 DBS能够调节放电频
率袁使不规则的爆发式放电模式正
常化袁并且能减少与帕金森氏症相
关的低频振荡遥本文作者的一些研
究还解释了 DBS在改进与运动行
为相关的神经环路上的作用机制遥

最后袁 作者对 DBS研究的重
大发现进行了总结并展望了这一

技术的发展前景和未来方向遥
Studies of the neural mecha鄄

nisms of deep brain stimulation in
rodent models of Parkinson爷s dis鄄
ease.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鄄
ioral Reviews 32 (2008) 352–366

在患有帕金森氏症的啮齿类动物模型上

对脑深部电刺激技术的神经机制的研究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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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心理所认知与实验心

理学研究室傅小兰研究组陈文

锋等专家在面孔认知的研究中

取得重要进展袁他们首次研究了

面孔认知图像不变性的表征获

得过程中姿态和表情信息的整

合过程袁发现了姿态和表情在这

种整合迁移中的不对称作用袁揭

示了人类面孔匹配中基于图像相

似性的特点遥

近年来袁 面孔认知中人类如

何获得图像不

变性的表征引

起了科学家们

的浓厚兴趣遥行

为水平尧神经水

平和计算机视

觉水平的研究

都证实了不依

赖于姿态 尧表

情尧亮度等不同

类型图像变异

的面孔表征袁也

证明了同一种

类型图像变异

下的面孔学习

过程遥 但是袁对

于不同类型的图像变异之间如何

相互作用或整合这个问题却未曾

得到解决遥 陈文锋等人对这个问

题进行了研究遥

在此次研究中袁 陈文锋等人

采用学习迁移的概念来研究姿态

和表情变异下的面孔训练是否有

助于新的图像变异条件下的面孔

识别遥结果发现袁多个不同姿态下

的面孔训练能够帮助新表情面孔

的识别袁 但多个不同表情下的面

孔训练并不能帮助新姿态面孔的

识别遥 作者从基于图像相似性的

角度讨论了不同图像变换与面孔

学习的关系袁 并在专门的文章里

研究了计算机视觉领域中人工面

孔识别系统基于图像相似性的识

别与人类基于图像相似性的面孔

匹配行为之间的关系遥

该项工作的结果发表在 2月
份的Vision Research和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F: Information Sci鄄
ences上遥 该项工作是与中科院

心理所的陈文锋副研究员和英

国赫尔大学的刘长虹博士合作

完成的袁 其间得到了国家科技

部尧自然科学基金委和英国皇家

学会的资助遥

1. Chen W., Liu C.H. (2009).
Transfer between Pose and Expres鄄
sion Training in Face Recognition.
Vision Research, 49, 368-373.

2. Chen W., Liu C.H., Lander
K., Fu X. (2009). Comparison of hu鄄
man face matching behavior and
computational image similarity
measure.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F:
Information Sciences, 52, 316-321.

心理所面孔认知研究取得新进展
[撰稿院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 陈文锋]

不同学习条件下的面孔匹配能力遥 A 多姿态面孔学习的
迁移补偿作用曰 B 多表情面孔学习未产生迁移补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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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已经成

为研究脑机制的重要手段袁并被广

泛地应用遥在最近三年发表的研究

精神疾病脑机制的论文中袁有大约

一半以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为研

究手段遥功能磁共振成像以很高的

速率获取随时间变化的多幅脑图

像袁因而具有很高的空间分辨率和

较高的时间分辨率遥

功能磁共振成像数据包含丰

富的时间和空间信息遥如何充分挖

掘数据中的信息是目前的研究热

点之一遥 目前常用的方法是袁首先

假设血氧水平信号对于单位刺激

的响应是特定的形状袁或者对某几

个脑区间的相互关系作出具体的

假设袁 再利用实际数据对该模型

进行拟合遥 但是袁由于我们对脑机

制了解很少袁 提出的模型未必接

近实际情况遥 这就阻碍了新信息

的发现遥 因此袁目前的方法使脑成

像研究局限于野脑功能解剖学冶的

研究遥

心理所杨志博士和翁旭初研

究员最近与美国 Emory 大学的研
究者合作袁开发了一种新的功能磁

共振成像数据分析算法袁Ranking
and averaging independent compo鄄
nent analysis by reproducibility
渊RAICAR冤遥 该方法利用独立成分

分析在不对脑活动方式作出假设

的情况下袁 将数据分解为多个成

分袁每个成分代表不同的脑活动网

络遥 这样的分解被执行多次袁每个

成分在多次分解中的可复制性将

被计算遥 而根据可复制性袁这些成

分将被排序和平均以获得更加稳

定的结果遥 与目前常用的方法相

比袁RAICAR 具有显著的优点院1冤
无需假设脑的工作模式袁有利于新

的脑功能网络的发现曰 2冤 由于独
立成分分析是多元统计方法袁因此

它能同时检测多个成分袁每个成分

可能代表不同的脑活动特征袁而不

必事先提出脑活动的模型曰3冤 确定
可靠的成分数袁 在对数据分析过程

中去除噪声的影响曰4冤对成分排序遥

这种排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

成分之间的相对强弱关系袁 从而提

供新的信息曰5冤 获得更加可靠的结
果遥 RAICAR算法获得的结果要远
比一般的独立成分分析方法稳定遥

该成果已经发表在 Human
Brain Mapping 期刊 第 29 卷上
渊711-725冤袁 该期刊影响因子为
6.152袁 是脑成像方法学领域的著
名期刊之一遥该成果已被国际多个

研究小组应用遥

心理所开发了从脑研究中挖掘新信息的方法
[撰稿院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 杨志]

新成果 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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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获得更加敏

感袁而这可能是由诸如恐惧尧厌恶

之类的负性情绪所驱动的遥 这一

研究结果为揭开时间折扣的神经

机制提供了新的证据遥

这项研究由中科院心理研究

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李纾

研究员与中科院自动化所蒋田仔

研究员合作完成遥 为充分发挥双

方在行为决策和神经影像领域的

优势背景袁双方自 2006年开始神
经经济学领域的合作研究遥 经过

两年的耕耘袁合作研究已开始收获

喜人果实遥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撰写

的研究报告袁 近期已在线发表在

SCI索引期刊 Brain Research遥 后

续研究成果正在撰写中遥

Lijuan Xu袁Zhu-Yuan Liang袁
Kun Wang袁Shu Li袁Tianzi Jiang袁
Neural Mechanism of Intertemporal
Choice院 From Discounting Future
Gains to Future Losses袁Brain Re鄄
search渊2009冤袁doi院10.1016/j.brain鄄
res.2008.12.061

心理所郭建友副研究员和罗

非研究员最近的一项关于安慰剂

镇痛效应的研究显示袁 小鼠可以

产生阿片类和非阿片类两种不同

类型的安慰剂镇痛效应遥 如果预

先给予阿片类药物袁 则可以产生

阿片类安慰剂镇痛效应袁 该效应

可以被阿片受体拮抗剂纳洛酮阻

断曰如果预先给予非阿片类药物袁

则可以产生非阿片类安慰剂镇痛

效应袁 该效应并不能被阿片受体

拮抗剂纳洛酮所阻断遥

安慰剂效应在常规临床实践

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袁

目前大多数有关安慰剂的研究均

集中在疼痛方面遥 1978年有科学
家提出证据表明内源性阿片肽系

统介导了安慰剂镇痛作用袁 这是

在临床条件下对安慰剂效应机制

研究的重大突破遥 随后有科学家

提出安慰剂反应可以分为阿片类

和非阿片类成分袁 并且阐明了激

活阿片类和非阿片类安慰剂镇痛

效应的条件遥 但是袁由于进行人类

实验的条件限制袁 安慰剂镇痛效

应的中枢机制仍然比较神秘遥因为

小鼠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袁经过训练

的大鼠能够学会踩杠杆尧 跳台等遥

实验通过一定的程序袁将提示信号

与疼痛减轻配对给予袁使小鼠学会

通过提示信号来预期疼痛减轻袁建

立一个适用于小鼠的安慰剂模型袁

并初步证实阿片类和非阿体类药

物均可以形成安慰剂效应袁利用该

程序训练后小鼠可以作为动物模

型进行安慰剂镇痛效应中枢机制

的深入研究遥

论文研究结果近期已经被

Journal of Psychopharmacology 渊IF
3.782冤接收院Guo JY, Wang JY, Luo
F. Dissection of placebo analgesia
in mice: the conditions for activa鄄
tion of opioid and non-opioid sys鄄
tems, Journal of Psychopharmacol鄄
ogy, 2009.

新成果 新进展

心理所证实小鼠可以产生阿片类和非阿片类

两种不同类型的安慰剂镇痛效应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郭建友]

渊上接第 15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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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 2008北京奥运
会中袁很多优秀运动员在多项赛事
中刷新世界纪录尧 创造运动奇迹遥
印象深刻的是袁Phelps在这次奥运
会一人独揽八块金牌袁Bolt以惊人
的速度打破 12 年以来的男子
100m和 200m世界记录遥 在叹服
这些运动员创造人类运动极限神

话的同时袁我们不得不思考院多年
的职业运动技能训练除了锻炼人

类肌肉骨骼系统和心肺功能袁是否
也对大脑产生影响钥这种影响是积
极的还是消极的钥

日前袁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魏高峡和罗劲等人首次采用核磁

共振技术袁对我国极具金牌优势的
跳水运动员进行了大脑结构的探

索性研究遥 该研究选取了年龄在
13-17岁之间尧 国家健将级别尧平
均训练年限达到 10年以上的优秀
跳水运动员 12名 渊男女各 6名冤袁
同时选取了在性别尧年龄尧体重尧人
数等人口学因素上进行了严格匹

配的中学生进行对照研究袁结果发
现袁优秀跳水运动员的大脑结构与
普通人之间的确有所不同袁他们在
双侧丘脑和左侧运动前区渊BA6冤
上的灰质密度显著高于普通人遥

以往研究发现袁运动病症渊如
亨廷顿症和帕金森症冤患者丘脑灰
质密度会显著降低遥 本研究结果不
仅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丘脑的灰质密

度与人类的运动行为有某种程度的

相关袁 也提示从事动作技能的康复
性训练可以显著增加人脑的灰质密

度遥也就是说袁该研究结果为临床运
动病症的治疗途径提供了新的证据

和启发袁对于运动病症
的康复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遥 另外袁该
研究也改变了人们所

认为的运动员野头脑简
单尧四肢发达冶的看法遥
运动训练袁不仅仅是改
变了肌肉和动作袁还改
变了大脑结构遥运动员非但不是一
般人所认为的野头脑简单冶袁反而由
于多年的技能训练比一般人更具

优势袁在与运动有关的大脑组织和
结构上袁 他们的大脑更为复杂袁这
两个区域的灰质密度增大意味着

他们具有更强的运动能力遥
此外袁人们常常会有因多次练

习某种动作或者行为而使得这种

外在表现随之提高的经验遥在以往
对正常人大脑灰质等结构像的探

讨中袁音乐家和出租车司机这两个
群体曾一度引起神经科学研究者

的兴趣袁其原因是院多年从业经验
可能会引起大脑相关区域产生可

塑性变化遥该项研究结果不仅支持
了该假设袁还进一步为野熟能生巧冶
提供了脑科学证据袁证实了人类某
一重复的动作或习惯都会对大脑

产生可塑性影响遥目前该项研究将
于近期发表在 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杂志中遥

心理所最新发现运动员丘脑和运动皮层

灰质密度显著高于一般人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魏高峡]

图 2 运动员比一般人在左侧运动前区上显示出
更高的灰质密度

图 1运动员比一般人在丘脑上显示出图

新成果 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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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将至袁 很多人都会拿到

一笔年终奖或花红遥 假设你现在

有一笔 5000元的奖金袁你可以做

两个不同选择院 选择一是现在就

拿到 5000元奖金渊可以去好好消

费犒劳自己一年的辛苦冤曰选择二

是把这些奖金存起来或投资袁一

年后可以得到 5500元遥请问你会

选择哪一种钥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下袁考

虑另外一种情景遥现在使用信用卡

的人越来越多袁假设你上个月刷卡

消费了 5000元袁 今天是本月的还

款日袁 你可以做两个不同选择院选

择一是现在就还款 5000元曰 选择

二是付出一些利息袁一年以后还款

5500元遥 请问你会选择哪一种钥

上述两个问题都是经济学中

时间折扣渊time discounting冤的典
型场景遥顾名思义袁时间折扣就是

指人们会将未来获益或损失的价

值打一个折扣袁 未来的权重低于

对目前的权重遥 人类与动物的一

个重要差异是袁 人类具有对未来

进行计划和规划的能力遥 但在对

未来与现在的价值进行权衡

时要要要即跨期选择渊intertemporal
choice冤时袁如同故事野朝三暮四冶

中的猴子一样袁 人类难以避免地

带有来自进化的非理性偏差院偏

好即刻的价值胜于未来的更大价

值遥 从动物到人类袁 从儿童到成

人袁 这一普遍现象已被大量经济

学和心理学研究所证实遥 近两年

来袁 时间折扣又成为神经经济学

渊Neuroeconomics冤 领域中的一个
热点和重要研究问题遥

行为决策领域的研究已经证

明袁 在面对损失或者获得的跨期

选择时袁 人们对未来获得的时间

折扣率大于对损失的折扣率袁这被

叫做符号效应渊sign effect冤遥 基于
这一现象袁中科院自动化所蒋田仔

研究员尧徐丽娟尧王坤博士与中科

院心理所李纾研究员尧梁竹苑博士

后袁 合作进行了一项 fMRI研究袁

首次考察并比较了获得与损失领

域中时间折扣的神经机制遥

该研究巧妙地采用了获得与

损失完全对等的实验设计袁要求被

试对类似上述两个情景渊获得或损

失冤的一对选项进行选择遥 研究发

现袁 在对获得和损失的时间折扣

中袁对获得和损失进行折扣的神经

机制并不对称遥 一般来说袁当被试

对未来的获得与损失进行选择时袁

侧额叶和后顶叶区域都发生了激

活袁但在折扣损失时袁不仅这两个

区域的脑激活更强袁脑岛尧丘脑尧背

侧纹状体等区域也显著激活曰而如

果被试需要对即刻的选项进行选

择袁后扣带回和内侧前额叶皮质都

会发生激活袁 但在折扣损失时袁前

扣带回尧脑岛和额上回都会发生激

活遥 这些结果说明袁人类的大脑对

未来损失比对未

时间折扣神经机制的新证据院未来获得
与未来损失不对称

[撰稿院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 梁竹苑]

图 跨期选择任务中袁折扣损失时大于折扣获得时的激活脑区

新成果 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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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果 新进展

开颅手术之前袁病人就手术

的成功率询问了医生遥 医生说院

野这个手术成功的可能性很大遥 冶

病人心里就纳闷了袁这野很大冶到

底是多大钥 一再追问下袁医生终

于说袁野手术有 90%的成功率遥 冶

哦袁90%确实是很大遥

隔天袁朋友来探病袁同样问起

手术的成功率袁 病人不假思索脱

口而出院野手术成功的可能性很

大遥 冶朋友的反应跟病人前一天的

反应一样袁直到听到野90%冶这个数

字出现时袁才顿觉答案明了遥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 Wallsten
教授调查发现袁35%的美国被调

