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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ineprin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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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ineprint.com.cn


卷
首
语

风雨一甲子，创新六十载。在党中

央、国务院的关心和指导下，经过全院员

工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奋力拼搏，中国

科学院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综合研究机

构与科技发展中心，同时也是国人心目中

的科学殿堂。我们心理研究所非常有幸能

够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一员。在全球有华人

的地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是唯一的

国家级综合性心理学研究机构。这一事实

足以说明中国科学院在科学布局上高度

的战略眼光和不懈的努力与坚持。今年，

我们将迎来所庆 80周年。值此良机，面

对新世纪新的挑战，在科学发展观和新时

期办院方针的指导下，全所将更加瞄准国

家需求、瞄准国际心理科学前沿，打造心

理学完整创新价值链，把我所建设成为国

际一流的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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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 年 9 月 11 日中组部
召开的全国先进离退休干部党支

部和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表彰大

会上袁心理所退休干部茅于燕受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尧中央书记处
书记尧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切握手
并合影留念袁这是中国科学院唯一
一人获此殊荣遥
虽已进入耄耋之年袁 茅于燕仍

然奋战在科研工作第一线袁把科研和
公益事业相结合袁 以慈母般的爱心尧
科学的方法袁辛勤培育和开发弱智儿
童的潜能袁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
智慧袁她自筹创办的野北京新运弱智
儿童养育院冶袁 开创了我国弱智幼儿

早期教育的先河袁为弱智儿童带来光
明和希望袁被誉为中国弱智儿童的保
护神遥 她是用心理学服务于国家需
要袁 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成功典范袁也
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遥

1950年袁 茅于燕在金陵大学
哲学心理系毕业后袁进入中国科学
院心理研究所工作袁开始了对儿童
心理学的研究遥 50多个春秋的开
拓耕耘袁已取得累累硕果遥 她在弱
智儿童教育领域上的杰出成就和

贡献己饮誉海内外遥 30多次被评
为先进工作者或授予荣誉奖状袁享
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贡献津

贴曰1989年尧1990年先后荣获美国
自传研究所第三届特殊领袖才能

奖和国际文化荣誉奖袁并被选入英
国剑桥国际自传中心 叶国际知识界
名人录曳尧美国自传研究所叶国际知
名人士录曳尧叶中国当代妇女儿童事
业成就大典曳尧叶中国科学院科学家
人名录曳和叶夏华妇女名人词典曳等遥
自茅于燕 1986 年 10 月创办

野北京新运弱智儿童养育院冶以来袁
已有数百名弱智儿童受到教育训

练袁其中 90%的潜在能力都有很大
提高袁80%以上的适龄弱智儿童进
入了培智学校袁个别的进入了正规
小学遥 家长说:野耶新运爷给了我的孩
子新的命运冶遥 这座我国第一所弱
智幼儿教育机构在 1996年被国家
的五个部委:卫生部尧民政部尧国家

教委尧财政部尧中残联评为野全国智
残儿童康复训练工作先进单位冶遥

茅于燕通过野新运冶这个实验基
地袁 为我国弱智幼儿教育工作者创
造了一套成功的教育模式袁英尧美尧
日尧法尧德尧荷兰尧瑞士尧瑞典尧马来西
亚尧 新加坡等国专家也纷至沓来参
观袁无不给予高度评价袁其中不少国
家还邀请她去讲学遥 媒体有近百余
次的报道袁中央电视台野东方之子冶尧
野海外中心冶尧 北京电视台 野风雨巾
帼冶等栏目也曾展示她的风采遥

1992年袁茅于燕的力作叶智力
落后儿童早期教育手册曳 正式出
版袁这是我国第一部弱智儿童的教
材袁被列入全国野八五冶重点图书选
题出版计划之列遥此书出版后大受
欢迎袁被誉为野希望的彩虹冶尧野弱智
儿童的福音冶等遥 1995年台湾发行
过一版曰2003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遥
现在袁茅于燕的弱智儿童早期

干预教育训练的理论和经验袁已在
全国开花结果遥应该帮助弱智儿童
过正常人生活已成为社会共识遥已
进入耄耋之年的她袁 老骥伏枥袁还
在继续对弱智儿童教育训练规律

作追踪研究遥 她说:野作为一个心理
科学工作者袁能使心理学直接服务
于社会是我的本份袁 也是我的幸
福遥我愿为天下弱智儿童都有美好
的明天而奋斗一生冶遥

茅于燕研究员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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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建党 88周年袁
进一步激发全所同志创新

为民尧科技救灾的责任感尧
使命感袁 不断增强党组织
的创造力尧 凝聚力和战斗
力袁 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加
深对科技救灾的认识和理

解袁 心理所党委于 7 月 1
日上午召开 野纪念建党 88
周年暨科技救灾心理援助

工作报告会冶遥 中国科学院
团委副书记尧 北京分院宣
传教育处副处长侯兴宇出

席报告会遥 心理所职工尧学
生和离退休老同志参加报

告会遥 会议由党委副书记
李安林主持遥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中拉开帷幕遥 在所长助理尧
党委委员孙向红的带领

下袁19名新党员面向党旗袁
庄严宣誓袁 立下了为共产
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无悔

誓言遥
党委副书记李安林指

出袁2009年对我们国家尧对

我们党尧 对科学院以及心
理所都是非同寻常的一

年袁 此报告会既是建国建
院 60周年和建所 80周年
系列纪念活动之一袁 又是
对建党 88周年的纪念遥 他
指出袁512汶川大地震给党
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袁
地震发生后袁 心理所高举
野创新为民尧 科技救灾冶的
大旗袁 迅速实施 野科技救
灾尧心理援助冶行动袁以实
际行动彰显了心理学国家

队的本色遥
接下来袁 与会同志聆

听了始终战斗在科技救灾

第一线的同志所做的报

告遥 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
史占彪从宏观的角度对过

去一年的工作进行了梳理

总结袁 并谈到中心对未来
工作的设想遥 他指出袁512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袁 心理
所科技救灾心理援助行动

小分队第一时间奔赴灾

区袁成立工作站袁与当地政

心理所举办庆祝建党 88周年
暨科技救灾心理援助工作报告会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顾敏]

新党员宣誓

张侃所长发表讲话

李安林副书记主持报告会

本期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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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

府尧基金会尧当地学术机构
合作袁开展形式多样的大规
模心理救助袁并建立心理援
助长效机制遥 同时袁心理所
时刻不忘自己作为国立研

究机构所肩负的科学使命袁
以心理援助服务为依托袁在
实践中开展灾害心理学研

究袁有效发挥了科技国家队
作用遥

北川中学工作站站长

龙迪报告的题目是叶坚守的
理由曳袁 她首先回顾了北川
中学工作站的行动及影响袁
然后重点分享了他们遇到

的困难尧对策和反思遥 四川
地震造成的灾难创伤如此

巨大袁不是一个行业尧一个
机构尧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能
够解决的遥作为国家级心理
学研究机构袁如何能够使北
川中学工作站的行动以小

见大地减轻人民的痛苦袁是
龙迪工作团队始终思考的

问题遥北川中学工作站在过
去一年的心理援助行动中袁
试图运用生态系统理论框

架寻找答案遥 龙迪表示袁她
们将在喧嚣的世界中袁坚守
关怀苦难的信念袁尽不轻易
放弃的努力浴

心理所研究生吴坎坎

是心理所公派的研究生志

愿者袁 他用质朴的语言袁深

情地向大家讲述了他在灾

区做志愿工作的所见 尧所
闻尧所感遥 大家从他的故事
中体会到了志愿者工作的

不易袁更感受到了志愿者的
力量遥

张侃所长发表讲话遥 他
引用胡锦涛总书记曾讲过

的简洁平实却蕴涵深邃的

治理名言要要要不动摇尧不懈
怠尧不折腾来告诫大家如何
在野创新为民尧科技救灾冶中
发挥心理学的作用遥 作为一
名有着 35 年党龄的老党
员袁张侃自创两句小诗野唯
愿诸君再抖擞袁潜心研究兴
家园冶以表达对年轻党员同
志和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

的殷切期望遥
李安林副书记在总结

发言中指出袁三位同志的报
告全景式地向大家展现了

一幅野科技救灾 心理援助冶
的图画袁 不仅让我们体会到
他们工作的艰辛袁 更让我们
感受到此项工作的意义和价

值袁 从而增强了党员同志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遥 今后袁研究
所要大力推进灾害心理学研

究袁不断提升创新水平袁我们
相信袁在所务会尧所党委及全
所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袁 我们
一定不负重托袁 向党和人民
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遥

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史占彪作报告

北川中学工作站站长龙迪做报告

志愿者吴坎坎作报告

本期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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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闻

7月 22日袁心理所 2009年度
夏季战略研讨会在 421 会议室举
行遥 会议主要内容是分析当前形
势尧明确工作重点尧放眼长远规划尧
加快发展步伐遥 所务会成员尧全所
研究员尧副研究员尧各职能部门负
责人尧 战略研究工作小组成员等
50余人参会遥
张侃所长首先作重要讲话遥他

指出袁总体来看袁心理所围绕为野健
康冶和野素质冶服务的目标袁在科学
研究尧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呈现出
良好的发展态势袁 未来一个时期袁
全所尧各研究室/中心袁各 PI的工作
要与这个大方向紧密结合袁认真凝

聚力量袁 凝练当前发展的工作重
心袁集中力量加快发展遥
会上袁 李安林副书记指出袁心

理所的发展有明显进步袁但同时面
临严峻形势遥 总体形势是野困难很
多袁危机重重冶遥 对此袁要有正确态
度曰要有信心和勇气曰要善于科学
前瞻尧长远谋划遥 张建新副所长指
出袁从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可以
看到袁在我国袁心理学的发展离不
开外部环境的促进作用遥心理所历
史上发展较快的阶段袁都是跟国家
需求和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阶段遥
当前袁特别是在研究所引进了大批
年轻人的时候袁要好好思考心理所