查者都有这个毛病院在

接收不确定信息时袁希

望得到数字概率 渊如

90%冤 的表达方式袁却

在传达同一信息时袁自

己喜欢用文字概率词

渊verbal terms冤 的表达
方式遥 这种接收与表

达偏好不一的情况被 Erve 和
Cohen命名为 野沟通模式偏爱悖

论冶渊Communication Model Prefer鄄
ence Paradox, CMP paradox冤遥 最
近袁许洁虹尧叶先宝和李纾的调查

研究发现袁CMP悖论在中国被调
查者中的比例高达 58.7%遥换句话

说袁与美国人相比袁更多的中国人

喜欢听到用数字概率明确表示的

有关可能性的信息袁 同时却倾向

于用比较模糊的文字概率方式

来传达这些信息遥

这一跨文化差异的发现袁提

醒学界重新审视Wright和Phillips
早先用纸笔测验方式所得到的

关于野中国人倾向于非概率思维

渊non-probabilistic thinking冤冶的研
究结论遥 正如无法对各种颜色进

行命名并不意味着无法区分各

种颜色遥 同样袁Wright 和 Phillips
等人的纸笔测验虽然指出袁在面

对不确定性事情时袁中国人比英

国人更经常使用野非是既否冶的方

式来作答袁缺乏不同程度的可能

性表达曰但是袁这并不能说明中

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野非概率冶性

的遥 许洁虹尧 叶先宝和李纾的研

究就暗示袁中国人可能在表达的

时候偏向于模糊性的尧区分度较

低的概率方式袁却在接收的时候

偏向于精确性的尧区分度较高的

概率方式遥

渊学术论文见 Xu, J-H., Ye,
X.-B, & Li, S. (2009). Communi鄄
cation mode preference paradox a鄄
mong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9
(1), 125- 129.冤

概率信息的接收和传达是否一致钥
[撰稿院经济与社会行为研究中心行为决策课题组 许洁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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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心理所青年科学基金和
科学发展基金项目简介

[撰稿院科研业务处]

继 2007尧2008年先后资助 15项青年科学基金和 5项科学发展基金后袁2009年袁 我所进一步加强对中青年科

技人才的科技创新活动的资助强度遥 经基金评审专家组评审和所务会批准袁2009年度有 11项青年科学基金和 5
项科学发展基金获批袁资助期限为 2年袁总经费达 320万元遥 以下是各项目简介渊同类资助以姓氏笔画为序冤遥

王亚

前瞻记忆

在正常人和精神分裂症

病人中的 ERP研究
前瞻记忆指记

得将来要做某些事情袁其
基本过程包括院 意图形
成尧意图维持尧意图提取尧

意图执行遥有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病人在前瞻记忆
上存在缺损曰而且缺损可能发生在线索检测和意图
提取阶段遥 对前瞻记忆的 ERP研究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认识前瞻记忆的性质袁完善其理论遥 前瞻记忆
的 ERP研究发现袁它有两个特异的波形院N300和前
瞻正波遥 目前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院1袁前瞻记忆与

警觉性任务有相似的地方袁如信号和前瞻记忆线索
出现的频率都较低袁但它们生理上表现出来的区别
还不清楚曰2袁前瞻记忆线索频率和线索的重复性对
前瞻记忆表现的影响还不明确袁 它们会如何影响
ERP波形还有待探讨曰3袁从行为研究得出的结果是
精神分裂症病人前瞻记忆的缺损可能出现在线索

检测和意图提取袁需要进一步在生理基础上进行验
证遥该研究可以为精神分裂症前瞻记忆的缺损及缺
损阶段提供神经生理方面的证据袁为前瞻记忆的干
预提供一些指导遥 研究分为三部分进行袁均为 ERP
研究院研究一袁探讨前瞻记忆和警觉性任务的区别曰
研究二袁探讨前瞻记忆线索频率和线索重复性对前
瞻记忆波形的影响曰研究三袁探讨前瞻记忆的加工
阶段及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缺损阶段遥

资助类别院青年科学基金

邓园

汉语语汇

音形加工的时空特性要要要
来自神经成像和电生理

的证据

汉语的音原形
关系是汉语区别于其它

语言文字系统最突出的

特性遥对汉语音形加工的研究是揭示汉语言文字加
工特异性的一个突破口袁将有助于回答诸多跨语言
相关的基础问题遥本项目将围绕汉语的音形加工特
殊性问题袁探索汉语词汇音形加工的大脑激活空间
模式尧加工进程的时间特点以及关键脑区之间的动
态作用关系等遥 具体研究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院1冤
汉语词汇音形加工的神经激活模式曰2冤汉语词汇音
形加工的脑电活动模式曰3冤关键脑区的协调工作及

科研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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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活动模型的建立遥这一系列课题的开展将为汉
语特殊性问题的回答提供新的角度和认识袁并能加

速知识到实践的转化袁 为实际的汉语言文字学习尧
教学方式的革新提供直接参考遥

吴健辉

想象对目

标探测的影响及其认知

神经机制

想象能对同时

或者随后发生的目标探

测任务产生影响袁但这种

影响在不同的实验中得

到了不同的结果袁可能表现为促进袁也可能表现为

干扰效应遥关于想象影响目标探测的认知机制也存

在争议袁研究人员主要采用行为学方法袁并得到如

下不同观点袁分别认为这种影响的机制只是一种注

意或者判断标准的变化袁以及知觉启动或者掩蔽而

导致的对于探测刺激敏感性的改变遥 本项目采用

行为和 ERP结合的办法袁 并结合信号检测论的方

法袁 研究决定想象对目标探测的影响是促进还是

干扰的关键因素袁 并试图去证明想象对于目标探

测任务具有干扰和促进的双重影响袁 而最终的结

果取决于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两者的平衡曰 本项

目也研究这种影响的认知神经机制遥 目前已经具

备了开展本研究所具备的学术基础袁 包括想象领

域和目标探测领域的研究基础曰在方法方面袁也已

经熟练掌握了相关的研究手段袁 包括行为和 ERP
技术遥

张昆林

基于知识

积累的全基因组范围芯

片数据挖掘

全基因组范围

芯片 渊Genome-wide mi鄄
croarray冤 可以用来测量
在不同的表型下全基因

组范围的基因表达或基因型差异袁该技术为在全基

因组水平上分析复杂性疾病渊如精神疾病尧心理障

碍尧药物成瘾等常见心理及行为疾病冤分子致病机

制提供了可能遥 然而袁已经发表的芯片数据袁一般

是检测了数千直至数万个基因袁 但是只能确定数

个或者数十个与表型相关的强信号基因遥 如何对

全基因组范围的芯片数据进行再分析尧 进一步提

取有用的信息袁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挑战遥 当前生物

学已经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袁 如代

谢途径渊pathway冤尧基因本体渊gene ontology冤等袁并

且这些成果已被收录到数据库中袁 如 KEGG尧GO
等遥 因此袁通过搜索已有的知识库袁进而进行数据

挖掘袁 就可以在进一步的生物学实验分析之前提

出有效的假设袁 有针对性地指导和帮助进一步的

生物学实验和临床研究遥 本课题拟从全基因组范

围芯片数据 渊主要是 SNP芯片和甲基化芯片谱数
据冤 出发袁 搜索其与已知的生物学功能模块的关

联袁 从而将这些已有的多种类型的生物学知识综

合到全基因组范围芯片数据的深层分析中袁 探索

已有的知识积累和表型之间的关系遥 在前期关于

人类抑制 HIV-1 复制的全基因组范围 SNP 芯片
数据的研究中袁 我们已经用自己开发的基于已知

生物学知识的强化算法成功地找到了新的有意义

的基因遥

科研动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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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ineprint.com.cn


2009年 2月渊总第 162期冤

张真

考虑他人

收益的偏好院发生尧发展

及机制

考虑他人收益

的偏好 渊other -regarding
preference袁简称 ORP冤是
指对其他个体收益的考

虑袁这种偏好被认为是人类在无亲缘关系的大群体

中做出利他行为的动机基础袁人类和灵长类动物间

利他行为的差异可以更直接地追溯到 ORP上的差
异遥 尽管 ORP对于理解人类的利他行为非常重要袁

但目前对于 ORP的个体发生尧 发展和机制还知之

甚少遥 在这方面的研究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行为

发展尧机制的角度理解人类的利他行为曰而且袁通过

和灵长类动物中 ORP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袁 还可

以帮助我们从演化的角度理解人类的利他行为遥本

研究拟从行为表现和行为机制两个层次考察 ORP
的发生尧发展遥在行为表现的层面袁考察情境因素对

儿童是否表现出 ORP的影响袁 探讨不同情境下儿

童 ORP的发展规律遥 在行为机制的层面袁一方面考

察儿童做出 ORP选择的原因渊避免不公平 vs. 避免
对方的收益为零 vs. 增加对方的收益冤 及其发展规

律曰另一方面确定 ORP和心理理论能力渊愿望理解

能力冤尧移情能力袁个体先天特征渊比如袁气质冤以及

后天环境渊比如袁教养方式冤之间的关系遥 上述两方

面的研究结果将为理解人类利他行为的个体发展

和演化提供有益的思考遥

李雪冰

焦虑与工

作记忆相互作用的脑机

制研究

焦虑和工作

记忆的相互作用是情绪

和认知关系研究中的子

课题袁 是一个有趣且值

得研究的领域遥 根据加工效能理论袁 焦虑等负性

情绪对认知的影响被认为是通过影响工作记忆而

完成的遥 探讨焦虑是如何影响工作记忆袁 将有助

于我们完善情绪和认知的理论袁 同时对情绪障碍

疾病的干预治疗提供依据袁 既具有学术价值又有

一定的临床意义遥 本项目分三个部分进行袁 第一

部分袁 我们将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来考察特质

焦虑人群工作记忆认知特点的改变袁 即高焦虑个

体袁 即使在没有外显的威胁相关的刺激出现时袁

也会表现出工作记忆任务上面的缺损遥 第二部

分袁 采用功能磁共振技术的功能连接方法考察特

质焦虑人群情绪调控网络的改变袁 假设高焦虑个

体边缘系统各结构间功能连接网络会发生改变袁

这种改变很可能是焦虑产生的潜在机制遥 第三部

分袁 采用功能磁共振方法考察情绪和工作记忆整

合时袁 特质焦虑个体脑内活动的改变袁 假设高焦

虑个体脑内的注意调控机制在同时处理情绪和认

知信息时会失衡遥 本项目将行为尧 心理和脑三个

方面研究有机结合袁 重点突出脑机制的研究袁从

时间动态过程和脑功能空间定位袁 以及情绪和认

知脑区间信息传递上袁 寻求情绪和认知相互作用

的神经基础遥

科研动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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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ineprint.com.cn


2009年 2月渊总第 162期冤

杜英春

工作记忆

中前摄干扰作用的脑机

制研究

前摄干扰指之

前记忆的内容对随后记

忆任务产生的干扰作用袁

对顺利完成工作记忆任

务及工作记忆容量有着决定性作用遥多数研究者认

为袁前摄干扰是造成遗忘的主要原因遥 前摄干扰的

解决是由前额叶负责的执行控制功能来完成的遥通

过执行控制功能成功地排除干扰信息袁集中注意任

务相关信息袁 是适应性行为及高级认知功能的基

础遥然而袁目前对于前摄干扰尧前摄干扰的解决及其

神经基础袁虽经国内外学者多年研究袁仍缺少系统

的理论知识及充分的实验证据遥 本项目采用行为

学尧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及功能磁共振技术(fM鄄
RI)袁从一个新颖的思路袁 即通过参数设计方法袁调

节工作记忆负荷及前摄干扰水平袁来考察靶刺激表

征尧 干扰刺激表征强度变化及其相互作用关系袁考

察实验任务对相应 ERP 信号及 fMRI 信号的调节
作用袁及两种信号变化的对应关系遥此外袁以往的研

究通常认为袁 前摄干扰主要作用于信息提取阶段遥

本项目通过引入前摄干扰的积累及释放范式袁集中

考察在记忆编码阶段是否存在前摄干扰及其神经

机制遥本项目将充分考察干扰解决的认知控制加工

及其神经机制袁有望通过一系列研究袁为前摄干扰

作用的形成及解决提供新的实验证据袁增加对人类

前额叶执行控制功能的了解袁从而为完善其学术理

论做出一些贡献遥

杨志

院精神疾

病的数据驱动脑成像

研究

精神疾病的

诊断目前仍然以症状

学为基础袁因而导致诊

断与疗效之间极大的

不一致性遥 为了克服精神疾病诊断中的缺陷袁研

究者试图通过脑成像方法探索用于精神疾病分类

和诊断的野脑机制标志冶袁并已初步证明野脑机制

标志冶 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遥 但是由于多数研究沿

用模型驱动方法袁 并局限于某种特定精神疾病的

研究袁对野脑机制标志冶的研究受到制约遥 本项目

拟扩展由申请者最新研发的数据驱动脑成像分析

技术 RAICAR袁融合多种成像方式的数据袁挖掘多

种精神疾病间的差异袁深入探索野脑机制标志冶袁从

病因学上挖掘精神疾病的本质遥 本项目由相互联

系的两个研究组成遥 研究一通过对 RAICAR 的扩
展寻找能在不同精神疾病患者间形成分组的脑活

动特征曰 研究二在研究一提供的线索的基础上融

合多种成像方式的数据袁 对脑活动特征进一步约

束和验证袁从而确认能对精神病患者分类的野脑机

制标志冶遥

科研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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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洁

组织成员

人格与知识分享的关系院
一项基于计算机建模方法

的研究

本研究旨在厘

清人格特征与知识分享行

为之间的互动关系, 并基
于计算机模拟方法建立人

格与知识分享的关系模型遥通过现实环境下收集到的
个体的人格特征与两两之间知识分享的数据, 设计计
算机仿真模型遥 该模型以个体的人格特征为输入,计
算两两之间的知识分享遥利用处理后的数据样本对团
队内部的知识分享网络进行模型参数学习 渊训练冤,并
对该模型进行仿真验证遥在现实情境中进一步考察基
于模型的结果预测是否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袁并对如
何进行模型的优化问题进行研究袁即在需要增减团队
成员的情况下袁如何使团队的知识分享达到最大值遥

郑蕊

城市化进

程中民众的地缘认同及

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化是指

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

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

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

渐转变的历史过程遥 目
前袁 我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城市化袁

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为经济体制的转轨尧 社会结构
的转型及文化模式的转换袁 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人
们心理上的转型适应及社会认同上的巨大变化遥
本研究在前期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袁 采用实验
室研究的范式袁 对前期研究成果进行了进一步的
拓展遥 首先袁 本研究将采用生理学指标就民众的
内隐地缘认同度进行测量袁 从而对内隐与外显地
缘认同的差异进行比较曰 其次袁 本研究还将采用
启动实验研究的范式就地缘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

深入分析袁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遥

葛燕

驾驶情境

中的变化检测

驾驶安全一直

是工程心理学领域的热点

研究课题袁 如何提高驾驶
安全性和避免交通事故的

发生袁 一方面需要从技术
上提高车辆的安全性袁另

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提高驾驶员的技术和驾驶安全性遥
80%的交通事故是由于人为的因素造成的袁造成人为失
误的原因涉及到驾驶场景信息的输入到驾驶员对车辆

进行操作的各个行动环节袁 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信息加

工和处理过程袁 而其中的视觉信息加工过程是整个行
动环中最重要的信息输入部分遥 变化检测作为一种对
动态场景中非连续变化的视觉加工能力袁 是保证安全
驾驶的首要因素遥 驾驶员及时准确地发现与驾驶相关
的变化袁 才能保证做出相应的正确反应袁 从而安全驾
驶遥 本课题以驾驶情境中的变化检测为切入点袁从视觉
认知能力和驾驶经验两个方面考察驾驶员对交通场景