未来的发展袁思考如
何建设的具体问题遥
傅小兰副所长以野机
遇与挑战并存 冶为
题袁指明我所目前的
情况院 形势十分严
峻尧 目标非常明确尧
任务异常艰巨遥 为

此袁应当进一步明确心理所的科技
战略定位袁要坚持面向国家战略需
求尧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袁选择和开
展基础性尧前瞻性尧战略性尧系统性
研究袁实现野引领冶工作和野骨干冶作
用袁创造野四个一流冶袁以及打造心
理学的完整价值链遥
分组讨论会上袁各组科研人员

纷纷为研究所的发展建言献策袁针
对研究方向的整合尧研究框架的建
构尧所内外沟通交流尧基础研究与
应用研究协调发展尧研究生教育等
均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和建议遥所
务会表示袁将针对大家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袁部署具体的管理举措并尽
快启动实施遥
张侃所长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袁

此次战略研讨会对 野要做什么冶提
出了很好的看法袁对野该怎么做冶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遥 我们要野放眼长
远尧明确目标尧突出重点尧加快部
署尧联合攻关冶袁继续夯实基础尧加
快发展遥

心理所召开2009年度夏季战略研讨会
[撰稿院科研业务处]

04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閕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COMMUNICATIONS

2009年 8月渊总第 165期冤

在建的行为科学研究平台效果图

8月 8日袁 在第 29届北京奥
运会召开一周年的日子袁 心理所行
为科学研究平台建设项目奠基遥 心
理所所长尧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
侃袁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党组成员尧
副院长欧龙新袁全国政协委员尧心理
所老所长杨玉芳以及为心理所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的老领导匡培梓尧曾
苏东尧刘善循尧赵国胜尧车宏生尧隋
南尧凌文辁到会指导遥出席奠基仪式
的还有心理所副所长张建新袁 以及
项目管理单位和总承包单位代表遥

奠基仪式由心理所党委副书

记李安林主持遥 他指出袁把心理所
建设成为国际著名的心理学研究

机构袁是几代心理所人崇高的理想
和使命袁野行为科学研究平台冶的建
设袁将使我们向这一目标又迈进了
一大步遥
张侃在致辞中说袁新大楼的奠

基袁是心理所一个
新的起点袁也是几
代心理学工作者

长期的愿望袁相信
新大楼会对我国

心理学发展起到

新的推动作用遥 张
侃用四句话表达

他的心情院行为平
台要奠基袁贺喜闪电又雷鸣袁天空
雨露润万物袁心理创新为人民浴
欧龙新在发言中

表达了他对新大楼的

建设和对工程质量的

期望遥他相信袁平台工
程的建设袁 对提升心
理所在国际心理学界

的竞争力袁 对促进心
理所人才培养和国际

合作交流的成果袁同
时对带动我国心理科

学的发展都能起到很

好的作用遥基建工程是
百年大计袁希望建设单
位尧监理单位严把工程
质量关袁务必使工程的
建设能够经得起历史

检验袁建成一个真正的
优质工程遥

项目管理单位尧 北京中科国金
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程

俊袁总承包单位尧江苏省建筑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应兆

兵分别郑重承诺袁 一定组织精兵强
将袁以严谨科学的管理尧精湛的施
工技术尧诚信的服务态度袁如期保
质保量地完成任务袁让业主满意遥
最后袁领导和嘉宾铲起第一锹

土培向奠基石袁宣告心理所行为科
学研究平台建设正式启动遥

心理所行为科学研究平台奠基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顾敏]

培土

心理所老领导参加奠基仪式

本期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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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院野百人计划冶管理的相关规
定袁 经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
核袁我所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冶获
得者翁旭初研究员被批准入选 野百人
计划冶袁并获得 100万元的野百人计划冶
专项人才经费支持遥

翁旭初研究员率先引进功能磁共

振成像技术袁 并利用该技术研究文字
加工和神经尧精神疾病的神经基础袁已
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篇袁 承担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尧 科技部和中科院项目
10余项遥 目前担任研究室主任尧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

经科学研究技术分会负责人遥

经中科院生物局评审和人教

局审核袁近日袁心理所陈楚侨研究
员入选中科院野百人计划冶遥

陈楚侨研究员自 1992年起先
后在香港博爱医院尧 香港大学尧中
山大学从事神经心理学及认知神

经科学研究袁2007年 3月从中山大
学引进到心理所遥 曾任广州中山大
学心理系副主任尧教授袁主持过广州
中山大学野百人计划冶基金尧中科院
重要方向性项目尧973项目二级子
课题等袁 多次被授予国际性科学研
究奖袁 获澳大利亚 Sir Allan Sewell
Fellowship曰曾被国际神经心理学会
提名为亚洲区神经心理学家代表袁
是香港 Research Grant Council Pro鄄
ject精神病首次发作神经认知行为
纵向研究的关键人物曰现任叶Clini鄄
cal Rehabilitation曳 和 叶Neuropsy鄄

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曳两 SCI 期
刊编委曰已发表渊含接收冤SCI/SSCI
期刊论文 60篇渊第一/通讯作者 48
篇冤袁2004年以来的 SCI/SSCI期刊
论文被引用 248次渊他引 171次冤袁
H指数为 11袁总影响因子达 180遥
陈楚侨研究员多年来主要从

事执行功能的成份构架对神经缺

损患者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注意

及执行功能影响的基本机制研究袁
主要研究成果有院渊1冤 建立了人毕
生发展软体征数据库袁发现神经软
体征是精神分裂症潜在的内表型

之一袁开发出神经软体征脑成像研
究范式袁该研究成果将为精神分裂
症和抑郁症的早期识别和干预提

供方便系统的筛选工具曰渊2冤 发现
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具有分裂型人

格的人群同样具有前瞻记忆功能

缺损现象袁该研究结果将为前瞻记
忆的内表型特征的确定提供依据曰
渊3冤开发出一系列社会互动中的情
绪识别尧亚临床群体的社会互动干
预材料尧非临床和亚临床群体中牵
连观念的 ERP等社会认知和认知
神经科学研究的行为实验范式袁特
别是开发出了测量重要阴性症

状要要要快感缺乏新的实验范式遥

翁旭初研究员获野百人计划冶支持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陈楚侨研究员入选中国科学院野百人计划冶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本期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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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0日袁由国际人因学会
渊International Ergonomics Associ鄄
ation 袁简称 IEA冤主办袁中国人类
工效学会承办的第 17届国际人
因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遥会上袁张侃
研究员做了 野人因学技术和研究
与汶川地震后的心理援救冶 特邀
报告袁并当选为会士渊fellow冤袁成
为第一位当选 IEA 会士的中国
大陆科学家遥

IEA是全世界各国人因与工
效学会的联合会袁 致力于将生物
力学尧心理学尧人机工程尧管理等
领域的研究与实践用于提高各国

人民的生活质量遥 长期以来与世
界劳工组织渊ILO冤尧国际标准化组
织渊ISO冤和国际职业卫生组织渊I鄄
COH冤建立了密切联系袁在国际标
准的制定尧 职业安全维护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遥 国际人因学大
会每三年举办一次袁 是国际人因
学界最高的学术盛会遥 本届国际
人因学大会是国际工效学会成立

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在发展中国

家举办袁会议承办权是 2002年张
侃研究员担任中国人类工效学会

理事长期间通过竞争获得的遥 共
有来自 60个国家和地区共 1000

多位人因学研究工作者参加了大

会袁中国渊包括港澳台冤的代表约
300名遥

人因学在我国称为人类工效

学袁 是研究人机器系统的关系的
一门综合学科袁其目标在于从认
知加工的角度提高人机系统的

效率尧安全性和舒适性袁我国的
研究主要服务于复杂人机系统

的设计和特殊人员的选拔尧评测
与训练遥 中国的人类工效学研究
开始于 1950 年代袁并于 1989 年
成立了中国人类工效学会袁是
IEA的成员遥

张侃研究员当选国际人因学会会士
[撰稿院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

张侃在会上作特邀报告

本期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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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和北京市

芳草地国际学校将在北京市的进

城农民工随迁子女中招收一批超

常儿童袁免费接受小学尧初中和高
中阶段教育遥 这是 2009 年 6 月
12 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主
办的 野流动超常儿童教育研讨会
暨流动超常儿童教育实验研究新

闻发布会冶上宣布的遥宋庆龄基金
会已筹集资金一千万元人民币袁
设立我国首个 野超常教育专项基
金冶袁用于支持流动超常儿童教育
实验项目遥南都公益基金野新公民
计划冶 将为流动超常儿童的招生
工作提供协助遥

目前袁 我国流动儿童中应接
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为 1126

万渊2009年 6月 2日叶人民日报院
在城市袁 为农民工子女放一张书
桌曳冤袁 北京市适龄入学的流动儿
童有近 40万袁如果按照 1%是超
常儿童的比例袁 那么就有超常儿
童 4000名袁这个数目是非常惊人
的遥 开展流动儿童群体中超常儿
童的教育实验研究袁对于落实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曳 贯穿
的关于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尧推
动流动儿童的教育尧 培养和发展
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袁 也将对和
谐社会建设产生积极影响遥

研讨会上袁 与会的儿童心理
专家尧儿童问题专家尧教育专家尧
慈善家和社会工作者从理论和自

身实践出发袁 全面探讨了国内流

动超常儿童培养教育体系的发展

情况和现状袁 对流动超常儿童教
育的培养教育方式进行了详细的

分析袁 并指出对流动儿童中超常
儿童的发掘尧培养和教育社会意义
十分重大袁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发
展的实际需求袁需要得到政府和社
会各界的广泛认识和投入遥