中的变化识别和危险判断能力袁 记录驾驶员的行为和
眼动指标袁以模拟驾驶绩效和事故历史为效标袁建立变
化检测与驾驶事故倾向性之间的关系模型遥 通过研究
驾驶过程中的变化检测袁 可以深入理解人类对于复杂
的动态场景的视觉加工机制袁 探索变化检测与驾驶操
作之间的关系袁为提高驾驶安全性提供帮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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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玮文

青幼期应

激对大鼠抑郁行为和神

经可塑性的影响

青少年期是抑

郁情绪障碍易感和多发

的阶段遥青少年抑郁在症

状尧 药物疗效和神经生

理反应等方面与成年首

发抑郁存在明显差异遥 造成上述差异的神经生物

学基础尚不清楚遥 动物模型是研究青幼期应激影

响行为和神经系统结构功能的必要手段遥 前期研

究工作发现袁 三环类抗抑郁剂丙米嗪和 5-羟色胺
重摄取抑制剂氟西汀对青幼期应激诱发的抑郁样

行为的治疗作用存在差异遥 应激诱导的情绪调节

网络神经可塑性改变与抑郁发生和药物治疗密切

相关遥 比较研究不同发育阶段应激刺激对情绪相

关脑区可塑性影响的部位特异性作用及其与抑郁

发生和治疗反应差异的关系对于认识早发性抑郁

的行为和神经生理病理特征袁 发展更加有效的早

期抑郁治疗药物和早期心理行为干预技术具有重

要作用遥

史占彪

极重灾区

城乡居民震后心理应激反

应的评估与干预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

讨震后极重灾区城乡居民

心理社会应激反应发生尧发

展和演变规律袁为政府重大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袁并在此

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袁以最大限度降低地震

次生灾害遥 研究将分为两个部分袁一是分阶段收集与追

踪分析居民震后心理社会反应指标袁探讨城乡居民灾后

PTSD发生率尧抑郁症和各种行为问题的发生率袁探讨灾

情严重程度袁社会支持袁人格因素尧应对方式袁情绪监控

水平等对灾后心理应激反应的预测作用袁二是针对高危

人群渊PTSD患者和抑郁症患者冤开展心理干预袁融入中

国文化的因素袁对干预技术进行结构化袁操作化袁分别采

用个体干预和团体干预两种方式袁与自然的支持性心理

干预相对照袁以验证心理干预技术的有效性袁探索中国

特色的灾后高危人群心理干预的模式和规律遥

毕鸿燕

汉语发展性

阅读障碍的认知神经机制探

索要要要从语言到非语言层面

的研究

发展性阅读障碍

是指个体在一般智力尧动机尧

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等方面

和其它个体没有差异袁也没有明显的视力尧听力尧神经

系统障碍袁 但是阅读成绩明显低于相应年龄的应有水

平袁处于阅读困难状态遥 大量研究发现袁发展性阅读障

碍的产生具有生物学原因袁既有语言层面的表现袁也有

一般感知觉的表现遥 本研究拟从行为和神经机制两个

角度袁 在语言和非语言两个层次探索汉语发展性阅读

障碍的认知神经机制遥 首先袁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从行

为学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影响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阅

读的元语言学意识缺陷和一般感知觉缺陷遥 其次袁从神

经生理角度袁通过电生理的手段渊ERP冤袁以 MMN波为

科研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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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媚

可卡因潜伏

心理渴求的表观遗传机制

药物成瘾戒断

后的复吸率居高不下是治

疗药物成瘾的关键问题遥

来自于人类的研究表明在

可卡因或海洛因戒断后数

月袁曾经滥用药物的再次

使用尧与药物关联的线索以及应激都可能导致复吸遥

利用大鼠自身给药动物模型袁Grimm等人发现袁在可

卡因戒断的 60天内袁由线索诱发的觅药行为的重建

随着戒断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强遥 这一现象被称为

可卡因潜伏心理渴求遥 海洛因和可卡因可诱导中脑

腹侧背盖区尧 纹状体等奖赏相关脑区某些基因表达

的改变袁且基因的表达变化与滥用行为密切相关袁提

示药物诱导的基因表达的改变可能是导致药物成瘾

的重要机制遥 而表观遗传修饰是调节基因表达的重

要机制之一袁 因此表观遗传研究在药物成瘾中具有

重要意义遥 以往文献报道提示可卡因可能通过诱导

表观遗传状态改变基因的表达袁 从而导致异常持久

的成瘾相关行为遥 然而上述研究均没有涉及到 DNA
甲基化是否也参与戒断后的复吸过程遥 在本项目中袁

拟利用可卡因潜伏心理渴求动物模型袁研究 DNA甲
基化在可卡因潜伏心理渴求中的作用袁 探讨表观遗

传机制在可卡因戒断后复吸过程中的作用遥

院张雨青

震后心理

应激反应的民族差异及其

社会心理模式

512 汶川大地
震造成的突发性灾难事件

使受灾群众陷入了剧烈的

心理应激状态并导致严重

的心理创伤和危机反应遥

最常出现的心理疾病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渊Post-Trau鄄
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冤遥 震后 1-3个月袁本研究

组针对受害最重的北川县所做的研究表明院民族差异

是除了性别差异之外预测震后出现 PTSD和抑郁最明
显的指标院 羌族和其他民族的被试在 PTSD尧 抑郁症
状袁以及思维闯入尧回避和过度警觉方面都显著地高

于汉族被试遥 这种民族差异的背后原因是什么钥 可以

简单地用汉族儒家文化崇尚含蓄和中庸表达的特性

来解释吗钥是否还有更为深层的对灾难的认知方式或

认知结构方面的民族差别钥这种差别揭示了怎样的文

化意义钥 本项目拟进行如下几方面的研究院1. 探讨不
同民族渊汉族和羌族冤和文化背景的被试对于地震的

认知方式以及他们在地震中的反应模式及其应对方

式上的差别曰2. 根据上述不同民族被试对地震的理
解袁 分析他们在基本认知结构和反应模式上的差异袁

找寻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大型灾害后发生 PTSD症
状差异的主要原因遥 3. 采用横断面研究和纵向研究相
结合的方法袁 探讨汉族和其他民族群体出现 PTSD及
抑郁症状的发展曲线袁确定汉族被试在 PTSD症状的
发生方面是否晚于其他民族的被试钥 4. 对应激不同认
知方式和反应模式的实验室研究要因果关系的探索遥

指标袁 揭示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语音和正字法加工

缺陷以及一般视/听觉快速加工特点与规律遥最后袁运用

fMRI技术袁探查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语音加工尧

正字法加工袁 以及其一般视/听觉快速加工的神经活动
规律遥 最终全面地勾画出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认知

神经生理机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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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所长参加绵阳八一帐篷学校心理咨询室揭牌典礼

心理援助

为准确了解四川灾区心理援

助工作的现状袁加强野危机干预中

心冶的组织与管理袁进一步规划下

一步工作袁 张侃所长于 12月 22
日至 25 日赴灾区进行了系统全
面的考察遥

在为期四天的考察活动中袁

张侃所长深入基层乡镇袁广泛接

触地方政府官员尧 学术界同行尧

基层群众尧 心理援助志愿者袁先

后考察心理所位于德阳尧绵阳两

地的 6个工作站 渊德阳医院站尧

绵竹站尧什邡站尧司法警院站尧绵

阳站尧北川中学站冤袁走访了八一

帐篷学校心理辅导室尧绵竹市紫

岩小学热线电话室尧什邡方亭万

科心灵驿站等 10 余个工作点袁

鼓舞了前线工作同志袁为野中心冶

未来发展规划了方向和思路遥

考察过程中袁 张侃所长对一

直随行考察的危机干预中心王文

忠主任尧 史占彪副主任尧

祝卓宏站长尧王力站长询

问了目前心理援助的形

势袁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

有关设想遥 张所长总结了

以下看法院渊1冤 心理所全
所上下对危机干预中心

及各个工作站点的工作高度肯

定曰渊2冤中心要加强与各级政府的
联系袁扩大影响袁起到野四两拨千

斤冶的作用曰渊3冤加快加强对当地
人员的培训和指导袁 培养工作站

的当地骨干袁真正发挥野源头与种

子冶作用曰渊4冤对科研工作要科学

张侃所长岁末赴川考察心理援助工作
[撰稿院危机干预中心 史占彪 王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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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所长出席什坊座谈会

心理援助

布局袁重视科学方法袁提高研

究的代表及推广的价值袁回

答地震灾害的心理影响问题

和干预模式问题曰渊5冤加强危
机干预中心在野中心冶层面的

组织和管理作用袁 善于思考

总结问题袁 向所领导提出合

理的建议和要求袁 以逐步改

进尧完善野中心冶的组织管理

工作曰渊6冤做好春节前灾区群
众的心理援助工作袁 将预防

工作做到前面遥

中国心理学会副秘书

长尧 心理所所长助理孙向红

研究员尧 心理健康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罗非研究员随行考

察遥 他们分别为中心各站在

积极心理援助服务的同时袁

如何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提出

很好的建议遥

张侃所长四川考察工作

得到了媒体的大力关注和重

视袁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袁绵

竹电视台袁什邡电视台袁北川

电视台袁成都商报袁绵阳晚报

做了专题采访遥张所长关于心

理援助 20年的宣言计划袁心

理所持久尧深入尧系统地在灾

区开展心理援助工作的设想袁

引起了社会各界热烈反响袁得

到了媒体各界的大力赞赏遥

危机干预中心各位同仁

将以张侃所长四川考察的

有关讲话精神为契机袁认真

体会所务会领导对中心工

作的有关指示袁做好 2008年
的工作总结袁规划 2009的工
作思路袁将心理所心理援助

工作继续稳步尧 扎实地往前

推进遥

张所长一行走访重灾区

张所长考察北川心理援助工作

伍建设和商业合

作事宜遥 张所长指出袁该条热线

是目前我国唯一一条在中央科

研单位的支持下袁由重灾区政府

和企业合作自救自助的心理援

助热线袁将对灾后心理危机的预

防和干预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遥

随后袁 绵竹市委宣传部于天

培副部长发表讲话遥 他对心理所

绵竹工作站自 6月 1日建站以来

在绵竹灾区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

的心理援助工作给予了高度赞

扬袁 对中国移动德阳分公司为

100865 热线建设的支持表示感
谢袁 并预祝热线今后的工作能够

顺利开展袁 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们提供专业服务遥

中国移动德阳分公司总经

理罗扬代表德阳移动对 100865
减压热线的开通表示祝贺袁并表

示袁中国移动德阳分公司将进一

步加强热线维护工作袁确保服务

到位尧技术支持到位袁提供优质

高效安全的服务遥 同时袁绵竹市

教育局局长唐建成对主管热线

的部门教师培训中心提出了具

体要求遥

随后袁绵竹市教育局尧德阳移

动尧 中科院心理所三方签署了合

作协议遥

渊上接第 26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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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100085减压热线挂牌冶合影

12月 23日袁 心理所协同绵

竹市教育局尧 中国移动德阳分公

司开展的野100865耶我要爱爷减压

热线冶 项目在四川省绵竹市紫岩

小学热线机房隆重举行启动仪

式遥 心理所张侃所长尧中国移动

德阳分公司总经理罗扬尧绵竹市

教育局长唐建成分别代表项目

合作三方出席了开通仪式遥 参加

开通仪式的还有心理所所长助

理孙向红尧危机干预中心主任王

文忠博士尧副主任史占彪博士尧绵

竹站站长祝卓宏博士以及绵竹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天培尧 紫岩小

学校长谭克尧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尧

心理咨询科主任高先琼等各级人

士遥 绵竹市委

宣传部尧四川电

视台尧德阳电视

台等多家媒体

对启动仪式进

行了采访遥

启动仪式

上袁张侃所长发

表了重要讲话遥

他对灾区干部群众表示亲切慰

问袁 对始终战斗在工作第一线的

科研人员和志愿者表达了衷心感

谢袁并重点介绍了野100865耶我要
爱爷减压热线冶的开发背景尧服务

功能和重要意义遥张侃所长指出袁

绵竹站从 6月 1日建站之初就开
始在教育系统投入了大量的精

力袁 做了深入细致的教师培训和

调查遥 调查显示袁 灾区教师承受

着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袁 职业

倦怠处于中度水平袁 尤其是情绪

衰竭比较明显遥 这一系列压力将

严重影响教师的状态袁 进而会对

学生尧家庭等产生不良影响袁从而

引发社会问题遥 7月底袁绵竹站吸

收了来自加拿大的减压热线专家

滕燕青和陆俊两名志愿者袁 在共

同商讨下将热线定位在减轻压

力尧疏导情绪和情感支持袁并陆续

完成了志愿者队

心理援助

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绵竹工作站

野100865耶我要爱爷减压热线冶正式启动
[供稿院危机干预中心绵竹站]

张侃所长在开通仪式上发表讲话

渊下转第 25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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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月 10日至 15日袁

在春节来临之前袁 心理所危机干

预中心和四川省团委共同组织了

野暖手暖心冶活动袁他们组织留守

在灾区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分别在

极重地震灾区绵竹尧 什邡和北川

板房安置点走访调查了 1500 户
居民袁除了问寒问暖之外袁他们还

为每户受访者赠送了一只电暖手

袋袁 并了解了灾区居民身心健康

状况尧 社会支持情况以及春节前

困难情况遥 这次活动不但向灾区

居民送上了温暖袁 还获得了灾后

八个月在春节前灾区居民身心状

况的调查数据袁 具有良好的社会

效益和科研价值遥

野暖手暖心冶 活动的调查发

现袁北川受灾居民身心状况较差袁

抑郁水平较高袁因此袁继野暖手暖

心冶活动之后袁心理研究所危机干

预中心决定在春节期间对北川安

置点居民开展一系列野暖春北川冶

心理健康促进活动遥

1月 25日至 26日袁 心理所

所长助理刘正奎代表所务会赴灾

区指导工作袁 他们在绵阳高新区

永兴镇北川曲山镇板房安置点举

办了野暖春北川冶系列节日活动袁

这一系列活动为板房区群众带来

暖暖春意和节日的喜庆氛围袁扫

除了地震留下的心理阴影袁 使板

房区的居民度过了灾后第一个祥

和欢乐的春节遥

1 月 25 日下午 2 点 28 分袁

野暖春北川冶系列活动在心理所志

愿者向北川人民集体拜年的问候

声中拉开序幕遥

首先开始的是 野猜灯谜冶活

动袁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踊跃参

与竞猜袁 并在欢快的笑声中拿到

了各式各样的奖品袁 来自全国各

地小朋友的爱心卡也随着奖品发

心理援助

野暖手暖心冶尧野暖春北川冶活动纪实
[撰稿院危机干预中心 祝卓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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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了孩子们手中遥 后面的活动

更具心理内涵袁在野踩气球冶活动

中袁孩子们把抑郁尧害怕尧恐惧等

负性情绪写在气球上袁 然后用力

踩破袁把负性情绪留在了旧岁袁把

欢乐留给了新年遥在接下来的野放

飞祝福冶活动中袁孩子们把内心的

祝福写在贺卡上面袁 然后系在气

球上放飞袁 几百只七彩气球带着

孩子们对新年美好的祝福一起飞

向高空袁 把板房区上空妆点出浓

浓的节日氛围袁 掀起了活动的高

潮遥在野爱心传递冶活动中袁近百位

志愿参加活动的野爱心小天使冶获

得了央视青少频道

鞠萍姐姐尧 董浩叔

叔等著名主持人的

亲笔签名贺卡袁并

每人领取十张空白

贺卡袁 他们将自己

的祝福写在卡上袁

在初一一大早将自

己的诚挚祝福和美

好愿望与写在卡

上袁 并以各种有创

意的方式分送给自

己的亲朋好友袁并

请亲友在主持人贺

卡上写上自己的祝

福遥最后袁人们踊跃参与了抽奖活

动遥

晚上 6点袁心理所的志愿者

又邀请板房区居民在烟火燃放

区燃放了各类冷烟花袁人们在灿

烂的烟花中感受到浓浓的节日

氛围遥

1月 26日下午 3点袁孩子围

聚在一起袁 对早上送卡拜年活动

进行了回顾与分享遥然后野暖春北

川冶 组织群众和孩子展开了猜谜

活动尧游戏活动尧绘画比赛尧拼图

比赛等系列活动袁 老老少少齐参

与袁活动场所热闹异常遥有十位孩

子还在画布上共同完成了 野过年

了浴 冶主题绘画袁描绘了他们心中

幸福美好的春节画面遥

自 5.12地震以后袁心理所所

长张侃教授提出灾区的心理援助

要持续 20年袁他们目前已经制定

出 10年的心理援助规划遥心理所

自 5 月 15日派出第一批心理援
助专家之后袁 共在地震灾区建立

了七个心理援助站袁 一条心理减

压热线袁十个心理辅导室渊北川有

4个冤袁并培养了近百名当地心理

辅导教师队伍袁 持续有效地开展

了大量心理援助工作遥 野暖手暖

心冶尧野暖春北川冶活动是心理所危

机干预中心于春节期间在地震灾

区开展心理援助工作的一部分袁

这次活动得到了上海增爱基金会

的大力支持遥

此次活动得到了中央电视

台尧新华社尧绵阳电视台尧北川电

视台尧新京报尧竞报尧山东商报等

多家媒体的关注和宣传袁 暖春北

川活动增强了灾区人民节日期间

的欢乐氛围袁 也将北川人民的乐

观和坚强展现在全国人民的面

前袁 使全国人民对灾区的情况和

中科院心理所开展心理援助的效

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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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12月 21日袁 入冬以

来最冷的一天遥罗非研究员和李佳

音博士二人赶赴四川德阳视察并

指导司法警官学院工作站工作袁并

于第二天在警校心理咨询中心宗

焱主任的陪同下来到东汽中学板

房对部分高二和高三的学生及教

师开展讲座遥

讲座围绕如何 野重建人生袁

重塑心灵冶展开袁罗非研究员从

学生最关注最愿意互动的话题

讲起袁比如袁安全尧生命尧信仰尧生

态等等袁把大脑可塑的理论深入

浅出地贯穿于其中袁最后引发大

家关于何为幸福人生的讨论遥

重建人生袁重塑心灵
要要要罗非研究员在东汽中学作讲座

[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王玮]

为表彰先进尧 宣传典型袁 深化
野树典型窑学榜样窑赶先进冶 主题活
动袁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部尧中央
国家机关团工委和中央国家机关青

年联合会联合开展了第八届 野中央
国家机关十大优秀渊杰出冤青年冶评
选活动袁经过层层选拔和严格评审袁
2008年 12月 16日袁中央国家机关

团工委和中央国家机关青年

联合会发布了关于印发 叶关
于表彰第八届中央国家机关

优秀渊杰出冤青年尧先进青年
集体的决定曳的通知渊国工办
发也2008页63 号冤袁我所危机
干预中心副主任史占彪同志

被授予第八届 野中央国家机
关优秀青年冶称号遥

在抗震救灾期间袁 史占彪同志
曾先后十余次赶赴四川袁长期扎根在
北川灾区工作袁 截止到 2008年 11
月 12日为止袁抗震救灾 6个月袁共在
四川灾区工作达 140多天遥 先后开
展心理辅导 430余人次袁10余次疏
导当地干群矛盾袁6次干预救助有自

杀危险的灾区群众袁组织培训当地基
层干部 700余名袁 中小学教师 400
余名袁心理援助志愿者 300余名袁其
工作范围直接受益群众近 9000余
名遥 史占彪同志在心理援助期间袁参
与编写叶灾后亲子心理自助手册曳尧叶灾
后大众心理自助手册曳尧叶灾后救助者
心理自助手册曳袁并且作为主要作者之
一袁在 7天内编写了叶灾后心理援助一
百问曳袁引起了社会热烈反响遥

史占彪同志 2008年 6月获得
中科院心理所科技救灾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袁以及中国科学院京区野创新
为民尧 科技救灾冶 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袁2008年 9月获得中国科协抗震
救灾野先进个人冶等荣誉称号遥

心理所史占彪同志被授予第八届

野中央国家机关优秀青年冶称号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顾敏]

心理援助

史占彪同志渊左五冤与灾区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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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汶川大地震以来袁 北川灾

区人民经历着艰苦的心灵磨难袁9
月份又遭遇泥石流灾害袁 而余震

时有发生袁 因此灾区人民的内心

始终没有安全感遥 在这种情况

下袁心理援助绵阳工作站尧河北

进德公益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尧北

川教师进修校三方联手对北川

教育系统内 38所中小学开展有
计划尧系统的野心灵之旅冶

巡回辅导培训活动遥

从 11 月 14 日-12 月
17 日袁史占彪站长尧付春

胜副站长带领志愿者克服

了人员少尧交通不便尧道路

险阻等种种困难袁 对北川县教育

系统 35 所中小学师生开展了心
理辅导工作遥 此次活动中接受辅

导的教师占北川教师群体的

87% 曰 直接受益学生群体约

12000耀13000人袁 通过对教师的

培训袁 间接受益学生达到 18000
人袁占全县学生的 90%遥 心灵之

旅活动所到之处袁 均受到学校师

生的热烈欢迎和好评遥

通过此次野心灵之旅冶的大型

活动袁我们将心理健康知识尧灾后

心理康复知识尧 团体辅导知识送

及北川大部分学校袁 使北川的中

小学师生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

中袁能够自主尧自立地进行心理健

康教育袁 从而逐步减轻地震给灾

区广大师生的心理带来的影响遥

心理所为北川中小学师生开展

野心灵之旅冶巡回活动
[撰稿院危机干预中心绵阳站 刘琰 史占彪]

心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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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副

主任史占彪博士受日本专家邀请袁

前往日本兵库县神户市参加了为

期 4天的野日本灾难后危机干预学

术研讨会暨心理援助技术培训冶遥

此次培训由日本临床心理学会和

日本临床心理士协会主办袁兵库教

育大学承办袁兵库教育大学心理健

康教育系主任富永良喜教授主持遥

此次讲座凝聚了日本几乎所

有知名危机干预专家袁包括东京大

学袁兵库教育大学尧立正大学尧静冈

大学袁广岛大学袁兵库创伤应激研

究所尧室蘭工业大学尧神户两个心

理咨询研究所的专家袁内容涉及创

伤理论尧志愿者督导尧儿童心理健

康课尧危机干预技术等遥 会议研讨

了日本专家在神户各地以及斯里

兰卡尧印度及四川等地的心理援助

经验袁 并针对性地为近 50名准备

参加灾难后心理援助工作的临床

心理专家和心理咨询师进行了系

统培训遥

会上袁史占彪博士作了野四川

震后心理援助的模式尧 策略与技

术冶的报告遥 他重点介绍了四川灾

情和群众的身心状况尧心理学界和

心理所开展的工作尧心理所心理援

助的战略战术及面临的资金尧人才

等方面的问题及对策遥日本专家对

中国同行尤其是心理所的心理援

助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袁认为在这

么短的时间内袁心理所能取得如此

的广度和深度袁能探讨如此多样的

心理援助模式袁没有良好的心理学

研究根基袁很难做到这一点遥 他们

对于我所提到的战略战术也非常

感兴趣袁并反思了日本的心理援助

重战略轻战术的现状遥 经过研讨袁

大家一致认为袁解决资金问题和人

才问题的突破口就是培养当地心

理专家袁发展和壮大当地的心理援

助队伍遥

会后袁富永教授专题组织了核心

骨干参与 野四川心理援助专题研讨

会冶袁针对以下四个问题进行研讨院

1尧由日本 JICA 组织渊外务省

国际协力机构冤重点资助袁将协助

中国同行培训四川本地基层工作

人员遥据悉袁2月 21日原27日袁日本

JICA将组团考察四川袁 落实年度

培训计划袁由全国妇联接洽曰

2尧总结神户 14年心理援助经
验袁协助四川规划中长期心理援助

思路曰

3尧 加强专家互访尧 研究生互

访袁 开展高层学术交流和合作研

究袁联合申请项目曰

4尧 考虑联合创建中日危机干
预研究中心遥

心理援助

心理所专家赴日参加灾后危机干预学术研讨会
[供稿院危机干预中心]

左三为史占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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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袁更
好得在服务中体现野以人为本冶的
理念袁 心理所北川中学工作站积
极调动社会资源袁 切实帮扶困难
教师度过今冬难关遥
北川中学工作站长期与北川

中学师生共同生活袁 对部分困难
教师的生活处境和基本需求有着

更深入的了解遥 为帮助该困难群
体办些实事袁 让其过一个祥和温
暖的春节袁 龙迪站长联系香港青
年发展基金会募集资金袁 为北川
中学 214名教职员工每人送去一
件过冬羽绒服遥 为了最大程度的
得让教职员工受益袁 我们本着让
教师野穿得合身尧穿得出去冶的原
则袁 实地收集了每位教职员工的
身高尧体重尧腰围等数据袁还询问
了男女教师对服式尧颜色的喜好袁
实现了为每一件羽绒服都是为每

一个人量身打造袁让受助者野身上
暖和袁心里舒心冶遥
对于核心家庭受损的教职员

工袁龙迪站长为其募集到近 40000
元款项遥在物资发放中袁我们采取
了更为人性化的服务袁 以户为单
位袁每户报销 600元袁让其自行选
择最需要的过冬物资遥 这种自主
选择的帮扶方式袁 即尊重了受助
者的人格尧 又让受助者感到亲身

参与的快乐袁 让受助教师大为感
动遥
元旦期间心理所向北川中学

全体教职员工捐赠了极富心理意

义的日历袁 能有效提示各位老师
热爱生活袁活在当下遥
工作站经过调研袁 发现临近

期末师生普遍感觉压力较大袁情
绪不稳遥 为此特联系成都志愿者
协会袁 向北川中学师生捐赠 440
支价值 44000 元从英国进口的
野玫瑰精油冶袁帮助师生消除疲劳尧
缓解焦虑袁稳定情绪袁更好地投入
工作尧学习当中遥
工作站志愿者李关党联系台

湾野国立冶教育大学赖念华教授和
台北心理专家黄龙杰向北川中学

两名遇难教师家属王兴菊尧 董莉
各捐助人民币 1000元遥 由于王尧
董二人不是北川中学在岗教师袁
不能享受国家的相关保障政策袁
因此实际生活相当困难遥 正是我
工作站细心观察尧了解袁让最需要
帮助的边缘人群得到了及时的帮

助遥
与此同时袁 龙迪站长还以个

人名义分别向 3个北川中学生活
困难的丧子教师家庭捐款袁 帮助
其度过当下难关袁 鼓励其重建完
整的家庭袁享受天伦之乐遥

心理援助

捐助院调动社会资源的心理援助效果
[撰稿院北川中学工作站]

工作站清点捐赠物资

受助教师领取过冬物资现场

受助教师报销单据及寄给捐赠方的新春祝福

北川中学签收捐赠物资仪式

捐赠至北川中学的玫瑰花精油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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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ineprint.com.cn


2009年 2月渊总第 162期冤

合作与交流

2009年 1月 5日袁 为配合我
所申请 200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袁提高在管理学科领域的中
标率袁科研业务处特邀请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三处

杨列勋处长渊负责宏观管理与政策
学科袁应急研究项目方面的学术管
理冤来我所就申请管理科学领域基
金项目的相关问题作专题讲座遥

杨处长就宏观管理与政策学

科发展概况袁 该领域申请书选题尧
撰写袁以及重大计划的申请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遥杨处长特

别指出袁本领域在所有学科中资助
率最低袁去年只达到 9%袁这意味着
只有该领域中最拔尖的项目才能

获得资助遥 针对这种情况袁他总结
了该领域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袁从
而提高申请基金的命中率遥这些问
题包括院渊1冤为方法论而方法论袁片
面追求方法袁迷失了研究的本来目
的曰渊2冤 研究选题和研究内容与实
际问题还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袁构
建的模型经不起实际的推敲或对

模型没有实证袁缺少潜在的应用前
景曰渊3冤混淆重要问题尧重要管理问

题和重要管理研究问题袁将重要的
国计民生问题直接等同于管理学

的研究问题袁将管理工作和管理研
究混为一谈遥 此外袁杨处长还重点
介绍了野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研究冶 重大研究计划的立项和启
动遥
讲座结束后袁在场人员还针对

如何提高基金申请的中标率袁以及
如何参与本年度管理科学部重大

科研计划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询问袁
杨处长一一做出了耐心解答遥整个
会场气氛融洽袁讨论热烈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杨列勋处长

莅临我所指导工作
[撰稿院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 郑蕊]

受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科研奖

金项目的支持袁美国杜克大学医学

院的姜永辉助理教授于 2009年 2
月 9日来到中科院心理所行为遗传
学中心进行学术交流袁 做了题为

野Epimutations in Growth Retarda鄄
tion and Overgrowth -Beckwith -
Wiedemann and Russell-Silver Syn鄄
dromes冶的报告袁并系统介绍了国际

上表观遗传学研究领域的最新进

展遥 姜博士还就双方正在开展的孤

独症易感性的遗传和表观遗传合作

研究进行了指导袁对该项目

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

决方案袁拟定了下一阶段的

研究计划袁并对行为遗传学

中心目前从事的研究方向

及研究生培养工作提出了

建设性的意见遥 通过此次

交流进一步拓宽了双方合

作研究的领域袁进一步凝练了行为

遗传学中心的研究方向遥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姜永辉博士来心理所进行学术交流
[撰稿院行为遗传中心 滕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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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7日袁应心理健康院重

点实验室罗劲研究员的邀请袁美国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的心理
学系高级研究心理学家袁北京工业

大学国际 WIC 研究院特聘教授尧

博导要要要秦裕林教授来心理所进

行了学术报告遥

秦裕林教

授报告的题目

为 An Introduc鄄
tion to ACT-R袁
a computational
cognitive archi鄄
tecture遥 秦教授
较全面地介绍

ACT-R 的基本
思路袁 包括用

ACT-R模型预报 fMRI BOLD效应
的方法等遥 精彩的讲座吸引了 40
多名师生袁报告后大家与秦教授就

该理论的建构和应用进行了热烈

的交流和讨论袁很多师生表示深受

启发遥

ACT -R 是由美国科学院院

士 袁 美国科学院心理学 section
2001原2004 主席袁卡内基.梅隆大学
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大学教授

John Anderson 领导开发的计算认
知体系结构模型遥 ACT-R 既是一
个认知心理学的综合理论袁又是开

发认知计算模型的软件平台袁因而

在理论和工业尧国防尧教育等广泛

领域都有着重要应用遥

秦裕林教授的研究方向为认

知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袁重点在

于认知体系结构的计算模型遥其研

究成果涉及到科学发现的认知过

程尧心理表像与问题求解尧认知过

程的神经基础遥 曾与赫伯特.西蒙尧

John Anderson共同发表论文多篇遥

论文被 SCI引用超过 900次遥

美国卡内基窑梅隆大学秦裕林教授
应邀来心理所做学术报告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赵业粉]