自 1978 年以来我国对超常
儿童开展的研究与教育实践己有

30多年袁相关科研机构的研究成
果和从事超常教育学校的实践经

验和教育效果都表明袁 在中国科
学院的带领下我国已经形成了一

整套较为成熟袁 适应我国现行教
育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超常儿童心

理发展和教育理论袁 并已初步形
成了从幼儿园到大学较为完整的

超常儿童教育体系遥同时袁流动人
口儿童的教育和发展问题袁 也越
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遥 本次
研讨会是国内首次针对 野流动超
常儿童教育冶 这一主题展开的教
育研讨会遥 心理所党委副书记李
安林出席开幕式并讲话遥 中国科
学院心理所作为国家级的研究机

构能切实地为社会发展尧 儿童教
育做出应有的贡献是义不容辞和

北京野流动超常儿童教育实验项目冶开始招生
[撰稿院科研业务处 高路]

科研进展

08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閕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COMMUNICATIONS

2009年 8月渊总第 165期冤

近日袁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傅小

兰研究员及其博士生汪波在午睡

对陈述性记忆的影响研究中取得

进展遥 他们采用项目记忆和源记
忆任务袁 首次发现了午睡对陈述
性记忆影响中的性别差异遥

近年来袁 睡眠如何影响记忆
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兴

趣遥多数研究表明袁睡眠能够促进
程序性记忆的巩固遥 然而袁在睡
眠是否会促进陈述性记忆巩固

这一问题上尚存在分歧遥 此外袁
尽管诸多研究表明陈述性记忆

中存在性别差异袁很少有研究考
察睡眠对陈述性记忆影响中的

性别差异问题遥
在此次研究中袁 傅小兰研究

员及其博士生汪波采用项目记忆

和源记忆任务考察了午睡对陈述

性记忆的影响袁结果发现院1冤1小
时的午睡促进了女性的源记忆

的巩固袁 但对男性的源记忆的巩
固没有影响遥 2冤1小时的午睡对
男性和女性的项目记忆的巩固均

没有影响遥
该项工作的结果发表在第

10 卷第 7 期的 Journal of Zhe鄄
jiang University SCIENCE B上遥

Wang, B., Fu, X. (2009).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daytime sleep on declarative mem鄄
ory for pictures. Journal of Zhe鄄
jiang University -SCIENCE B, 10
(7):536-546 (SCI-E, IF=1.679)

责无旁贷的遥
研讨会上袁 施建农研究员简

要地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创

办该流动超常儿童教育实验班的

背景尧 实验班的招生情况和未来
发展方向遥 宋庆龄基金会事业发
展中心常务副主任林为国先生尧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先

生都在研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遥

他们认为专门为流动超常儿童提

供平等和应有教育的实验班是非

常具有社会意义的举措袁 基金会
同时呼吁和欢迎更多的慈善企业

能联合起来为这项有意义的事业

贡献更多的力量袁 为这些流动超
常儿童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关爱遥
北京市朝阳区教委领导在发言中

指出袁 在这样高速发展的时代背

景下袁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能在宋
庆龄基金会和慈善企业捐资的支

持下为流动超常儿童提供这样一

个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是非常具有

社会意义的袁 这样一个教育实验
项目的诞生不但体现了教育平等

的教育理念袁 同时也为社会平稳
发展培养社会经济地位不利的超

常儿童做出了应有的努力遥

心理所发现午睡对陈述性记忆影响中的性别差异
[撰稿院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 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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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词汇产生的研究中广泛

使用的任务之一是图画要要要词汇

干扰实验范式袁 该任务要求被试
忽略呈现的干扰字袁 对所呈现的
图片进行命名遥 当干扰字与图画
名称之间存在语音渊或正字法冤上
的联系时袁 与无关联系条件下相
比袁语音渊或正字法冤上的联系条
件显著地缩短了图画命名的时

间袁 这一现象被称之为语音促进
效应渊Phonological Facilitation Ef鄄
fect冤遥在字母语言中袁正字法和语
音是不可避免地混淆在一起的袁
因此对语音促进效应的研究一直

是与正字法促进效应混淆在一起

的遥相比而言袁在汉语中能够将正
字法相似性和语音相似性独立分

离袁 相对独立地探索正字法和语
音激活模式以及它们对口语词汇

产生的贡献遥
张清芳及其合作者采用图

画原词汇干扰实验范式袁 利用汉
语的特点研究了汉语口语词汇产

生中的正字法和语音激活及其两

者之间的交互作用遥 实验设计为
两个被试内和一个被试间因素的

混合设计遥 两个被试内因素分别
为正字法相关因素和语音相关因

素袁 图画与干扰单字之间的四种
相关关系构成了上述两个被试内

因素院正字法相关渊渊例如图画为
床袁 干扰字为庆袁 表示为 野床原
庆冶冤袁语音相关渊床原创冤袁正字法
和语音都相关渊床原疮冤袁以及正
字法和语音都无关渊床原麦冤遥 被
试间因素是图画和干扰字出现点

之间的时间间隔 渊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袁SOA冤袁 包括 3 个水
平袁分别为-150 ms渊干扰字先于
图画 150ms呈现冤袁0 ms 渊两者同
时呈现冤和+150 ms渊干扰字后于
图画 150ms呈现冤遥

实验结果表明袁第一袁正字法
促进效应和语音促进效应表现出

不同的模式袁 表明两者是可能是
独立分离的遥 这主要表现在院渊1冤
语音促进效应在 SOA 为 0ms 和
150ms时出现袁 而正字法促进效
应在三个 SOA 水平上都出现 遥
渊2冤 语音促进效应量小于正字法
促进效应量袁 而且前者的衰退速
度快于后者遥 渊3冤在三个 SOA水

平上袁 正字法相关条件下的促进
效应量与正字法和语音都相关条

件下的促进量相当遥 第二 袁当
SOA为-150 ms和 0ms时袁 正字
法因素与语音因素之间的交互作

用不显著袁 这表明正字法促进效
应和语音促进效应是独立的袁两
类效应可能出现在图画命名过程

中的不同加工阶段遥第三袁与此同
时袁当 SOA为垣150ms时袁正字法
因素与语音因素之间存在显著的

交互作用遥 这一结果表明两类因
素所产生的效应在这一 SOA 水
平上是非叠加的渊non-additive冤袁
汉语词汇产生的后期可能存在正

字法信息和语音信息之间的双向

联结遥
上述研究已被 Language and

Speech 期刊接受发表 院Zhang,
Q?., Chen, H. -C, Weekes, B., &
Yang, Y. (2009). Independent ef鄄
fects of orthographic and phonolog鄄
ical facilitation on spoken word
production in Mandarin. Language
and Speech, 52, 113-126.

汉语口语词汇产生中独立的正字法

促进效应和语音促进效应
[撰稿院认知与实验心理学实验室 张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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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畅的语言表达思维的

过程中袁 正常人每秒能说出 2
至 5 个单词袁 因此词汇产生过
程具备快速性和复杂性的特

点遥 语言产生的时间进程是语
言产生研究领域一直关注的热

点问题之一遥 已有的时间进程
研究表明概念/语义信息的加工
先于音段信息的加工袁 但很少
有研究探索语义与正字法激活

的时间进程遥
心理所张清芳等采用双重任

务实验范式渊Dual-choice go/nogo
task冤 研究了汉语产生过程中语
义编码和正字法编码的时间进

程遥实验中呈现图片袁要求被试根
据图片的语义信息 渊图片所表示
的客体有无生命冤 和正字法信息
渊图片名称对应单字的结构类型冤

做双重判断遥例如袁在一类实验条
件下袁 如果图片表示的客体是有
生命的袁 被试准备用左手按一个
键袁如果客体是无生命袁被试准备
用右手按另一个键曰 同时被试要
判断图画名称对应单字的结构信

息袁如果单字是左右结构袁被试就
可以按键反应曰如果不是袁则放弃
先前已准备好的按键反应袁 即不
按键遥 图片所采用的事件相关电
位成分为 N200和单侧化准备电
位 遥 在双重实验任务范式中 袁
N200与反应的抑制有关袁而单侧
化准备电位与反应的准备有关遥
实验结果表明袁 在词汇产生过程
中袁 语义编码先于正字法编码大
约 176耀202ms遥 语义条件下的
N200 反映了语义编码曰 与此同
时袁 由于正字法判断任务的复杂

性袁正字法条件下所对应的 N200
比较复杂袁 亦有可能反映了正字
法信息的提取和判断两个加工过

程遥N200和单侧化准备电位的结
果都表明袁 正字法信息的通达依
赖于实验任务的具体要求袁 这一
结果与结论与 Zhang, Markus &
Yang (2007)的实验结果一致遥 文
章中同时讨论了双重任务判断范

式用于探索词汇产生时间进程的

局限性遥
上述研究已被 Brain Re鄄

search期刊接受发表院Zhang, Q?.,
& Damian, M. F. (2009). The time
course of semantic and ortho鄄
graphic encoding in Chinese word
production: An Event-Related Po鄄
tential study. Brain Research,
1273, 92-105.