合作与交流

秦裕林教授作报告

报告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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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俊教授作报告

12月 19日袁应心理健康院重

点实验室罗劲研究员的邀请袁浙江

师范大学心理系主任任俊教授来

心理所做学术报告遥任俊教授目前

主要致力于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

究袁他报告的题目是院情绪变化中

的最近发展区理论遥

在报告中袁任俊教授重点讲述

了情绪的四个 4 个区域要要要ZPF
(zone of primal fettle)尧ZSD (zone of

self defense)尧
ZOH (zone of
outer help)和
ZBE 渊zone of
breakdown in
emotion冤遥ZPF
是遗传获得

的情绪状态袁

在人的一生

中变化很小

或根本不发生改变袁它是人类在进

化过程中为了获得生存尧依据自然

选择原则而保留下来的曰ZSD是具
有自我防御机制作用的情绪状态袁

可通过自我调整得以恢复曰ZOH是
指需要外界帮助的情绪状态袁是一

个人所能忍受的最大情绪刺激范

围袁情绪处于此种状态后不能心理

自愈袁需借助外力来恢复情绪的稳

定状态曰ZBE 是指情绪崩溃状态袁

个体如果处于这个状态会耗尽心

理资源袁从而处于自我混乱状态遥

任俊教授认为袁情绪发展存在

一个 ZPD 渊zone of proximal devel鄄
opment冤袁也就是说袁个体在受到外

在影响而出现情绪问题(Emotional
trauma)时袁他所能接受的外在影响

应该具有一个特定范围渊度冤袁只有

处于这个范围的情绪才能真正对

个体产生影响作用遥他讨论了超越

性救助渊exceeding help冤尧过度性救
助渊ultra-help冤尧钢化效应渊steeling
effects冤和敏化效应渊sensitizing ef鄄
fects冤等现象遥

情绪变化中的最近发展区理

论对自我情绪调节尧 心理咨询尧心

理援助等都有很大启发意义遥大家

就该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袁尤其是在

震后心理救援中的应用袁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和交流遥

浙江师范大学任俊教授来所做学术报告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赵业粉]

合作与交流

学术交流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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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聘正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情况介绍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周 莹]

队伍建设

2008年 12月袁我所开展了正高专业技术岗位提聘工作遥 经自由申请尧资格审查和书面尧答辩评审袁

并经所务会研究袁孙向红尧王文忠和朱莉琪 3位博士被聘为研究员袁邱炳武博士被聘为编审遥现将四位新

提聘同志的情况简要介绍如下院

袁女袁1968年 6月出生遥 2001年获得中科院心理所
理学博士学位袁1989年 7月至 1994年 8月任北京气象局工程师袁

1996年至 2005年任我所助理研究员袁2005年 2月聘为副研究员遥

2002年和 2003年分别在英国 Coventry University袁VIDe研究中心袁

美国 Honeywell实验室作访问学者遥 从事工程心理学研究遥 曾先后

参与叶飞行能力综合测量评价系统曳的研制和 921工程中 野航天员

选拔心理会谈的方法与评价标准的研究冶袁 获得 1999年度和 2001
年度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遥 近年来在驾驶安全领域袁结合心理负荷

的生理指标和次要任务指标袁建立了驾驶行为监测系统袁探讨心理

负荷与情境意识在不同驾驶任务难度条件下的变化规律袁其研究结果不仅揭示言语交流对驾驶行为

的影响袁还可以用于智能驾驶界面的设计袁如多模态导航界面的设计等遥 在飞行安全领域参与了两项

国家基金委关于空间认知与飞行员情境意识方面的面上项目研究遥 在消防安全领域承担国务院应急

办尧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尧和美国 Honeywell Lab多项关于告警标识设计尧辅助决策系统的界面设计

等研究遥迄今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 12篇袁其中在 SCI/SSCI/EI收录刊物上发表第一作者
文章 3篇袁获专利 1项袁软件著作权 3项遥

未来的研究将在公共安全领域袁主要在驾驶行为研究尧疏散和逃生行为研究袁以及空港安检效率

研究尧航空航天领域开展曰尝试结合数学建模尧计算机模拟仿真等方法袁为国家工业增长和国防科技

进步服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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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女袁1969年 6月出生遥于 1998年获得中科院心理所
理学博士学位袁同年起任心理所助理研究员袁2000年 5月被聘为副研
究员袁2007年 1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遥现担任心理所发展与教育心理

研究室副主任袁 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袁叶心理科

学进展曳杂志编委袁全国实验经济学与博弈论研究会理事袁国际行为

发展研究会(ISSBD)执委遥主要从事发展心理学领域研究遥迄今在国内

外重要学术刊物渊包括叶Cognition曳和叶psychological Science曳等本领域
Top Journal以及其它 SSCI和 CSCD索引刊物冤 上发表文章 40余篇袁

其中以第一作者在 SSCI收录刊物上发表文章 4篇遥 目前已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尧美国密西根大学合作项目尧德国马普学会人来发展研

究所合作项目尧香港中文大学合作项目尧教育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项目等多项研究项目遥 研究工

作得到国际同行认可袁应邀在 2008年国际心理学大会渊ICP2008冤做时长一小时的特邀发言遥

未来将继续开展儿童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展的跨文化研究袁包括婴儿早期词汇获得的研究袁儿童科

学概念发展的研究袁儿童决策行为的研究袁以及儿童社会性行为发展的研究等遥

袁男袁1968年 9月出生遥于 1997年获得中科院心理所
理学博士学位袁1997年 10月任我所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室副研究
员遥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担任心理所心理援助灾区工作队队长尧

临时党支部书记袁6月 9日起至今任危机干预中心渊成都冤主任遥 主要

从事四川灾区心理援助的相关服务于研究工作遥 近 5年来在国内外
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 8篇袁其中发表第一作者文章 6篇袁参与或

主编著作 2本袁向政府部门上报意见与建议 7条袁其中被中办或国办

采用 3条遥 获部级一等奖 1项遥 目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尧科技

部 863渊重大冤所发展基金尧横向课题研究等 8项研究项目遥

重大自然灾害后的心理援助尧心理危机干预与生命营救尧物质

救援都是救援行动的关键部分遥 灾后的家园重建较易实现袁而心理重建很难袁对人们恢复正常生产生

活的影响更大袁持续时间也更长遥 因此王文忠博士和他的团队在未来几年袁将开展重大自然灾害对人

的心理健康及社会支持系统破坏的研究袁 探索枢纽人群在重大自然灾害中的心理变化规律及康复技

术尧以社区为核心的社会支持系统恢复的理论及工作模式尧外来援助人员与受灾人群的互动规律等

方面的研究袁为重大灾害事件后心理健康工作提供经验总结和理论指导袁建立以社会心理干预尧群体

心理援助和心理健康促进为主危机干预模式袁探索中国灾害发生及危机出现时针对大人群的干预理

论和工作手段遥

队伍建设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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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学事业发展和人才

队伍建设的需要袁心理所于近期

开展了科技和支撑岗位系列副

高及以下岗位和管理岗位提聘

工作遥

在对照各类岗位的任职条

件袁对应聘者的资格进行仔细审

查后袁1 月 8 日全天袁 心理所召

开了科研尧管理和支撑岗位的提

聘答辩评审会议袁对通过资格审

查的 13位跨级提聘申请者进行
了答辩评审袁对通过资格审查的

14 位级内提聘申请者进行了书
面评议遥 评审结果已上报所务

会遥

此次提聘工作对心理所未来

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将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遥

心理所开展 2009年度副高及以下
岗位提聘工作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周智红]

张建新副所长主持提聘答辩会 陈晶做答辩报告 王浭峻做答辩报告

队伍建设

袁男袁1967年 10月出生遥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本科
毕业袁1995年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硕士毕业袁1998年获得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理学博士学位遥 1998年 8月至今在叶心理学报曳和叶心理科

学进展曳编辑部工作袁迄今编辑出版期刊 130余期遥 现任两刊编辑部主任袁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理事遥

作为两刊编辑部的负责人袁为了保持叶心理学报曳和叶心理科学进展曳

在国内心理学期刊中的领先地位袁邱炳武博士在继承传统审稿制度的基

础上袁积极探索新的审稿形式袁如编委会匿名终审袁编委会分组讨论袁制

定审稿指南等遥 2005年袁编辑部率先引进稿件处理系统袁实现了投稿尧审

稿尧编辑的网络化袁并建立网站渊http://journal.psych.ac.cn冤袁实现发表论文
的野Open Access冶遥2002年袁邱炳武博士组织国内 8个心理学期刊编辑部编写了叶心理学论文写作规范曳袁对

规范国内的心理学论文写作有着指导意义遥 邱炳武博士除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外袁还参与中国心理学

会的许多编辑工作遥 未来几年的工作重点是提高叶心理学报曳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遥

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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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之窗

1月 22日袁 京区党委举办了
党建尧纪检工作交流会暨评选野党
建工作创新奖冶活动遥 北京分院党
组常务副书记尧京区党委常务副书
记项国英袁 北京分院党组副书记尧
京区党委副书记杨建国和隋红建

出席会议并讲话袁京区党委机关有
关部门的处长尧 组织员及京区 50
多个基层党委负责党务和纪检的

同志参加了会议遥
野党建工作创新奖冶 由中科院

京区党委举办袁是对京区各单位党
建工作的年度综合考评袁评选活动
从 2001年开始袁至今已经七年遥会

上袁 近 20个院属单位代表作了工
作交流遥 通过投票评选袁京区党委
综合评定袁我所凭借一年来扎实的
党建工作袁 从参评单位中脱颖而
出袁 继去年以来袁 再次荣获京区
2008年野党建工作创新冶二等奖遥
本次获奖袁 是对所党委 2008

年度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鼓

励袁同时又是一种鞭策遥在今
后的工作中袁 我们要继续深
入推进科学发展观实践活

动袁 继续以改革创新的精神
面貌尧思想作风尧工作方法加
强和改进党建工作袁 继续围

绕创新尧服务创新尧促进创新袁着力
改进活动方式尧管理方式袁努力促
进和谐研究所的建设袁为建设改革
创新和谐奋进的心理所提供可靠

保证遥 在此袁我们对一年来一直支
持党委工作的全所同志和广大党

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浴

心理所荣获中科院渊京区冤2008年野党建工作创新冶二等奖
[撰稿院党办 詹环蓉]

日前袁2008 年度中国科学院
京区文明单位评选结果揭晓袁心理
所荣获 野2008年度中国科学院京
区文明单位冶称号袁这是自 2000年
以来我所首次获此殊荣遥

2008年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
展规划和知识创新工程三期的重

要年遥 在院党组尧北京分院党组和
京区党委的领导下袁心理所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袁把紧密

围绕知识创新工程袁 营造不断进
取尧奋发有为的文化氛围作为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袁深入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袁 弘扬奥运精

神袁结合研究所工作实际袁不断探
索新形式袁组织开展了野迎奥运尧讲

文明尧 树新风冶尧野文明创新团队冶尧
野文明服务窗口冶和野文明标兵冶评

选尧野年度十件大事冶评选等一系列

活动袁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

新的突出成绩遥
此次荣获野2008年度中国科学

院京区文明单位冶称号袁既是对心理

所前一阶段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充

分肯定袁 更是对我们的巨大鼓舞遥
2009年袁心理所人必将在所领导班

子的带领下以更大的热情尧 更高的
标准投入到精神文明建设中袁 使全

所的精神文明建设更上一层楼遥

心理所荣获野2008年度中国科学院
京区文明单位冶荣誉称号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詹环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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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 2008 北京奥运
会尧 残奥会载入了奥运会史册袁她

圆了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袁提高了

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集力袁深化

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步伐袁真正做

到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遥在奥运

安全工作中袁我所荣获北京分院颁

发的野平安奥运先进单位冶尧中共朝

阳区奥运村地区工委颁发的野奥运

村地区奥运会尧 残奥会集体金奖冶

及北京市公安局给李苏炜同志荣

立个人三等功并颁发奖章和证书遥

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袁我所在

院和所领导的正确领导下袁加大了

安保工作的力度袁在这种

特定情况下袁建立和完善

了各项安全管理制度遥我

所根据叶中国科学院开展

野平安奥运行动冶 工作方

案曳要求袁在所党政领导

班子的统一领导下袁成立

了以李安林副书记为组

长的心理所野平安奥运行动冶指挥

协调工作领导小组袁制定了叶心理

所野平安奥运行动冶工作方案曳袁把

维护内部稳定尧保障奥运安全作为

最重要尧最紧迫任务来抓袁逐级明

确职责任务袁全方位多角度地落实

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袁大力提升全所

防控能力袁全力维护工作尧科研秩

序袁确保了心理所的安全稳定遥

我所地处奥运管制区袁办公楼

北面与奥运村仅隔一条马路遥奥组

委安保指挥部奥组委安保指挥部

分指挥部设在我所遥 在开幕式尧闭

幕式和每次彩排时都有大量的车

辆和人员到所遥我所保安给予积极

的配合袁工作合作的相当默契遥

在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同志

们的亲临指导下袁为了保证奥运会

的安全袁 我所做了严格的规定院控

制六楼制高点袁 实行安全责任制袁

贯彻科技高效的管理理念袁建立严

格门禁尧中控尧红外对射等高科技手

段制度袁 并同国安局和朝阳分局治

安支队一起对我所的无线探头尧毒

品尧爆炸物品进行了清理和整顿遥

我所安全保卫工作负责人李

苏炜同志带病坚持工作袁一直坚守

岗位袁在酷暑炎热的夏天袁不分昼

夜地工作袁带领保安尧检查制度的

落实袁处理和解决因管理制度严格

给大家造成的不便尧个别人不执行

规定而产生的矛盾等问题曰热情接

待来所备勤的安保指挥部的同志

们袁 积极主动地配合文保处的工

作袁圆满地完成了我所的奥运安保

任务遥

心理所平安奥运工作荣获多项表彰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顾敏]

佩带三等功奖章的李苏炜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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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9日袁 心理所工会组

织举办了 野喜迎新春职工联欢会

迎新春联欢会冶袁四位所领导与全

体职工欢聚一堂袁喜辞旧岁尧笑迎

新年袁高文斌尧周莹主持联欢会遥

张侃所长在新春致辞中指

出袁2008年是我所大喜大悲的一
年遥喜的是我们顺利通过了院 2+
3升档评估袁有了新的发展起点曰

今年我所 SCI/SSCI/EI 论文发表
渊含已接收冤 数量同比增长率为

35%袁高影响因子的论文渊SCI 影
响因子为 5.0以上冤同比增长率为

100%曰 科研项目开发和国家建议

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升袁 取得

了全院政务信息排名第 8的好成
绩袁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袁全所职工

的收入也有所

提高遥 这一切袁

无不显示了我

所的发展已经

上了一个新的

台阶遥 悲的是我

们痛失了最敬

爱的荆老师袁这

是我所乃至心

理学界的一大损失遥 心理所能够

发展到今天袁 是很多年的艰苦努

力换来的遥 明年袁 我们要再接再

厉袁使心理所各项事业

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袁以

野创新发展冶为核心袁进

一步打造心理学完整

价值链遥 接下来袁傅小

兰副所长尧张建新副所

长尧李安林副所长分别

就 2008 年我所取得的
重大科研成就尧我所职

工福祉的增加尧心理所

呈现出的良好发展态

势发表了讲话遥

联欢会在野新人亮

相冶中拉开了序幕遥 今

年新入所的 25位职工纷纷走上
前台袁 向大家简要地介绍自己遥

紧接着全所职工纷纷登台亮相袁

参与了野找朋友冶尧踩气球尧猜谜

语等丰富多彩的游戏遥 趣味盎然

的互动游戏 叶一个比画一个猜曳

考验了职工之间的默契程度袁引

得全场一阵阵笑声遥

幽默的主持尧精彩的表演尧热

烈的掌声尧 欢快的笑声将联欢会

野携手共进尧科学发展冶的主题体

现得淋漓尽致遥

心理所举办“喜迎新春职工联欢会”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顾敏]