汉语词汇产生中语义和正字法

编码的时间进程
[撰稿院认知与实验心理学实验室 张清芳]

震的地点和在地

震中有更强烈的恐惧感是预测

PTSD严重程度的最重要因素遥
上述的研究发现表明院渊1冤

PTSD 在汶川地震灾区也是一种

较为常见的心理疾患曰渊2冤 在女
性尧羌族尧受教育水平较低者尧有
更多创伤经历者以及社会支持水

平较低者中 PTSD症状相对比较
严重曰渊3冤灾难发生时的客观和主

观创伤暴露水平是 PTSD症状发
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遥 这些发现
对指导下一步的心理援助工作以

及开展深入的灾难心理学研究具

有重要的意义遥

渊上接第 12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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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

重要方向项目 野汶川地震灾区心
理援助应急研究冶渊KKCX1-YW-
05冤资助袁中科院心理所野灾后应
激心理过程以及心理疾病高危人

群的筛查和干预冶 子课题组王力
博士等一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院
创伤后应激障碍 渊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冤 在汶川
野5.12冶 地震灾区是一种常见的
心理疾患袁 且随着灾难暴露程度
的增加袁PTSD的发生率也会显著
增高遥 相关论文已被国际创伤应
激研究学会渊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raumatic Stress Studies,
ISTSS冤 的会刊 叶Journal of Trau鄄
matic Stress曳接收遥

PTSD 是某些个体在经历了
异乎寻常的威胁性尧 灾难性事件
如自然灾害尧战争尧严重的事故以
及恐怖行为后所发生的一种严重

的尧复杂的心理疾患遥其典型的表
现包括三个临床症状簇院渊1冤反复
重现创伤性体验曰渊2冤对创伤相关
的刺激存在持续的回避袁 同时还
有心理麻木或情感麻痹的表现曰

渊3冤持续性焦虑和警觉水平增高遥
此外袁还可伴随抑郁尧冲动尧自罪尧
记忆减退尧头痛和眩晕等症状袁物
质滥用和自杀的情况也时有发

生遥在东南亚的海啸发生之前袁许
多学者和临床工作者都认为

PTSD 是一种西方人才容易罹患
的心理疾患袁 包括亚洲在内的世
界其它地方并不是易感区域遥 海
啸发生后的流行病学研究彻底颠

覆了这种观念袁研究发现 PTSD在
海啸幸存者中也有很高的发生率遥
亚太地区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

地区遥 中国作为该地区最大的一
个国家袁 也时常遭受自然灾害袁然
而作为中国主体的大陆内地有关

灾后心理健康的应用及研究却非

常的少袁这严重制约了灾后心理援
助的准备和实施工作的进行遥

了解灾难发生后幸存者的心

理健康状况袁 特别是一些常见心
理疾患的发生率袁 对于建立灾后
流行病学档案袁 识别易感人群以
及进行及时有效的心理救援和干

预是非常重要的遥以此为目的袁心
理所王力尧张雨青尧史占彪以及王

文忠在汶川地震发生 3个月后组
织了一次针对地震灾后幸存者的

流行病学调查遥 该研究采用严格
的抽样程序袁 对北川县内的曲山
镇和擂鼓镇两个大型的居民安置

点进行了调查遥 此次调查共抽取
了 1563名 16岁以上的灾后幸存
者袁其中曲山镇安置点 622人袁擂
鼓镇安置点 941遥 对调查结果的
分析显示院 灾情更严重的曲山镇
安置点 PTSD渊筛查阳性冤的发生
率 为 37.8% 袁 亚 PTSD 渊Partial
PTSD袁 即 3个临床症状群中有 2
个为阳性的案例 冤 发生率为
39%袁 至少有一个临床症状群为
阳性的发生率为 80.4%曰 而灾情
相对较轻的擂鼓镇安置点上述情

况的发生率袁分别为 13.0%尧37.9%
和 72.7%遥进一步回归分析的结果
显示袁 在控制了其它因素的影响
后袁女性尧羌族尧较低的受教育水
平尧经历地震的地点尧在地震中受
伤尧丧亲尧地震中有更强烈的恐惧
感以及较低的社会支持水平与

PTSD 症状的严重程度存在显著
关联袁其中经历地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评估与干预

在汶川地震灾区值得关注
[撰稿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王力]

渊下转第 11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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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罗跃嘉研究组在人

类注意功能上的研究取得进展遥
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和

一系列实验研究袁对内源性注意
与外源性注意神经机制的关系

提出了新的见解袁并归纳为野渐
合假说冶或模型遥该研究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袁教育部袁中国科学
院袁美国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资助遥

许多研究者认为内源性注意

和外源性注意是两个独立的系

统袁 这两个不同的系统对加工不
同类型的刺激尧 适应复杂多变的
环境起着特定而重要的作用遥 也
有研究发现内源性注意和外源性

注意激活了一些共同的脑区袁这些
兴奋区域在功能上是否也存在共

同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明遥
以往用于描述内源性注意和外源

性注意神经机制关系的模型相对

比较绝对化袁 没有深入说明这两

类注意在加工过程中的关系袁而
且多数对内源性和外源性注意的

研究都是割裂开来进行的遥
研究采用野提示-靶冶实验范

式袁 通过控制提示物与靶之间的
时间间隔和提示物的有效提示率

来区别内源性和外源性注意袁在
一个实验范式中研究两类注意的

关系遥 ERP和行为实验发现在注
意加工的初始阶段这两类注意的

差别较大袁在内尧外源性注意中袁
被有效提示的靶诱发的 ERP 成
分在波幅和潜伏期上都存在差

异遥观察两类注意的差异波发现袁
初始阶段的波形差异显著袁 而后
差异逐渐减小遥 说明这两类注意
机制不应该是完全独立的系统袁
它们在加工的初始阶段是分离

的袁但是随着加工的深入袁两类注
意趋于一致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遥
由此提出假设袁 新异刺激会激活
外源性注意加工过程中的 野外触

发器冶袁使信息向上传递曰在内源
性注意加工过程中袁当观察者野想
注意冶时会激活野内触发器冶袁使信
息向下传递遥 内源性注意和外源
性注意机制在野外触发器冶和野内
触发器冶上的差异较大袁表现为早
期加工阶段的差别比较明显遥 当
刺激信号进入到下一个加工阶段

的时候袁 也就是注意指向性和集
中性的后期加工阶段袁差异减小袁
加工过程有逐渐合并的趋势遥 这
就是说袁在加工时间进程上袁这两
类注意的加工是一个由分到合的

野渐合冶过程遥此外袁知觉负荷和年
龄都对野外触发器冶和野内触发器冶
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遥

该研究的部分成果已发

表院Yan Wang, Yuejia Luo.渊2007冤
Orienting in voluntary and invol鄄
untary attention condition.
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 spe鄄
cial issue:29-34.

心理所人类注意功能研究取得进展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王妍]

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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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非研究员申请的科研装备

研制项目计划近日获批袁 申请院
支持经费 46 万元袁 项目为期 3
年遥

获批的项目名称为院 用于人
类及实验动物行为学研究的可编

程控制系统遥 此项系统是指在特
定实验要求下袁 采用标准的电子
线路版尧 行为控制零件并使用编
辑好的特定程序袁 通过输入输出
界面袁以毫秒级的时间精度袁感知

和控制人与动物行为的一套系

统遥 此系统对于更为灵活尧精确
地开展行为学研究袁并配合脑功
能研究技术探索行为的中枢和

心理机制袁都具有重要的应用意
义遥 此项目得到了评审专家组的
一致认可袁指出野此项目是对行
为学研究所需的一种先进的手段

和系统袁 项目有意义袁 为国内短
缺,项目设计有一定的创新性袁研
究队伍具有良好的基础科研和仪

器研发基础冶遥
院科研装备研制项目是为了

提高我院科研装备的自主创新能

力袁 推动我院技术支撑系统和人
才队伍建设袁 促进原始性科技创
新成果的产出袁 而设立的资助项
目遥 此次罗非研究员申请的项目
获批在我所尚属首次袁 对我所今
后申请更多的科研装备项目打下

了基础遥

第四十五批博士后科学

基金面上资助获得者名单近

日在中国博士后网站公布袁我
所博士后于路 渊张侃课题组冤
获得二等资助遥

据悉袁 全国共有 1587人
获得第四十五批博士后科学

基金面上资助遥 其中 217人获
得一等资助袁每项资助力度为
5万元人民币袁1370人获得二

等资助袁每项资助力度为 3万
元人民币遥 项目周期为两年遥

在心理学一级学科领域袁
电子科技大学的 1 名博士后
获一等资助袁北京大学尧清华
大学尧中国人民大学尧中科院
心理所尧西南大学尧辽宁师范
大学尧陕西师范大学和浙江大
学的 9 名博士后分别获得二
等资助遥

罗非研究员获批中科院科研装备研制项目
[撰稿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高歌]

于路博士后获第四十五批博士后

科学基金面上资助
[撰稿院研究生部 杨光炬]

科研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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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09年 8月袁心理所本年度已录用新职工 29人袁均具有博士学位遥其中野百人计划冶人选 5人袁海外
留学回国人员 3人袁国内应届毕业生 14人袁出站博士后及其他 7人遥 他们的基本情况如下院
渊一冤已经到位的心理研究所野百人计划冶渊2人冤

心理所 年录用新职工二十九人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周莹]

姓 名 留学单位 所属部门 研究方向 岗 位

蒋 毅 University of Minnesota袁US 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 视知觉 研究员

周 雯 Rice University袁US 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 嗅觉 研究员

渊二冤海外留学回国人员渊3人冤
姓 名 留学单位 所属部门 研究方向 岗 位

潘垚天 University of Calgary袁CA 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 人力资源管理 副研

李佳音 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 罗非课题组 应用型科学研究与项目开发 助研

杨剑锋
Weill Medical College of

Cornell University袁US 杨玉芳课题组 语言认知及其神经机制 助研

渊三冤应届毕业生渊14人冤
姓 名 毕业院校 所属课题组 研究方向 岗 位

孙 彦 中科院心理所 李 纾课题组 行为决策 助研

段小菊 中科院心理所 施建农课题组 儿童心理与行为 助研

郭黎媛 北京大学医学部 王 晶课题组 生物信息学 助研

韩 茹 中科院心理所 王文忠课题组 危机干预与灾害心理学 助研

黄 佳 中山大学 陈楚侨课题组 神经心理与应用认知神经科学 助研

李会杰 中科院心理所 李 娟课题组 毕生发展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 助研

李卫君 中科院心理所 杨玉芳课题组 言语认知 助研

李晓鸥 中科院心理所 张 侃课题组 工程心理学 助研

刘彤冉 中科院心理所 施建农课题组 儿童心理与行为 助研

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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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1 日上午袁 心理所在 421
会议室举行了 2009年度第三次入职
竞聘答辩会遥会议由张建新副所长主
持遥 会议邀请了北京大学尧北京师范
大学尧首都师范大学以及我所的 9位
专家担任评委遥

经过自由申请和资格审查袁出站
博士后王力获得此次竞聘答辩资格遥
王力博士 2006年 7月毕业于北京师
范大学并获博士学位袁2007 年 8 月

进入心理所博士后流动站袁 已发表
SCI/SSCI/EI 论文 8 篇袁 其中 6 篇为
第一或通讯作者袁主持过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和中国科学院王宽诚博士

后工作奖励基金各一项遥
会上王力博士从个人基本情况尧

已有研究基础和入所后研究工作设想

等三个方面做了答辩报告袁 并回答了
评委的提问遥 经专家评审和所务会研
究袁同意聘任王力博士为副研究员遥

心理所举行 2009年度第三次入职竞聘答辩会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周莹]

周 洁 中科院心理所 王二平课题组 社会预警 助研

张 镇 中科院心理所 王文忠课题组 危机干预与灾害心理学 助研

张文彩 中科院心理所 罗 劲课题组 心理健康与认知神经科学 助研

姓 名 毕业院校 所属课题组 研究方向 岗 位

雍 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翁旭初课题组 汉字认知与脑功能成像 助研

王 妍 中科院心理所 韩布新课题组 老年心理学 助研

姓 名 出站院校或原单位 所属课题组 研究方向 备 注

祝卓宏 301医院 张建新课题组 危机干预与灾害心理学 助研

魏高峡 中科院心理所 罗 劲课题组 心理健康与认知神经科学 助研

梁竹苑 中科院心理所 李 纾课题组 行为决策 助研

周 媛 中科院心理所 李 纾课题组 行为决策 助研

黄 峥 中国人民大学 陈祉妍课题组 国民心理健康 助研

王 力 中科院心理所 张建新课题组 震后心理应激与心理疾患 副研

白云静 中科院心理所 郑希耕课题组 药物成瘾 助研

渊四冤出站博士后及其他渊7人冤

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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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新职工在踏上岗位前

对我所科研布局尧发展战略尧组
织结构尧 管理办法以及研究所
文化等有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袁9
月 3日上午袁 人教处邀请所长
张侃袁副所长傅小兰尧张建新尧
李安林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为

08尧09年入职的 54名职工进行
了为期一天的培训遥 会议由张
建新副所长和人教处处长周智

红主持遥
会上袁 张侃首先对大家加

入我所表示热烈欢迎袁 然后对
我所的发展历史尧战略规划尧创
新价值链等进行了介绍遥 他从
个人成长和组织发展双向共赢

的角度逐步深入袁 对中国心理
学的新兴中坚力量寄予了厚

望袁 并勉励新入所职工要为打
造心理学国家队的实力而努

力遥 傅小兰从国立科研机构的
科研工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与

责任出发袁 对新入所职工的科
研行为尧 科研道德以及科研价
值观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引导和

教育遥 张建新向新员工介绍了
我所科技及管理支撑人员的年

龄尧学历分布等情况袁并重点讲

述了我所激励杰出青年人才的

系列举措袁 为大家今后的职业
生涯规划做出了明确指导遥 李
安林最后从研究所科技创新以

人为本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角度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

党课遥
下午袁 各职能部分负责人

分别针对各自主管的业务进

行了发言遥 科研业务处刘正奎
处长对科研经费申请途径尧流
程进行详细的说明袁并对我所
科研资源的管理进行了介绍曰
公用实验室主任黄景新博士

介绍了公用实验室的申请尧有
偿使用尧 保护的相关管理细
则曰科研业务处张永博对政府
采购与资产管理办法进行了

说明曰档案室王桂荣讲解了科
技档案的归档及收集流程曰财
务处黎勇处长详细说明了我

所经费的使用和报销的有关

规定曰行政处高云处长介绍了
行政管理事务一般情况曰综合
办公室刘浙华主任对所办党

务和政务工作情况做了详尽

的说明曰网络中心冯玲主任对
我所局域网概况和使用规定

心理所召开 2009年新职工入所培训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周莹]

队伍建设

会场

张侃所长作报告

傅小兰副所长作报告

张建新副所长作报告

李安林副书记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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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1日袁心理所在 421会
议室举行了优秀副研答辩会遥 会
议由张建新副所长主持遥 来自北
京大学尧北京师范大学尧首都师范
大学以及我所的 9名专家参与并
担任评委工作遥

根据 叶心理所优秀青年人才
激励暂行办法曳 和心理所岗位管
理的相关规定袁经过自由申请尧资
格考察袁 我所副研究员张清芳进
入书面和答辩评审程序遥 张清芳
博士自 07年 1 月任副研究员近

三年以来袁 先后出访英国 Sussex
大学心理系尧Bristol 大学实验心
理学系袁 以第一作者发表的 SCI/
SSCI/EI文章共 7篇袁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2项尧 国家社科基金
1项尧 英国皇家学会资助项目 1
项尧心理所青年科学基金 1项遥会
上袁 张清芳副研究员介绍了任期
内的工作成果以及未来的工作打

算袁并回答了评委的提问遥会后袁9
名评委进行了评审袁 并进行无记
名投票遥按照野经三分之二渊含冤以

上应到评委投票表决同意推荐

后袁报所务会集体研究冶的规则袁
评审委员会同意推荐张清芳副

研究员为野优秀副研冶袁并报所务
会集体研究遥

8月 27日袁经所务会研究决
定袁 张清芳同志被评为我所优秀
副研研究员袁授予野心理研究所杰
出青年冶称号袁并按规定给予 40
万元住房补贴和 100万元研究经
费奖励遥

心理所举行优秀副研答辩会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周莹]

张清芳做野优秀副研冶答辩报告

进行了介绍曰保卫处李苏炜处长
对我所安全保卫管理的相关规

定进行了形象具体的说明曰研究
生部杨光矩副处长介绍了导师

遴选尧 招生的基本规定和流程曰

最后人教处周智红处长对人事

管理的相关政策进行了说明袁并
对此次培训作了总结袁表达了对
大家的殷切希望遥

培训结束后袁 人教处向新职

工分发了 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贯彻中科院研究所综合管理条

例配套制度曳袁为大家更好地理解
研究所的各项规章制度提供了文

献参考遥

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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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2日袁 应李纾研究员邀
请 袁 意大利 Trento 大学 Nicolao
Bonini 教授在我所进行了为期一
周的学术交流遥

Bonini 教授是判断与决策领
域颇有影响的学者袁他的研究主要
关注决策偏差的机制及其在公共

政策尧 消费行为等领域的应用袁他
带领的研究团队目前承担着多个

相关的欧盟项目遥 多年来袁Bonini
教授和李纾研究员一直保持着良

好的合作关系袁此次双方再一次就

今后可能的合作方向尧合作
课题进行了深入商讨遥作为
欧洲决策学会的下一任主

席袁Bonini教授希望在他的
任期内进一步加强心理所

和欧洲判断与决策学界的

交流遥
6月 24 号上午袁Bonini

教授为全所师生做了题为叶Periph鄄
eral information and Preference曳的
学术报告遥 报告会后袁大家展开了
深入而热烈的讨论遥 之后袁针对李

纾研究员课题组正在做的一些决

策研究袁Bonini教授又和课题组的
成员就论文的修改以及选题进行

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遥

7月 10日上午袁 大连理工大
学神经信息学研究所所长唐一源

教授应邀来所作报告袁报告的主题
是野探索身心相互作用的机理及其
应用冶遥傅小兰副所长主持报告会遥

唐一源教授是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脑与认知

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高级访问学

者袁 同时也是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
室客座教授遥他是全球人类脑计划/
神经信息学工作组中国代表袁 主要
从 事 脑 功 能 成 像 (fMRI袁PET/
SPECT袁ERP)尧语言认知的脑内信息

加工网络及模式尧 心理精神问题的
脑机制及其干预策略尧 身心相互作
用机制及自我调节尧 自然医学及整
体医学尧神经信息学等领域的研究遥

在报告中袁唐教授主要介绍了
他和他的团队对野整体身心调节法

渊IBMT冤冶的效果及机制进行的研究
成果遥 精彩的报告和研究引起了在
场学生及老师的高度兴趣袁 很多听
众踊跃提问遥 在一个多小时的问答
结束之后袁很多学生依然意犹未尽袁
与唐教授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遥

大连理工大学神经信息学研究所
唐一源教授应邀来所作报告

[撰稿院科研业务处]

意大利Trento大学Bonini教授应邀来所进行学术交流
[撰稿院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 孙彦]

Nicolao Bonini教授作报告

报告会现场唐一源教授作报告

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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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6日袁 美国南达科他州
大学王晓田教授应李纾研究员邀

请来所做了有关野进化心理学与行
为决策冶的主题报告遥 报告会由社
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主任李纾

研究员主持,我所张建新尧王二平尧
朱莉琪研究员及北大心理系苏彦

捷尧北航皇甫刚以及自动化所的师
生参加报告会遥
王晓田系美国南达科他州大

学心理学系教授袁也是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袁并曾任德国
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人类发
展研究中心访问科学家袁香港科技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访问教授袁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道尔

基金会资助项目主持人,美国麦克
阿瑟基金会尧香港研究委会尧中国
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项目成员袁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特邀评审

专家组成员袁经济生物学杂志
的专刊主编以及 27种专业杂
志特邀审稿人遥 王晓田教授现
任行为决策杂志编委袁行为和
脑科学杂志特邀评论员, 中国
国家基金委管理学部海外评

审专家遥
报告会上袁王晓田教授结

合自己最近发表的论文袁就进化心
理学与行为决策研究进行了生动

的阐述遥他的研究着眼于对人类决
策的本质特征和行为的适应性(有
限理性袁进化理性袁生态理性袁社会
理性)袁 以心理学的实验方法探讨
风险决策和决策偏差的机制遥 近