所长寄语

一个比画一个猜

猜谜语

党群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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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领导与全体老同志合影

所领导敬酒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袁 为了

表示所领导对离退休老同志的关

怀与问候袁12月 26日袁 心理所离

退休干部春节团拜会在热烈欢快

的气氛中举行遥四位所领导出席团

拜会并发表讲话遥

张侃所长向各位老同志拜年

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遥 他指

出袁2008年我所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袁 特别是抗震救灾工作以来袁我

所持续有效地开展心理援助工作袁

向党中央尧 国务院递交政府建议袁

提升了心理学和心理所的显示度曰

傅小兰副所长向老同志介绍了我

所今年的论文发表等科研成果的

产出情况曰张建新副所长在讲话中

指出袁心理所今天所取得的成绩是

与老干部尧老领导为心理所的发展

打下的坚实基础密不可分的袁我们

要继续坚持科学地发展袁使我所的

各项事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曰李安

林副书记重点强调了我所今年在

各项工作上迈上了三个大的台

阶要要要今年我所顺

利通过了院 2+3 升
档评估袁 通过在 512
大地震中我所持续

开展的心理援助工

作袁我所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影响力袁科研

竞争力也显著增强遥

参加团拜会的 40 多位老同
志欢聚一堂袁共叙友情袁笑声尧祝福

声溢满大厅遥老同志对所领导的关

心表示感谢袁对研究所的变化感到

欣慰袁对研究所的未来表示了良好

的祝愿遥心理所离退休干部工作负

责人李苏炜主持团拜会遥

心理所举办离退休干部新春团拜会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顾敏]

党群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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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至 19 日袁 春节前

夕袁心理所领导班子成员张侃尧傅

小兰尧张建新尧李安林先后看望慰

问了心理所已故老科学家的遗

属尧老领导尧老科研骨干及离退休

研究员共计 16人袁向他们致以节

日问候袁 同时还为老同志带去了

慰问品遥 心理所职能部门负责人

李苏炜尧刘浙华尧周智红分别陪同

看望遥

所领导班子代表研究所向老

同志们致以节日问候袁并介绍了

心理所 2008年科研与管理工作

情况和取得的成绩遥 所领导强

调袁心理所发展到今天袁离不开

各位老一辈心理学工作者打下

的坚实基础袁凝聚了一代又一代

科研工作者的智慧和贡献遥 所领

导向关心尧支持研究所改革创新

发展的老领导尧老专家们表示了

衷心地感谢袁也希望各位老同志

保重身体袁晚年生活幸福尧健康

长寿遥

老同志对所领导的关心和慰

问表示衷心感谢袁 对心理所新一

届领导班子上任以来的工作表示

肯定袁 并对心理所未来的科技事

业发展尧 研究所建设等提出了中

肯的建议遥 他们祝愿心理所的各

项工作进展顺利袁 不断取得新的

成绩遥

另外袁1月 21 日袁中国科学

院京区离退休老同志迎春团拜会

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袁 院党组副

书记方新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遥

按院里要求袁 我所党委副书记李

安林尧离退休负责人李苏炜尧原党

委书记李浦新尧离休干部方至尧老

科学家陈永明出席会议遥

心理所领导班子看望慰问离退休老同志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顾敏]

1月 14日袁心理健康院重点

实验室党支部举行了赵业粉同志

入党转正大会袁 会议特邀请党办

刘浙华及詹环荣同志出席遥 大会

由党支部书记王文忠主持遥

在赵业粉同志宣读入党转正

申请后袁支委郭建友同志介绍了

赵业粉同志在预备期间向组织

作的每一次思想汇报及表现袁到

会的每位党员都进行了发言和

表态袁 肯定了赵业粉同志的优

点袁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袁并对

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最后袁经

支部全体党员一致举

手通过袁同意赵业粉同

志如期转正遥

这次的新党员转

正大会也是一次党员

同志们的民主生活会

和野交心会冶袁大家开诚

布公袁畅所欲言袁气氛热烈袁针对

党员应该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踊跃发言遥

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党支部召开党员转正大会
[撰稿院心理健康党支部 杨晓燕]

党群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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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道

光 荣 榜
[撰稿院综合办]

在抗震救灾工作中袁我所领导班子获得
荣誉称号袁野赴灾区

心理援助小分队冶临时党支部荣获了

袁史占彪同志获得
称号袁张侃尧王文忠尧祝卓宏尧

龙迪 4位同志被授予
荣誉称号袁张侃尧王文忠尧祝卓宏尧龙迪尧史占彪

5位同志被评为中科院京区
优秀共产党员遥

院心理所野赴灾区心理援
助小分队冶临时党支部尧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研究
生党支部尧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研究生党支部

院心理所野心理援助行动冶
北京工作组尧继续教育中心尧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
中心

院张侃尧王文忠尧祝卓
宏尧龙迪尧史占彪尧王二平尧陈祉妍尧王菁华尧陈雪峰尧
高路尧詹环蓉尧杨志尧韩锦尧郑伦

院刘正奎尧林春尧郑希耕尧张
雨青尧任孝鹏尧王思睿尧王久菊

心理所被授予

荣誉称号

心理所荣获中科院渊京区冤2008年

心理所被授予

光荣称号

心理所荣获

心理所荣获

荣誉称号遥
院陈楚侨课题组尧罗非

课题组和翁旭初课题组

院亓晓丽
院傅小兰尧陈楚侨尧李纾尧翁旭初尧韩布

新尧孙向红尧高文斌尧王锦琰尧张雨青尧毕鸿燕尧周明
洁尧陈文锋尧瞿炜娜尧郭建友尧王亚尧史占彪尧李晓庆尧
常素华尧詹环蓉尧郭泓尧陈雪峰尧黄端尧高路尧吴志平尧
邓辉尧马俊英尧周智红尧王菁华

院人事教育处尧编辑部
院陈文锋尧冷立行尧李纾尧马俊英尧谈健

敏尧滕花景尧徐跃玲尧杨晓燕尧詹环蓉尧张兴利
院 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

心尧危机干预中心
院 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尧认

知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

院陈雪峰尧顾敏尧梁红尧刘浙
华尧任婧尧詹环蓉尧周莹尧周智红

院杨晓燕尧谈健敏
心理所荣获 曰
心理所被授予

所长助理孙向红同志荣获

光荣称号

综合办副主任李苏炜同志在平安奥运工作中

荣立

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史占彪同志被授予

光荣称号

研究生部徐跃玲同志被授予

光荣称号

财务处张家英同志荣获

综合办顾敏同志荣获

光荣称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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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5日袁北京市教委专家

组来我所举办的心理学函授大

学袁 对本学年度办学状况进行了

综合评估遥 专家组听取了学院领

导关于办学状况的汇报袁 考察了

学院的办公与教学场所袁 并认真

查阅了关于办学资质尧诚信办学尧

教学管理尧行政管理尧财务管理以

及安全等反应办学状况的各种材

料袁与院领导交换了意见遥评估结

果待市教委综合研究之后公布遥

学校董事会副董事长尧 心理所副

所长尧 副书记李安林和学院院长

刘善循尧 副院长李令

节以及学院各主要部

门负责人出席了评估

会议遥

另 外 袁12 月 12
日袁 北京市教委民办

教育处在我所渊校冤召

开了部分民办高校领导座谈会袁

就北京市民办学校关于学生退

学尧退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遥

为了提高全所科研和管理工

作的效率袁方便工作袁同时能为来

所进行交流与合作的国内外访问

者提供不间断的网络连接服务袁使

他们可以根据需要在所内任何地

点使用网络袁近日袁心理所顺利完

成科研实验楼无线局域网的部署袁

开始投入试运行遥

网络硬件平台是信息化建设

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袁心理所对此

高度重视遥为了克服传统无线网络

AP独立工作袁缺乏统一管理手段袁

漫游支持不足袁缺少有效的接入和

安全控制策略等不足袁心理所网络

中心经反复论证袁在无线网络解决

方案中选择基于无线网络控制器

和瘦 AP的新型解决方案遥 该方案

使所有设备联合在一起袁在有线局

域网络的基础上以瘦 AP为边界袁

无线控制器为核心袁实现集中配置

和统一管理遥由于无线控制有高度

的可扩展性袁可实现无线网络的不

断延伸袁 具有极高的投资保护价

值遥 网络硬件环境的不断改善袁为

科研创新和管理信息化搭建了更

好的网络交流和协同平台袁使广大

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在享受简单尧

方便尧 快捷的网络连接的同时袁充

分利用网络信息平台袁建立新型研

究环境和网格化的科学数据共享

环境袁提高研究所信息化的整体应

用水平袁实现资源的充分整合与共

享袁从而提高研究所信息化的整体

应用水平袁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

享袁提高研究所的综合实力和创新

能力遥

综合报道

北京市教委专家组对我所心理学

函授大学进行综合评估
[撰稿院函大办公室 李令节]

心理所无线网络覆盖全所
[撰稿院网络中心 冯玲]

评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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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2008年 12月 23日下午袁朝阳区
副区长阎军尧朝阳区科协副主席姚树

强一行来我所进行了参观调研遥 李安
林副所长尧科研业务处刘正奎处长与
阎军副区长进行了座谈交流遥

座谈中袁 李安林副所长向各位
客人介绍了我所的发展历史尧 概况
和科研现状袁 阎副区长对我所开展
多种多样的科普活动表示了积极的

肯定袁 对包括我所在内的中科院各

所为朝阳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袁 并表示希望通过
进一步的交流袁在院地合作尧资源共
享方面开展更多合作遥 会谈后袁阎军
副区长一行在刘正奎处长的陪同下

对野心理梦工厂冶心理学主题科普展
厅尧ERP 实验室尧 心理免疫学实验
室尧公用行为实验室进行了参观遥

2009年 1月 19日袁 北京青少年
科技俱乐部冬令营活动在中科院北郊

片园区成功举办遥 当天上午袁200多位
小营员们在生物物理所报告厅内听取

了来自生物物理所尧 遗传与发育研究
所和心理研究所的科普报告袁其中袁心
理学板块的科普报告由我所陈祉妍老

师主讲遥 这些讲座博得了孩子们的热
烈掌声袁在与专家对话的过程中袁同学
们提出了许多有趣的科学问题袁 专家
们也给予了耐心细致的解答遥

下午袁 小营员们分批参观了微生
物所尧地理所尧心理所和遗传与发育研
究所的科普教育展示平台遥在心理所袁
孩子们首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心理梦

工厂袁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袁对各个展品
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袁 并纷纷参与和
体验曰随后袁孩子们参观了 ERP实验
室和公共实验室袁 志愿者详细耐心的
讲解让孩子们获益匪浅袁 并举一反三
地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遥

活动结束后袁 带队老师和小营

员们纷纷反映收获很大袁 在中科院
里真正感受到了科研的魅力袁 了解
到了科研的过程袁 认识到了在实践
中学习科研的重要性袁 也极大激发
了同学们对科研的兴趣遥

2009年 1月 7日袁 受北京市科
学技术委员会的邀请袁我所野耶心理
梦工厂爷心理学科普展品演示中心冶
的三件科普展品参加了在北京展览

馆举办的 野2009科技促进北京新农
村建设展览冶袁展览为期 5天遥 这三
件参展的展品包括情绪传递分析演

示系统尧 心理调节生物反馈演示系

统和心理素质测评分析系统袁 都是
由我所自行开发或联合研制的遥

在展览的 5 天中袁 位于展馆内
野创造新生活冶展区的这几件展品吸
引了众多媒体和观众袁 受到了各界
人士的关注袁观众们纷纷参与体验袁
很多参展和观展的单位也表达了想

引进或进一步共同开发的意向遥

本次参展是心理学科普产品演

示中心的展品首次走出所门袁 直接
在大型展览展会中亮相袁 取得了很
好的宣传和展示作用遥 此外袁我所科
研人员主持的野留守儿童冶尧野心理和
谐冶 等科研项目也在展会上进行了
宣传和介绍袁 同样也引起了观展者
的广泛兴趣遥

朝阳区副区长阎军一行来我所参观调研
[撰稿院科研业务处 高路]

心理所三件科普展品亮相北京展览馆
[撰稿院科研业务处 高路]

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参观心理所科普基地
[撰稿院科研业务处 任婧]

所长助理刘正奎陪同参观实验室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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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ineprint.com.cn


2009年 2月渊总第 162期冤

研究生园地

12月 17日上午袁心理所研究
生会换届及第十一届研究生会成

立大会在 421会议室召开遥张建新
副所长尧李安林副书记尧研究生部
杨光炬老师及所团委书记陈雪峰

老师出席会议遥
会议首先由张建新副所长宣

布本次学生会换届选举结果遥根据
网上投票结果袁2007 级硕士生黄
河清同学当选本届研究生会主席袁
2007级硕士生杨传卫尧 孟月海同
学当选研究生会副主席遥张建新副
所长对新一届学生会的产生表示

祝贺袁希望新一届研究生会继承历
届研究生会的优秀传统袁继续在所
内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遥

随后袁吴齐元同学代表上届研
究生会作了工作总结遥上届学生会

在组织好一些常规活动的同时袁开
展了一些创新性的活动袁 对今后的
研究生会工作具有很好的启发遥 黄
河清同学代表新一届学生会发言并

介绍了本届研究生会的初步工作设

想遥之后袁所领导为上届研究生会干
部及管理助理奖励获得者颁奖遥

最后袁李安林副书记做了总结

讲话遥他从心理所发展大局的角度
对新一届研究生会的工作提出了

期望和要求袁希望新一届研究生会
围绕所里工作中心袁 服务于大局袁
承担好沟通者尧 服务者的角色袁同
时袁 要加强研究生会的班子建设袁
使研究生会真正成为服务同学们

自己的组织遥

心理所第十一届研究生会正式成立
[撰稿院研究生会 黄河清]

12月 29日下午袁心理所研究
生联欢会在二楼多功能厅成功举

行遥此次联欢会从下午 2点开始袁4
点钟结束袁期间有精彩的演唱袁
好玩的游戏袁丰厚的奖品袁有的
同学更是妙语连珠袁 引来同学
们的阵阵笑声遥 同学们热情很
高袁积极参加各种游戏袁在游戏
的过程中袁有合作也有竞争袁同

时袁每个人也都满载而归遥
29日晚袁 研究生会在理化所

东餐厅举办了包饺子活动袁 约 50

名同学参加袁 经过辛勤的劳动袁大
家都吃到了自己亲手包的饺子袁心
里真是高兴啊浴

心理所研究生新年联欢会成功举行
[撰稿院学生会 杨传卫]

联欢会开始袁主持人致辞 副所长张建新老师到场致辞 一角

第十一届研究生会名单及分工

主 席院黄河清
副主席院杨传卫尧孟月海
宣传部院张 凤

秘书处院宗纪刚
学术部院徐 力尧张 宁

外联部院耿 聪

生活部院刘 欢尧于 静

文艺部院陈 玮

体育部院黄梓芮尧张子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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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视野下的心理所
要要要近期媒体对我所的报道