期袁王晓田教授在三参照点理论的
验证研究尧女性配偶选择中的线索
偏好和信息加工方式尧情绪和任务
框架对风险偏好的影响等均有论

文发表遥 在自由提问的阶段袁王晓
田教授与广大师生分享了自己在

基金申请和评审的经验袁让在座的
师生受益颇多遥 之后袁针对李纾研
究员课题组正在做的一些决策研

究袁王晓田教授又和课题组的成员
就论文的修改以及选题进行了富

有建设性的讨论遥王晓田教授一直
与李纾研究员保持良好的合作关

系袁此次双方再一次就今后可能的
合作方向尧 合作课题进行了交流袁
达成了共识袁期待进一步合作遥

美国南达科他州大学王晓田教授

应邀来所作报告
[撰稿院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 殷晓莉]

王晓田与李纾课题组合影

王晓田教授作报告

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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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袁 美国 Washington
大学陈晓萍教授应邀来我所作了

题为野叶组织行为和人类决策过程曳
渊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鄄
man Decision Processes冤 期刊如何
处理稿件钥冶的报告遥报告会由社会
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主任李纾研

究员主持袁心理所尧北师大尧北大心
理系以及光华管理学院的师生参

加报告会遥
陈晓萍教授是组织行为和人

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成绩卓著的研

究者袁主要的研究兴趣包括跨文化
管理尧个体和群体决策尧领导学尧商
业谈判尧企业公民行为等等遥 她的
学术论文曾发表于如 Organiza鄄
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鄄
sion Processes 渊OBHDP冤袁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袁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袁Management

Science 等全球顶尖的学
术期刊遥陈教授曾数次获
得美国科研教学大奖袁如
Dean爷s International Re鄄
search Award 渊迪恩国际
研究奖冤袁Charles Summer
Teaching Award (查尔斯.
夏教师奖 )袁Outstanding
Ph.D. Mentor Award (杰
出博士教师奖)等遥 陈晓

萍教授还兼任 Organizational Be鄄
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鄄
cesses 的副主编袁International As鄄
sociation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IACMR) 副主席袁叶管理
@人曳的执行总编遥
报告会上袁陈晓萍教授介绍了

OBHDP的稿件处理流程和 review鄄
er评价稿件的主要评审标准袁帮助
大家学习如何才能写出高水平的

论文遥 陈教授说袁 做研究就像
group discussion袁是
对某一研究领域共

同感兴趣的人通过

论文进行的对话袁研
究者要努力野加入到
会话中来冶遥 报告结
束后袁与会听众就研
究设计和论文写作尧
投稿尧稿件修回等过

程中遇到的或感兴趣的问题与报

告人进行了交流袁陈教授分别予以
正面回答并有针对性地提供了许

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遥大家纷
纷表示袁今天的讲座和讨论使人获
益匪浅遥
陈晓萍教授不仅是一位杰出

的学者袁也是叶平衡要要要工作和生

活的艺术曳和叶幸福的决定因素曳等
散文集的作者遥李纾研究员事先准
备了几本陈教授的新作叶幸福的决
定因素曳袁 于报告结束后请她签名
赠送给与会听众遥 叶幸福的决定因
素曳收录了陈晓萍教授这两年来忙
里偷闲写成的一些短文随笔袁其中
有对职场现象和管理问题的思考

和体悟袁也有旅行影视亲子等生活
乐趣遥相信幸运拿到赠书的老师和
同学袁都能从陈教授优美的文笔中
获得关于用心研究尧快乐生活的许
多启迪遥

美国华盛顿大学陈晓萍教授应邀来所作报告
[撰稿院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 李金珍]

陈晓萍教授作报告

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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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3日下午袁应罗非研究
员邀请袁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秋云海研究员来我所作了题

为野Neuroimaging study of placebo
analgesia in humans冶渊安慰剂镇
痛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冤 的学术报
告袁 此讲座围绕安慰剂镇痛的机

制展开遥我所傅小兰尧罗劲尧罗非尧
王二平研究员袁王锦琰副研究员袁
张文彩尧 李怡萱助理研究员以及
部分学生参加了报告会遥

秋云海博士结合他在密西根

大学医学院所做的系列工作袁系
统介绍了安慰剂镇痛研究的进

展遥在研究中袁秋云海利用时间分
辨率较高的脑电图渊EEG冤和脑磁
图渊MEG冤尧空间分辨率较高的功
能性磁共振成像 渊fMRI)袁 以及
[11C]carfentanil 标记的内源性吗
啡肽受体和 [11C]raclopride 标记
的多巴胺受体正电子发射断层成

像渊PET冤等技术袁从分子水平到
整个大脑系统功能影像角度袁来
探索和阐明神经性疾病如肌纤维

疼痛等的神经机制遥 报告着重介

绍了 fMRI和 PET在安慰剂治疗
疼痛中的最新研究进展袁 提出第
一痛和第二痛的 fMRI 信号表现
及活动脑区分布差异袁 为疼痛的
区分和治疗提供了实验依据遥 此
外袁秋云海还介绍了内源性吗啡
肽和多巴胺及其相关受体在安

慰剂镇痛中的调节作用遥 他的研
究工作为将来的有效治疗提供

了影像和临床神经电生理方面

的科学依据遥
秋云海博士的报告深入浅

出袁 在场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均
显示出浓厚兴趣遥 大家纷纷就
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与秋博士展

开了热烈地讨论和交流袁 这为
以后进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奠

定了基础遥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秋云海研究员

应邀来所作学术报告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李胜光]

学术报告会现场

秋云海研究员作报告

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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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开展老年心理健

康的研究工作袁 李娟研究员组织
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师生袁 积极
参加了认知行为疗法渊CBT冤与老
年心理健康高级培训班遥

本次培训于 8月 8日到 8月
11日在朝阳区柳芳社区举行袁是
由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心理专

业委员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发展

心理研究所联合推出的不同流

派国际心理学家系列培训课程

的首期培训遥 首期培训的主讲人
是来自英国的 Ken Laidlaw 博士
渊临床心理学博士尧 哲学博士尧英
国资深临床心理治疗师冤袁他拥有
二十多年从事认知行为治疗理论

与实践的丰富经验袁 目前兼任爱
丁堡皇家医院老年精神科门诊主

任遥 除了出诊和督导来自英国各
临床机构的心理治疗师袁 他还受
聘于爱丁堡大学临床心理系任专

职高级讲师遥
在为期三天的培训中袁Ken

Laidlaw 博士深入浅出的讲述了
CBT的基础理论尧技术及技巧袁同
时还重点讲述了如何对老年群体

中的抑郁及焦虑患者进行心理治

疗遥 通过采用
分组的形式 袁
小组成员得以

对众多案例进

行充分的讨论

和交流遥 在培
训结束后袁Ken
Laidlaw 博 士

还特地对社区

中的几位老年人进行了现场咨

询袁很好的演示了 CBT在老年人
中的应用遥

通过这次培训袁 老年心理中
心成员不仅系统学习了 CBT 的
框架及操作技巧袁 而且也深入社
区了解了如何应用 CBT 对老年
人进行干预袁 有助于以后研究工
作的开展遥

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组织成员积极参与
认知行为疗法与老年心理健康高级培训班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李会杰]

老年心理研究中心部分师生与 Ken Laidlaw博士合影

老年心理研究中心成员与 Ken Laidlaw博士及社区负责人和老人合影

合作与交流

23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閕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COMMUNICATIONS

2009年 8月渊总第 165期冤

为更好地服务灾区群众袁解
除受灾群众的心理伤痛袁 有效开
展心理援助袁8月 15日袁 心理所
和李连杰壹基金合作袁 在绵竹市
教育局支持下建立的绵竹市心理

服务中心正式运行袁 这是一个连
续三年的灾后心理援助服务项

目遥此项目得到了心理所副所长尧
心理援助行动总指挥张建新及危

机干预中心副主任史占彪的亲临

指导袁还接待了日本尧美国及国内
三批专家参观指导遥

自 7月 1日筹建心理服务中
心以来袁 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绵
竹工作站站长祝卓宏博士用 15
天时间招募志愿者尧租赁场地尧装
修房屋尧配置办公用品尧建设规章
制度尧规范服务流程尧培训志愿者
等袁 并于 7月 15日挂牌试运营遥
试运行一个月以来袁 共开展培训

5 次袁受训人员 80 人次袁接待咨
询 29人次遥

绵竹市心理服务中心将接待

更多来访者袁开展更多培训袁同时
将配合 100865 心理减压热线和
移动心理援助平台尧 网络心理援

助平台等不断完善 野一线两网三
级冶心理服务模式袁培养绵竹心理
骨干教师尧指导社区社工志愿者袁
科学尧系统尧持续尧有效地在灾区
开展心理援助袁体现野创新为民尧
科技救灾冶的服务宗旨遥

心理所成立绵竹市心理服务中心
[撰稿院危机干预中心绵竹站]

绵竹市心理服务中心试运营

李连杰壹基金项目经理检查验收中心建设

张建新副所长尧史占彪副主任莅临中心指导工作

心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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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援助

为了缓解板房居民因炎炎夏

日和暴雨袭击带来的身心压力袁8
月 22日袁由心理所北川站和香港
大学行为健康教研中心联合举办

的野北川永兴板房社会工作站冶联
合永兴板房管委会在北川永兴

板房内举办了一次暑期大型游

园会活动遥 此次活动得到了完美
春天志愿者尧四川警察学院警务
援助队和希望九洲儿童友好家

园永兴站站板房等志愿者组织

的帮助遥

经过筹备尧宣传尧动员袁组织袁
发奖和疏散等流程袁 历时 3个小
时左右袁游园会终于降下帷幕遥此
次活动本着 野给学生一个美好的
暑假袁给居民一段完美的消夏冶的
理念袁共设 13个摊位袁包括猜灯
谜袁三人四足袁夹弹珠袁端乒乓球袁
吹乒乓球袁贴鼻子等 10个游戏摊
位袁还有茶艺袁卡拉 OK袁家庭合
影等 3个服务摊位遥 活动过程中
发放活动券 800余张袁 直接参与
人次 800余次袁 参与人数 500人

左右袁 其中学生和儿童达 300余
人袁其他人群包括妇女尧老人尧残
疾人尧成年男性等遥

开办暑期游园会袁 是板房区
以社区工作方式开展心理援助的

新形式袁 它以群众和学生为真正
的主体袁通过轻松活泼的形式袁对
灾区群众的心灵伤痛潜移默化地

进行疏导遥通过类似活动袁可以协
助居民和学生回归正常生活袁撕
掉野灾民冶的标签袁在心情愉悦的
同时袁尽情释放和缓解心理压力遥

北川举行板房暑期大型游园会
[供稿院危机干预中心北川站 史占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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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同密度的气

体混合物遥 Allegra 64R台式高速
冷冻离心机可在常温或低温下

将各种生物物质渊如细胞尧蛋白尧
核酸尧细胞膜尧亚细胞组份等冤尧

血液组份尧病毒等分离尧纯化和
浓缩袁并能制备尧收集微生物尧细
胞碎片 尧 细胞 尧 大的细胞器 尧
DNA尧RNA等遥 离心机在心理学
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袁如

在心理神经免疫学研究中袁借助
离心机可以提取组织或血液中

的蛋白尧基因袁通过对目的蛋白尧
基因表达的研究袁从而解释心理
现象遥

心理援助

北川属于汶川大地震极重灾

区袁 遇难人数达 3万余人袁14万
幸存者者中袁 许多人承载着家园
摧毁尧亲人遇难的深重痛苦遥据我
们的研究结果袁 北川灾区群众
PTSD 筛查阳性为 15豫原20豫袁干
部和教师等在职人员 20豫原25豫袁
为这些现实中遭受重大丧失袁心
灵深处承受严重创伤的人群提供

专业尧 系统尧 持续的心理干预工
作袁 是摆着危机干预中心迫切而
紧要的任务遥

除了常规性的心理援助工作

以外袁 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北川
站与无国界医生组织一起合作袁
自 20008 年 11 月 12 日至 2009

年 8月 15日袁开展长达 9个月的
深入合作袁 先后在北川地区的擂
鼓板房社区袁 永兴板房袁 竹林板
房袁 八一帐篷学校四个工作点设
立心理辅导站袁 在全国范围内招
募长期合作心理咨询师共 17名袁
先后开展了 4000余人次的心理
访谈袁 其中为 563位患者提供了
5次以上的深入尧系统心理治疗袁
其中 86%的患者的状况都有了
非常好的改善遥

中科院心理所与无国界医生

野灾区高危人群心理健康关怀项
目冶的有效开展袁首先为灾区群众
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心理干预服

务袁 极大程度地缓解了灾区群众

的心灵伤痛袁同时袁也为灾区心理
援助的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操作

性的典范遥项目实施过程中袁心理
援助志愿者由中科院心理所和无

国界医生共同管理袁 接受每周一
次的团体督导和每周 2原3 次的
现场督导袁 志愿者在从事灾区服
务的同时袁 也在危机干预的实践
中得到了成长遥

随着项目的告一段落袁 目前
危机干预中心正在与无国界医

生探讨新的合作模式袁 工作重点
将逐渐转向那些在灾难中丧子丧

偶袁寻求再婚再育的困难女性袁双
方力求在灾区开展持久尧 深入的
合作遥

北川灾区高危人群心理干预取得阶段性成果
[撰稿院危机干预中心北川站 史占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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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原23 日袁野中日合作地
震灾区心理援助第一期骨干培训

班冶在四川成都顺利举办遥 这次培
训袁是在 2月份的预先培训基础上
的正式培训遥 由日本国际协力机
构尧全国国妇女联合会承办袁中科
院心理所袁北京师范大学尧四川师
范大学等学术机构积极参与遥

本次培训共有 100 名来自四
川尧 甘肃和陕西的三省代表参加遥
其中有我所工作站渊绵阳尧什邡和
绵竹冤的志愿者 22人遥 会议期间袁
开了两次专家讨论会袁分别就本次
培训和 5年规划进行了讨论遥张建
新副所长尧史占彪尧祝卓宏一起向
专家组提出了关于 野人员相对固
定袁学员跟进督导尧设点开展工作尧
设立社区心理辅导员资格尧中日联

合编写教材冶等建议袁得到了全妇
联和日方专家的充分认可遥
四天培训期间袁张建新副所长

参加了专家研讨会和第一天的

主持工作袁史占彪尧祝卓宏尧龙迪
先后为培训提供了 5次讲座袁我
所专家自始至终分别在教育系

统和社区系统全程参与培训尧讨
论和互动过程袁与日方专家接触
很充分袁与地方心理援助人员沟
通也很深入遥心理所的灾区工作
经验和授课内容得到了与会代

表的高度评价和彰显遥
野中日合作地震灾区心理援

助骨干培训冶 项目将持续 5年袁
张建新副所长为专家组顾问袁文
忠作为专家组副组长袁 史占彪尧
祝卓宏尧龙迪尧张雨青为培训专

家袁 心理所专家将与日本专家尧国
内专家开展广泛合作袁将灾区心理
援助工作不断推向深入遥

心理援助

心理所专家积极推动灾后四川心理援助
骨干人员培训工作

[撰稿院危机干预中心 史占彪 祝卓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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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机是一种结构复杂的高

速旋转设备遥 它将装有样品溶液
的离心管尧 瓶或袋的转头置于离
心轴上袁 利用转头绕轴高速旋转
所产生的强大离心力袁 使样品中
不同性质的颗粒相互分离袁 实现
样品的分析尧分离遥

离心机的种类很多袁 根据划
分标准不同袁可以进行不同分类院
按分离因素可分为院常速离心机尧
高速离心机尧超速离心机曰按操作
方式可分为院间隙式离心机尧连续
式离心机曰按工艺用途可分为院过

滤式离心机尧沉降式离
心机尧 离心分离机等遥
生理心理学实验室的

这台离心机是 Beckman
公司生产的型号为 Al鄄
legra 64R 台式高速冷
冻离心机袁其结构主要

由电机驱动系统尧制冷系统尧转头
和系统控制等部分组成遥 该机转
速可在 100 rpm至 30袁000rpm间
进 行 调 控 袁 最 大 离 心 力 为
64袁400g袁 备有 3 种角转头 渊12伊
2.0ml/1.5ml曰10 伊10ml曰6 伊50ml冤袁
温度设定范围为-20 ~ +40益袁具
有转速高尧离心力大尧灵活性高等
特点遥

其工作原理是院受重力场的
作用袁静止不动的悬浮液中的细
小颗粒会逐渐下沉袁 粒子越重袁
下沉越快袁反之密度比液体小的

粒子就会上浮遥粒子移动的速度
与自身的大小尧形态尧密度袁重力
场的强度及液体的粘度有关遥离
心就是利用离心机转子高速旋

转产生的强大离心力袁加快液体
中粒子的沉降速度袁把样品中不
同沉降系数和浮力密度的物质

分离开遥
近年来袁 随着离心机构造和

离心方法的不断改进袁 离心机的
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袁 目前已被广
泛应用于生物制品尧医药研究尧石
油工业尧化工尧纺织轻工尧食品卫
生尧农业研究尧冶金尧煤炭尧选矿尧
船舶尧环保尧军工等领域遥 它可以
将悬浮液中的固体颗粒与液体分

开袁可以将乳浊液中密度不同尧互
不相溶的两种液体分开袁也可以
对固体颗粒按密度或粒度进行

分级袁甚至可以分

生理心理学研究平台设备介绍
要要要Allegra 64R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

[供稿院公用实验室]

平台建设

渊下转第 26页冤

编者按院了解实验平台设备的基本构造尧工作原理和应用情况是开展正常科研活动的前提和基
础遥 生理心理学公用实验室将分期分批对有关平台设备进行介绍袁希望此做法能进一步提高平台设
备的使用效率袁更好地为科研工作服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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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2日下午袁心理所召
开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袁认
真学习贯彻北京分院近日下

发的研究所所长负责制尧所党
委工作尧职工代表大会尧学术
委员会工作叶实施细则曳遥 所领
导尧党委委员尧纪委委员尧职代
会常设主席团成员尧学术委员
会成员尧各研究室室主任和各
职能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会议遥
会议由李安林副书记主持遥 京
区党委北郊片联络员李利军

到会指导遥
会上袁 与会人员对北京分

院下发的四个细则进行了认

真的学习和讨论袁 所长张侃尧
党委副书记李安林尧工会主席
罗劲尧学术委员会主任林文娟

分别对照细则的具体内容袁结
合工作实际和学习体会做了生

动的报告袁 并就如何贯彻执行
上述细则进行了讨论遥

会议一致认为袁 四个实施
细则是与 叶中国科学院研究所
综合管理条例曳 相配套的操作
性规章袁 是研究所各方面工作
的重要指导性文件遥它的颁布袁
对更好地贯彻落实 叶中国科学
院研究所综合管理条例曳袁进一
步规范研究所民主决策程序袁
对所长负责制的有效实行袁所
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和监督作用

的有效发挥袁 对推进研究所民
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袁 以及研究
所的有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

证遥

心理所召开党委中心组扩大会

认真学习贯彻叶实施细则曳
[撰稿院党办]

党群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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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
与院监察审计局编印了 叶反腐倡
廉警示录要要要违纪违法案例选

编曳遥为更好地抓好反腐倡廉教育
和党风廉政建设袁 筑牢拒腐防变
的思想道德防线袁6 月 19 日袁心
理所党委和纪委共同组织了 野学
案例 鸣警钟冶活动袁要求各党支
部联合部门袁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尧
科研骨干尧 管理骨干及研究生学
习相关重点案例袁 在学习过程中
认真剖析腐败根源袁认清危害遥