[撰稿院任婧 顾敏]

媒体扫描

人民日报 2009年 2月 2日院野四肢发达头脑
简单冶无根据
长期以来袁社会上一直有运动员野四肢发达尧头

脑简单冶的说法遥中科院心理所魏高霞尧罗劲等人最
近完成的一项研究成果彻底颠覆了这一观点院多年
的技能训练使运动员的大脑更为复杂袁其双侧丘脑
和左侧运动前匹的灰质密度明显高于普通人遥

四川新闻网 2009年 1月 20日院灾区心理援助为
何至少要做 20年
来 源 院http院//scnews.newssc.org/system/2009/01/20/

011486669.shtml
汶川大地震后袁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尧中国心理学

会理事长张侃代表中国心理学界表示袁汶川大地震灾
害深重袁影响深远袁灾区心理援助至少应该 20年遥

科学时报 2009年 1月 15日院 专家学者话

健康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称院野5窑
12冶汶川大地震是 2008年最重大的事件袁这次

地震中的心理援助更是中国心理发展史上空

前的大事件遥

进入新的一年袁对灾区的心理服务将上升

到更高的水平遥 可以预见袁很多与此相关的工

作会得到各个方面的重视遥对灾区的心理服务

将更加有组织并正式纳入整个重建工作曰更多

的心理援助站将建立起来曰需要更多的当地人

员经过培训成为心理服务的生力军曰需要社会

各界对灾区的心理服务给以更多的支持和资

助曰针对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袁采取更多的心

理服务行动等遥

2009年将是对灾区的心理服务非常重要
的一年遥 这一年的工作做好了袁就能为未来 20
年的心理服务打下好的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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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网站渊2008年 12月 22日要要要2009年 2月 20日冤

栏目 发表时间 内容

2009年 2月 3日 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09年应届毕业生招聘启事曳

2009年 2月 2日 叶心理所召开 2009年度战略研讨会曳

2009年 1月 19日 叶心理所召开 2008年度学术年会曳

野要闻冶 2009年 2月 4日 叶图片故事院暖春北川曳

2009年 2月 6日 叶心理所提出一种脑功能研究新方法曳

2009年 1月 20日 叶心理所发现时间折扣神经机制新证据曳

20009年 1月 7日 叶心理所发现运动员丘脑和运动皮层灰质密度显著高于一般人曳

20009年 1月 12日 叶中国科学院 2009年度工作会议在京开幕曳

2009年 1月 8日 叶心理所所长张侃赴川考察心理援助工作曳

2009年 2月 9日 叶心理所发现健康人群大脑中野被看穿冶的特定脑电激活模式曳

野一线报道冶

2008年 12月 24日 叶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绵竹工作站野100865耶我要爱爷减压热线冶正式启动曳

野科研成果/科
研动态冶

2009年 2月 18日 叶心理所专家发现中国人接收和传达概率信息的特征曳

2009年 2月 17日 叶心理所证实小鼠可以产生两种不同类型的安慰剂镇痛效应曳

2009年 2月 13日 叶心理所揭示人类面孔匹配中基于图像相似性的特点曳

媒体扫描

新浪网 2009年 1月 20日院别靠威严野镇压冶孩子
来源院http院//baby.sina.com.cn/edu/09/2001/1949129961.shtml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林指出袁 孩子 3岁后自我意识

和独立性逐渐增强袁称为野心理上第一个独立期冶袁这是孩子成长过程的
正常现象遥 在孩子发脾气时袁别忙着用家长的威严来压服他袁而是先不
干涉他袁等过去后再和他对话遥 虽然不认同他的做法袁却表示理解他的
情绪和感受袁并建议他以后用更好的表达方法遥

科技日报 2008 年 12月 30日院灾
区心理援助如何持续钥
无规划尧无主管部门尧无经费袁灾区

心理援助面临三大困难遥

新华社 2009年 1月 19日院点拨未成年人的心路迷津

来源院http院//news.xinhuanet.com/legal/2009-01/19/content_10681228.htm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晶指出袁家庭教育尧家庭

关系的问题需要各界更多的关注袁 因为它与孩子出现交往障碍

等心理问题有密

切的关系袁 从心

理学角度袁 我们

希望探讨如何弥

补和改善现有教

育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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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活动

抗震救灾工作

08 年抗震救灾是一项艰苦
卓绝的工作袁 中国心理学会积极

行动袁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袁并取得

了骄人的成绩遥

心理学会与其他相关单位联

合向国家及四川省政府先后递交

了十余份建议书袁 为抗震救灾和

灾后重建工作发挥了心理学工作

者的积极作用和重要贡献遥

中国心理学会于 5 月 14 日
正式成立抗震应急工作小组袁开

始着手组织对受灾地区的群众和

其他民众的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

援助活动遥 5月 15日学会发布了
野致全国心理学工作者和心理咨

询尧 治疗专业人员倡议书冶曰5月
30日袁中国心理学会与网易共同

发起野蓝十字冶要要要携手重建心灵

救助站行动曰5
月 28 日向社
会发布 野中国

心理学会五一

二地震心理援

助二十年行动

纲要冶遥

中国心理

学会联合相关单位在震后第一时

间编制了一系列手册和书籍袁并

送往地震灾区遥

经中国科协七届常委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袁 中国心理学会

被评为中国科协抗震救灾先进集

体曰 四位专家被评为中国科协抗

震救灾先进个人遥

奥运工作

为备战尧参赛北京奥运会袁中

国心理学会体育运动心理专业委

员会心理学工作者为中国代表团

16 支参赛运动队进行了长期的
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遥

通过运动心理学工作者的辛

苦工作袁他们帮助运动员掌握各种

心理调节技能袁尤其掌握保持自信尧

控制情绪等方面的心理调节技能遥

在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

所获 51枚金牌中袁有 47 枚金牌
产生于运动心理学工作者进行

了长期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的

代表队遥

2008年中国心理学会工作回顾
[撰稿院学会秘书处 黄 端]

刘淑惠老师为射击运动员提供现场心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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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活动

荫1月，杨玉芳秘书长、乐国

安副理事长担任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一届全国委员。

荫1月 14日，中国心理学会

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与法制心

理学专业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军

人预防犯罪心理检测研讨会”。

荫1月 22日，军事专委会组

织在北京召开了“精神分裂症倾

向人格检测研讨会”。

荫3月 24日至 28日，学会

接待心理科学联合会包括主席

John Cacioppo教授在内的等九名

专家来访，并召开学术交流会议。

荫4月 1日、2日，中国心理

学会体育运动心理学专业委员

会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主办了

《奥运会运动员大赛前的心理准

备》研讨会。

荫4月 4日至 8日，中国心

理学会生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办的“中国心理学会第九届生

理心理学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昆

明举行。

荫4月 19日至 22日，中国心

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

业委员会召开 2008年学术年会。

荫4月 25日至 27日，中国

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

会 2008年学术会议在西南大学

召开。

荫4月 26日至 27日，中国

心理学会工业心理专业委员会

2008年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

荫5月 14日，中国心理学会

成立抗震应急工作小组。

荫5月 28日，中国心理学会

召开常务理事会，决定申请成立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危机干预工

作委员会”；会上还通过了“中国

心理学会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

二十年行动纲要”。

荫7月 20日至 25日，中国

心理学会组织中国心理学家出

席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 29届

国际心理学大会”。

荫8月 19日至 22日，中国

心理学会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

会在苏州大学举行了 2008年学

术会议。

荫9月 18日，中国心理学会

积极组织相关专家参加在第十

届中国科协年会期间举办的

2008防灾减灾论坛。

荫9月 19日至 21日，中国

心理学会普通与实验心理学专

业委员会在成都召开学术会议。

荫9月 28日，中国心理学会

前理事长荆其诚先生逝世。

荫10月 12日至 15日，第五

届世界心理治疗大会在中国北京

召开。大会由世界心理治疗学会

主办，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心

理学会、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承办。

荫10月 24日至 27日，体育

运动专委会又在北京体育大学

举行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中

国运动员心理训练工作论坛》。

荫10月 31日至 11月 2日，

中国心理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暨省级学会理事

长联席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

荫11月 3日至 5日，中国心

理学会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联

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统计与测

量分会在云南昆明举行了第八

届海峡两岸心理与教育测验学

术研讨会。

2008年中国心理学会
大 事 记

[撰稿院学会秘书处 黄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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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期 记 事

荫12月5日，北京市教委专

家组对我心理学函授大学本学年

度办学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估。

荫12月16日，我所危机干

预中心副主任史占彪同志被授

予第八届“中央国家机关优秀青

年”称号。

荫12月17日，第十一届研

究生会主席由黄河清担任，副主

席由生杨传卫、孟月海担任。

荫12月17日，心理所顺利

完成科研实验楼无线局域网的

部署，开始投入试运行。

荫12月22日至25日，张侃所

长与所长助理孙向红同志等来

到北川视察心理援工作。

荫12月26日，心理所举行

离退休干部春节团拜会。

荫12月29日，心理所2008年

度十件大事评选结果揭晓。

荫12月29日，心理所工会组

织举办了“喜迎新春职工联欢

会”。

荫1月5日至19日，心理所领

导班子先后看望慰问了已故老科

学家的遗属、老领导、老科研骨干

及离退休研究员共计16人。

荫1月5日，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杨列勋处

长应邀来所作专题讲座。

荫1月7日，心理所召开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领导班子分析

检查报告评议会。

荫1月7日，我所“‘心理梦工

厂’心理学科普展品演示中心”

的三件科普展品参加了在北京

展览馆举办的“2009科技促进北

京新农村建设展览”。

荫1月8日，心理所召开了科

研、管理和支撑岗位的提聘答辩

评审会议。

荫1月10日，心理所危机干

预中心副主任史占彪博士应邀

前往日本参加心理援助技术培

训。

荫1月10日，心理所危机干

预中心（成都）和四川省团委共

同组织“暖手暖心”活动。

荫1月11日，授予亓晓丽“优

秀助理研究员”称号。

荫1月12日，11位同志获得

2009年度心理所青年科学基金

资助，5位同志获得科学发展基

金资助。

荫1月14日，心理所召开

2009年信息宣传工作会。

荫1月15日，心理所举行

2008年度学术年会。

荫1月15日，陈楚侨课题组、

罗非课题组和翁旭初课题组获

得2009年度心理所优秀课题组

（创新团队）称号。

荫1月16日，心理所召开职

工大会，传达院2009年工作会议

精神，并在总结08年工作的基础

上对未来工作进行部署。

荫1月19日，心理所召开2009

年度战略研讨会。

荫1月22日，心理所荣获中

科院（京区）“党建工作创新”二

等奖。

荫1月25日，所长助理刘正

奎代表所务会在绵阳高新区板

房安置点参加“暖春北川”系列

节日活动。

荫2月12日，心理所被授予

“2008年度中科院京区文明单位”

荣誉称号。

荫2月12日，心理所被授予

“2008年度中科院北京分院平安

奥运先进单位”光荣称号。

每期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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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度大事记

一月

荫8日袁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健
康863网关爱儿童健康公益战略合作
签约暨启动仪式和野安康计划冶中国儿
童少年心理疏导救助工程正式启动遥

荫15日袁心理所荣获2007年度野党
建工作创新奖二等奖遥

荫心理所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京区
2006原2007年度绿化先进单位袁 张鸿珍
同志荣获中科院京区2006-2007年度人
口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称号遥

荫心理所获得中国国科学院公共
事务管理标准二级达标单位遥

荫21日袁 遴选李娟等1人为博士生
导师袁遴选陈文锋尧刘烨等2人为硕士生
导师遥

荫24日袁心理所2007年度学术年会
在心理所报告厅举行遥

荫25日袁心理所举行了2007年行政
工作年会遥

荫28日袁心理所2007年度十件大事
评选结果揭晓遥

荫25日袁杨玉芳研究员被推选为第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遥

二月

荫2日袁 我所王二平研究员密切关
注到此次罕见雨雪冰冻灾害袁从社会心
理学的角度向中央及政府提出了重要

建议袁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
社会的广泛关注遥

荫3日袁中国科学院战略规划局局长
潘教峰一行3人来我所视察指导工作遥

荫19日袁心理所在河北涿州召开了
2008年发展战略研讨会遥

荫21日袁继续教育中心举行了野元

宵团拜汇报会冶遥
荫22日袁我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系

统研究了我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状

况袁 并向中央及政府提出了重要建议袁
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社会

的广泛关注遥
荫25日袁 心理所召开所务扩大会

议袁对研究所做好野2+3冶调整评估工作
作出部署遥

三月

荫3日袁 张侃所长与德国亥姆霍兹
传染研究中心 渊German Helmholtz Cen鄄
tre for Infection Research袁HZI冤 科学主
任Rudi Balling教授共同签署了建立IP鄄
CAS-HZI联合实验室的合作协议遥

荫5日袁 研究生院毕业生就业指导
中心主任张晋连教授应邀为我所研究

生作了题为 叶研究生院就业情况简介尧
就业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及有关情况介

绍曳的讲座遥
荫10日袁经自由申请尧资格审查和

答辩评审袁并经所务会研究袁有17人得
到提聘/聘任遥

荫13日袁广州分院院长陈勇应邀来
所作了题为叶战略制定是研究所发展之
道曳的报告遥

荫14日袁我所党校组织了党务干部
培训班袁支委以上党务干部共20余人参
加了培训遥

荫18日袁 心理所再次加强对青年
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袁 设立了科学发
展基金遥

荫心理所国民心理健康状况研究
小组冶 首次自主研制了符合我国国情尧
有统一内涵并适合于不同年龄阶段使

用的叶中国心理健康量表曳袁对青少年尧

成年和老年人进行了心理健康状况研

究袁较为全面地评估我国城市居民的心
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袁并为政府制定
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遥

荫20袁我所200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申请工作已圆满结束袁今年共
提交32项基金申请遥

荫24日袁经所务会研究决定袁对张
侃等93位同志进行岗位内调整遥

荫28日袁我所举办了二线管理和支
撑人员的岗位培训会议遥

四月

荫3日袁 京区党委副书记杨建国在
宣传处侯兴宇副部长陪同下莅临我所

调研遥
荫5日袁批准亓晓丽等5人获青年科

学基金袁王文忠等5人获科学发展基金遥
荫7日袁 对荆其诚等15位同志的聘

用等级进行调整遥
荫7日袁 同意牟炜民同志辞去心理

所四级研究员职位袁免去其学位委员会
副主任尧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主任
等职务遥

荫7日袁 任命翁旭初同志为认知与
实验心理学研究室主任遥

荫7日袁对冯玲等4位同志的岗位系
列进行调整遥

荫10日袁任命罗非同志为学位委员
会副主任遥

荫12日袁 国际心联副主席Saths
Cooper教授访问中国心理学会遥

荫14日袁张侃理事长与Saths Cooper
教授分别代表中国心理学会和南非心

理学会签定合作协议遥
荫14日袁张兴利和王冬梅两位同志

被授予博士学位遥任命张兴利同志为发

2008年度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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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室秘书遥
荫16日袁心理所举行了2008年度应

届毕业生招聘答辩会袁来自所内外的30
名应聘者参加了面试答辩遥

荫17日袁 我所对伦理委员会(Insti鄄
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 进行了重
组袁并召开会议袁讨论并确定了伦理委
员会的职责范围尧工作程序和近期将要
开展的一系列工作等事宜遥林文娟研究
员担任伦理委员会主任遥

荫23日袁中国科学院战略规划局局
长潘教峰率院评估专家组一行对我所

进行了野2+3冶升档现场评估遥
荫4月底袁 中国科学院监审局会同

会计师事务所对我所进行所领导班子

届中财务审计工作遥

五月

荫10至11日袁在心理所学生会的组
织下袁北京红十字会的培训人员为科院
师生进行了一次专业的救护培训遥

荫11日袁接收滕花景同志入所遥
荫12日袁汶川地震发生当日袁心理

所领导及科研人员紧急磋商袁向中央提
出8条心理学服务于抗灾的建议遥

荫13日袁心理所成立以张侃所长为
组长袁张建新为副组长尧傅小兰尧李安
林尧罗劲尧李纾尧刘正奎为组员的工作领
导小组袁明确了心理所在抗震救灾工作
要发挥提供方案尧提供支持等种子和源
头的作用遥

荫14日袁 第一批心理援助专家王
文忠副研究员和祝卓宏博士赶赴地震

灾区遥
荫15日袁后方专家组完成野地震灾

害心理分析与援助冶项目申请书袁递交
基金委学部主任专项基金申请曰同时制
定了五年期灾后心理援助研究计划袁针
对灾后心理创伤后效时间长的特点做

好追踪研究准备遥
荫16日袁召开野我要爱冶心理援助行

动新闻发布会袁 三十多家媒体到会袁发
布了心理自助手册袁包括野救助者心理自

助手册冶尧野成人心理自助手册冶和野家长心
理自助手册冶袁通过媒体广为散发遥向北京
市民征集野爱心卡冶的活动正式启动遥心理
援助动画片尧京沪野川籍人员冶心灵关怀
和亲友互助活动也已启动遥

荫16日袁 李家洋副院长电话指示袁
心理所要注重解决成都分院的心理需

求袁同时袁积极为社会服务遥我们要坚决
执行袁并传达到全所遥

荫方新书记对我所抗震救灾工作
做出重要指示遥

荫17日袁生物局张知彬局长对我所
抗震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遥

荫17日袁张侃所长随中国科学院常
务副院长尧党组副书记尧院抗震救灾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白春礼一行赶赴四川

抗灾一线袁与成都抗灾一线的心理援助
专家座谈遥

荫18日袁心理所举行以野我在你身
边冶为主题第四届公众开放日活动遥

荫18日袁白春礼副院长在中科院创
新为民科技救灾视频动员会上对心理

所开展抗震救灾工作表示肯定袁希望心
理所进一步在野创新为民尧科技救灾冶中
发挥积极作用遥

荫18日袁心理所向北京市教委提交
的 野北京市重点学科冶要应用心理学的
申请已获批准遥此次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共批准65个学位授予单位共计347个学
科为北京市重点学科遥

荫19日袁 成立 野赴灾区援助小分
队冶临时党支部袁任命王文忠为临时党
支部书记遥 第三批抗震救灾心理援助
小组由史占彪博士带队深入灾区开展

救援工作遥
荫19日袁经所务会研究决定袁同意从

基因组所调常素华尧李昭两位同志入所遥
荫20日袁路院长对心理援助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遥
荫21日袁张侃所长出席在四川省科

技厅召开的四川省抗震救灾 野安置安
心冶心理救援行动专家咨询会遥

荫21日袁共募集面向成都分院定向

捐款11989元袁 参加捐款的职工和研究
生共计88人遥

荫28日袁北京分院党组书记何岩到
心理所慰问指导遥

荫29日袁心理所召开耶我要爱爷心理
援助行动冶第二场新闻发布会遥

荫30日袁聘任刘正奎同志为副研究
员三级遥

荫31日袁人大副委员长周铁农等一
行前往绵阳中学安置点视察救灾工作袁
并亲切接见了心理所党委副书记李安

林等赴川开展心理援助工作的同志遥第
八批专家傅小兰所长尧李甦尧高文斌前
往成都灾区遥

六月

荫1日袁在绵竹市政府支持下袁心理
所第一个心理援助工作站要要要四川省

抗震救灾野安置安心冶心理援助绵竹工
作站正式成立袁高文斌任站长遥

荫2日袁成立野四川省抗震救灾耶安置
安心爷心理援助绵阳北川工作站冶遥由王文
忠队长带队的第九批专家团前往灾区遥

荫3日袁 路甬祥院张接见王文忠和
史占彪遥 王文忠老师在现场发言袁汇报
了我所科技救灾的工作遥 会后袁方新书
记与王文忠老师交谈袁并祝贺心理所为
抗震救灾做了很好的工作遥

荫3日袁 心理所所史编撰工作小组
召开第七次会议遥

荫5日袁 心理所党委召开了党委工
作考评会议遥

荫6日袁院重要方向性项目叶汶川地
震灾区心理援助应急研究曳正式获批遥

荫6月9日袁 经所务会研究决定袁成
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

心渊成都冤袁由王文忠同志任中心主任袁
史占彪同志任中心副主任遥抗震救灾指
挥部北京工作组组长由刘正奎同志担

任袁副组长由陈雪峰同志担任遥
荫10日袁心理援助行动一揽子管理

办法出台并正式发布遥
荫18日袁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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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尧江苏省老龄工作办公室和江苏省老
年学会在江苏溧阳市共同举办了主题

为野心理健康袁共享和谐冶的中国首届老
年心理关爱研讨会遥

荫19日袁聘任龙迪同志为副研究员遥
荫27日袁心理所举行2008届研究生

毕业典礼遥
荫30日袁陈雪峰同志由研究实习员

调整为助理研究员遥

七月

荫1日袁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尧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院机关与北
京分院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对心理所进

行调研遥
荫1日袁 心理所召开科技救灾阶段

总结表彰大会遥
荫1日袁863重点项目 野重大灾害后

心理危机的时序特征和干预技术冶立项
建议研讨会于在北京召开遥

荫4日袁一体集团北京分公司与心理
健康院重点实验室主任罗劲研究员尧心
理所危机干预中心主任王文忠副研究员

签署了 叶关于一体集团向心理所四川抗
震救灾项目捐赠两台红光理疗仪曳协议遥

荫7日袁 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同志率
考核组对心理所领导班子进行任期届

中考核遥
荫近日袁张侃所长在叶求是曳尧叶新闻

周刊 中文月刊曳 等国内外颇具影响力
的纸质媒体上发表了与科技救灾尧心理
援助相关的文章遥

荫9日袁接收张真尧杜英春尧杨志尧葛
燕尧吴健辉尧牛亚南尧李雪冰尧王亚尧杜全
生尧王燕尧赵媚尧房柯池尧赵业粉尧励映
聪尧任婧尧周莹尧顾敏尧张永博和王日出
19人入所工作遥

荫31日袁我所被授予野中国科学院
抗震救灾先进领导集体冶 荣誉称号袁张
侃尧王文忠尧祝卓宏尧龙迪四位同志被授
予 野中国科学院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冶荣
誉称号遥另据获悉袁我所被授予野中共中
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先进基层党组

织冶荣誉称号袁我所妇委会受全国妇联
表彰袁荣获野全国抗震救灾先进妇联组
织冶光荣称号遥

八月

荫1日袁全国政协副主席尧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秘书长尧第29届北京奥运会奥
科委主席林文漪一行来到心理所参观

考察科普工作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静
海袁 中国科学院规划战略局局长潘教
峰袁北京市科委主任马林尧副主任朱世
龙陪同参观遥

荫1日袁 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的指导下袁心理所开展了面向社会公众
的科普活动遥

荫8月中旬袁危机干预中心渊成都冤
先后对四川绵竹尧北川尧江油重灾区的
275名中小学老师进行了五批心理辅导
培训遥

荫15日袁 我所郑蕊同志被授予博
士学位袁 其聘用岗位自2008年8月1日
起由助理研究员三级调整为助理研究

员二级遥

九月

荫1日袁 心理所举办新时期研究生
教育工作30周年成就展遥

荫4日袁 心理所召开了2008年秋季
党委扩大会和全所大会遥

荫5日袁 心理所2008年度秋季学术
论坛在心理所报告厅举行遥

荫6日袁 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与河
南影视集团合作袁在北川居民竹林板房
社区和永兴板房社区两个灾区群众安

置点启动了心理援助科普电影系列展

播活动遥
荫10日袁 美国Toledo大学文理学院

院长尧心理学专家黎岳庭教授来我所进
行学术交流遥

荫10日袁危机干预中心与北川教师
进修学校合作袁在绵阳富乐山公园为26
名教师举办了简单而隆重的庆祝活动遥

荫11日袁美国Neuro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North Carolina的张景瑜教授
应邀到心理所进行学术访问遥

荫12日袁危机干预干预中心绵阳工
作站与安县教育体育局合作袁为安县来
自49个学校的56名中小学教师举办了
野安县骨干教师心理辅导培训班冶遥

荫近日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
所研究员荆其诚尧傅小兰编撰的叶心窑坐
标曳一书遥

荫我所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翁旭初研究员入选野百人计划冶遥

荫美国observer杂志刊登文章 野心
理科学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冶

荫12日袁心理所隆重举行野新时期
研究生教育工作30周年暨耶三节爷庆典冶
活动遥庆典结束后袁举办了野杰出校友经
验交流会冶和京内兄弟院系研究生工作
座谈会

荫17日袁我所在院研究所野2+3冶调
整评估中升档为良好研究所遥

荫17日袁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
长马燕合尧科技部调研室主任胥和平一
行来所参观考察遥

荫20日袁中科院奥运村科技园开放
日活动顺利举行遥作为园区科普平台的
一部分袁心理所举办了主题为叶灾后心
理援助曳的科普讲座袁并开放了心理梦
工厂等科普平台遥

荫27日袁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尧
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和江苏

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野灾后心理
援助国际高峰论坛冶在北京举行遥

荫27日袁我所召开了科研人员与管
理部门交流会遥

荫28日袁荆其诚研究员逝世遥

十月

荫17日袁心理所实施叶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优秀青年人才激励暂行办法曳遥

荫14日袁心理所施行叶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优秀课题组激励暂行办法曳遥

荫17日袁 美国IDG集团董事长Mr.
McGovern和IDG亚洲区总裁熊晓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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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尧IDG中国公关总监任瑛女士一行来
所参观考察遥

荫19日袁心理所组织全所职工和研
究生开展野送温暖尧献爱心冶捐助活动遥

荫25日袁心理所继续教育中心职业
技能培训部与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

心在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镇联合开展了

野社区干部心理辅导培训班冶遥
荫28日袁叶中国心理健康量表曳成果

鉴定会在心理所举行遥
荫29日袁危机干预中心绵阳站的工

作队参加了野绵阳市灾后重建青年突击
队大会战誓师大会冶遥

荫我所张建新尧陈祉妍老师讲授的
野心理评估课程冶 被评为2008年研究生
院的优秀课程曰陈毅文老师讲授的野心
理多元统计课程冶被评为优良课程遥

十一月

荫1日袁中国残联理事尧中国聋人协
会副主席杨洋袁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书
记尧 中央国家机关青联主席吴海英袁四
川省残联党组成员尧 副理事长张建生袁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委员尧民政部直属
机关团委书记尧民政部人事司党群工作
处处长吕哓莉一行参观考察危机干预

中心绵阳站擂鼓工作点遥
荫6日袁 我所高文斌副研究员承担

的国家体育总局下达的奥运科研攻关

项目要要要野国家散打队心理评价与支持
系统研究冶在国家体育总局顺利通过了
专家组的验收鉴定遥

荫7日袁 心理所召开党委中心组学
习扩大会袁围绕野什么是科学发展尧要不
要科学发展以及如何科学发展冶这一问
题袁组织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遥

荫7日袁 心理所召开了2008年度出
国留学回国人员招聘答辩会遥

荫10日袁 澳大利亚Adelaide大学健
康科学院长Justin Beilby教授尧心理学院
院长Deborah Turnbull教授以及副校长
助理尧 中国项目主管Sandy McConachy
女士来我所进行交流访问袁并对双方未

来的合作前景进行了讨论遥
荫10日袁接收张昆林同志入所遥
荫11日袁心理所伦理委员会对我所

今年获得批准的基金项目集中进行了

伦理审查遥
荫12日袁 美国国际人民交流协会

渊People to People International袁PTPI冤心
理学专业代表团一行22人来我所进行
友好交流遥

荫12日袁危机干预中心绵阳站与北
川县部分政府官员尧专家学者及社会力
量一起袁 在北川县临时政府所在地原安
昌镇举办了野北川县首届心理援助学术
与管理论坛冶袁并共同倡议成立野北川心
理援助联盟冶遥

荫13日袁第四军医大学科研部王茜
部长尧航空航天医学系系主任常耀明教
授尧心理学教研室主任苗丹民教授等一
行五人前来心理所访问遥

荫19日袁 危机干预中心绵阳站的6
名心理咨询师为擂鼓小学四尧五尧六年
级学生开展团体心理辅导遥 湖南电视
台尧江苏电视台尧天津电视台尧湖北电视
台尧四川电视台等22家电视台对本次辅
导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遥

荫19日袁在院妇工委组织召开的妇
女工作经验交流研讨会上袁我所妇委会
主任孙向红同志当选为野中科院京区妇
女工作先进个人冶遥

荫20日袁剧毒尧麻醉药物采购管理小
组组织所里的相关课题组成员召开了专

门的会议袁傅小兰副所长参会遥
荫24日袁莫斯科城市心理师范大学

外事副校长Galina G. Gabunia女士一行
三人来所进行访问交流袁与张建新副所
长进行了座谈遥

荫24日袁中央电视台野焦点访谈冶栏
目再次把目光聚焦灾区袁将镜头投放到
中科院心理所在灾区一直开展的灾后

心理援助工作上遥
荫25日袁在院监审局和京区纪委的

大力支持下袁心理所纪委承办北京分院
协作一片组织的院监审局尧协作一片11

个研究所的近50名纪检干部前往司法
部燕城监狱参观袁接受警示教育遥 院监
审局局长沈颖尧副局长刘东红尧京区联
络员马丽芳等参加了活动遥

荫到12月袁心理所开展了正高级内
和跨级提聘以及调研员岗位聘任工作遥

十二月

荫1日袁心理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领导小组召开了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遥

荫1日袁 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
会尧 中科院工会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联合成立了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

理健康咨询中心袁 并开通了咨询热线
和网站遥

荫4日袁 张侃所长做客人民网和科
学在线袁针对野灾后心理援助冶进行视频
访谈遥

荫8日袁 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在心理
所野科学发展论坛冶首场报告会会上作
了题为野责任尧胸怀尧学习冶的辅导报告遥

荫9日袁 香港天才教育协会会长李
业富教授与张侃所长签署了叶香港天才
教育协会赞助成立中国超常儿童培训

机构计划书曳遥
荫10日袁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

诺基亚北京研究院尧北京邮电大学共同
签署了三方合作备忘录袁 并宣布启动
野金色阳光工程冶遥

荫22日袁调整郭朗同志为五级职员遥
荫22日至25日袁张侃所长与所长助

理孙向红同志等来到北川视察心理援

工作遥
荫25日袁对方俐洛等14位同志进行

提聘遥
荫25日袁方俐洛尧刘善循和吴志平

三位同志退休遥
荫26日袁心理所举行离退休干部春

节团拜会遥
荫29日袁心理所2008年度十件大事评

选结果揭晓遥
荫29日袁心理所工会组织举办了野喜

迎新春职工联欢会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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