根据我所党风廉政建设宣传

活动月的安排袁 为使领导干部接
受生动直观的反腐倡廉法制教

育袁6月 25日袁 在纪委委员王二
平和党委委员陈毅文的带领下袁
全所近 20名领导干部及群众前

往北京市反腐倡廉

法制教育基地参观遥
在观看 野权与

法冶 警示教育片后袁
大家前往展厅参观遥
展览分为使命篇尧惩
治篇和预防篇三部

分袁通过文字尧图片尧
实物尧 多媒体等形

式袁分别列出了 2000年以来北京
市检察机关办理的重大案件袁展
示了首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成果遥其中袁使命篇主要表明
了党和国家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的高度重视袁 展示了党

中央反腐败建设的一系列文件和

批示及近年来取得的成绩遥 惩治
篇主要是通过贪污罪尧 贿赂罪以
及渎职类犯罪的多个案例袁 揭露
了贪官们滚鞍落马的犯罪历程袁
其中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案件近

年来不断增加袁 引起了全社会的
关注遥 预防篇主要展示了党中央
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

抓袁加快惩防体系的建设遥
一块块展板尧一幅幅图片尧一

封封悔过书袁 让所有参观者深切
感受到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和腐败

堕落行为必要付出的沉重代价遥

心理所认真开展野学案例 鸣警钟冶等
一系列警示教育活动

[撰稿院党办]

党群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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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职工身心健康袁舒缓
工作压力袁8月 2日袁所工会组织
我所职工及家属共计 39 人赴辽
宁兴城疗养袁开始了野快乐兴城
之旅冶遥

辽宁省兴城市位于锦州市

西南部袁 集明代古城尧 温泉尧首
山尧兴城海滨尧菊花岛于一体袁是
全国闻名的旅游度假胜地遥 在笔
架山袁大家踏上海上神路袁纷纷
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曰在辽东

湾内最大的岛屿要要要菊花岛袁大
家充分沐浴海岛上原生态的自

然风光曰在海滨浴场袁大家尽情
享受美好的阳光尧 沙滩和海浪遥
在 4天的旅游行程中袁兴城的美
景尽收眼底袁可以说袁大家在此
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盛夏之旅遥

本次兴城之旅袁不仅使大家
缓解了由于日常快节奏工作和

生活带来的紧张情绪袁达到了放
松情绪尧调理身心的目的曰同时袁

在这次轻松愉悦的旅行途中袁不
同部门的人员相互交流袁深入了
解袁亲如一家袁获得了良好的沟
通袁这不仅能够促进大家未来的
工作热情袁也是心理所文化建设
的一部分遥

所工会组织野快乐兴城之旅冶疗养活动
[撰稿院工会]

笔架山合影

党群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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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5日袁北京市未成年人
保护委员会尧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
会尧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联合发文袁 对近几年来为北京
市未成年保护工作开展和维护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做出突出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袁 心理所心
理咨询治疗中心获得 野北京市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集体冶称号袁
高晶尧高文斌副研究员荣获野北京
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个人冶
称号遥

作为我国心理学领域的权威

综合性科研单位袁 心理所一直致
力于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研

究袁 同时针对我国未成年人几大
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现状予以特

别关注遥近年来袁该所联合心理学
界的其它力量袁 陆续开展了旨在
针对预防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的

野虹计划冶曰奥运期间袁针对北京市
野三失青少年冶的现状调研和对奥
运会志愿者的心理热线咨询服

务曰 在全国 6个省市范围内开展
的对我国留守和流动儿童的心理

健康状态调研以及干预工作等遥

这些有针对性的

科研研究方向和

心理支持服务工

作的开展袁为科学
合理地认识我国

未成年人的心理

健康状况袁并针对
这些现状探索有

效的干预模式提

供了科学依据遥
上述工作得

到了北京共青团

北京市委员会等

上级部门的大力

支持和肯定 袁普
遍认为袁 该所提
供的心理服务有

较强的针对性和

实用性袁 同时作
为北京市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的重

要内容之一 袁关
注未成年人的心

理健康教育和成长也具有深远

的社会意义遥随着此项工作的不
断深入开展袁心理研究所将为我

国和我市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

成长提供更科学更专业更有效

的科研和服务支持遥

心理所荣获“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先进集体”称号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王利刚]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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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科研档案的管

理工作袁 保证档案的归档率和归
档质量袁7月 15日上午袁 心理所
档案室特邀中科院计算所档案室

岳楠同志为我所兼职档案员以及

各室/研究中心秘书作了题为野如
何加强科研档案归档工作冶 的报

告遥 傅小兰副所长出席培
训会袁 会议由党委副书记
李安林主持遥

岳楠在报告中强调了

档案工作的重要性袁 清晰
阐述了科研管理机构及课

题组各自对档案工作的职

责划分袁 以及如何分门别
类进行档案收集工

作遥此外袁岳楠还就
计算所的档案管理

工作介绍了自己的

经验体会袁 我所兼
职档案员也就心理所的

科研项目特点进行了积

极的提问遥 这次培训达到
了良好的效果袁对我所加
强科研档案工作是一次

重要促进袁也提高了课题
组科研人员的档案工作

意识遥
报告结束后袁 科研业务处任

婧也向大家重点讲解了与课题组

相关的部分科研管理工作流程袁
加强了课题组与科研业务处管理

工作的相互配合意识袁 也对今后
提高科研管理工作效率起到了促

进作用遥

综合报道

心理所举办科研档案管理工作培训会
[撰稿院科研业务处]

计算所档案室岳楠作报告

李安林副书记主持培训会

傅小兰副所长参加培训

科研业务处任婧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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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6日袁所史编撰小组召
开第十次工作会袁 林仲贤尧 张嘉
棠尧曾苏东尧王桂荣出席会议遥 会
议由党委副书记李安林主持遥

李安林副书记强调袁 今年是
心理所建所 80周年袁所史编撰工
作要尊重历史袁 经得起历史的检

验袁客观地体现研究所历史袁并符
合编撰的基本原则遥

会上袁 编撰小组成员对所史
的框架结构要要要概况尧发展篇尧综
合篇尧 会议篇和大事记五个部分
再一次进行了沟通袁 对一些资料
进行了筛选袁 补充了路院长对心

理所发展的批示曰 大事记统一风
格曰职工名单核实曰国际合作尧科
研成果尧 社会团体任职等内容进
行补充修订遥 指定了科学出版社
为出版单位袁 近期与出版社责任
编辑进行详谈袁 争取在 7月底完
成交出版社前的定稿遥

所史编撰小组召开第十次工作会议
[撰稿院所史编撰小组 王桂荣]

综合报道

学的需求袁然后指
出我所的发展目标遥最后袁张建新
向同学们介绍了目前我所的各项

工作部署和进展袁包括基本建设尧
科研布局尧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尧创
新文化尧科学普及尧科研队伍和研
究生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袁 使同
学们对心理所的基本情况有所了

解和认同遥
所科学伦理道德委员会主任

林文娟由什么是科学及科学的特

性开篇袁 指出科学的特性是真尧
善尧 美袁 然后提出科学道德的核
心院诚实做学问遥林老师结合现实
中的实例袁 阐发了诚实做学问的
原则袁 并希望同学们遵循其中的
原则袁防范科研不端行为遥林文娟
还向大家讲述了科学道德的要求

和最高准则袁 鼓励大家要遵守伦
理道德袁 并用创新的精神加上质
疑的态度来对待科学遥

高文斌向新生做了一场心理

健康教育遥 他指出心理能力在科
技人才成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

用袁 然后讲解了心理健康及其标
准尧 区分正常与异常心理的心理
学标准等袁 并指出了当前研究生
的主要心理行为问题袁 希望同学
们处理好这些问题袁 提升自己的
心理能力遥 最后高老师通过自己
观看老子塑像的感想来勉励同学

们遥他说院野当我仰视老子塑像时袁
我觉得自己非常渺小袁 但当我和
老子并排向前看时袁 我看到了前
面更广阔的天地遥 冶

下午袁 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

别介绍了党务尧安全保卫尧看病须
知尧公共财产使用尧学报和进展的
投稿须知尧固定资产购置尧网络资
源利用尧图书和期刊借阅尧电子资
源使用尧公用实验室使用尧学籍尧
培养尧 学位和就业管理等方面的
规章制度袁 鼓励研究生自觉遵守
研究所的各项规定袁珍惜时光袁刻
苦学习袁做好科研袁把自己培养成
为德尧智尧体尧美全面发展的优秀
人才袁 为心理所和心理学的发展
做出应有的贡献遥

一天的入所教育袁 使新生对
我所的历史感到自豪袁 对自己未
来几年的学习充满信心袁 对所里
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流程有了全方

位的了解袁 为日后顺利开展科研
工作建立了良好开端遥

渊上接第 35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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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新生对即将开始的研究

生阶段的学习和工作有充分的准

备袁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袁9月
4日袁 研究生部邀请请张侃所长尧
张建新副所长尧 林文娟研究员尧高
文斌副研究员及各职能部门的负

责人从所史尧所的概况尧科学道德尧
心理健康等各方面对 2009 级新
生进行了为期 1天的入所培训遥培
训会由所长助理孙向红主持遥

张侃向入所新生讲述了心理

所 80年的发展与变迁遥他通过事

例高度赞扬了我所老一辈科学家

在艰苦的环境下袁 仍然坚持做科
研的优良传统曰 赞扬了我所科研
人员袁在特异功能尧胎教等被热炒
的情况下袁不为名利所动袁严谨求
实的科学态度曰 赞扬了我所科研
人员在实验结果与预期不一致的

情况下袁始终忠实于原始数据袁诚
实做学问的科学精神遥最后袁张侃
以 野吃得苦中苦袁 方能尝到甜中
甜冶勉励新同学袁希望他们学好本
领袁 为中国的心理学事业发展贡
献力量遥

张建新从我所的发展历程袁
讲到我所在国内外的影响和地

位袁 从心理学在国际科学中的地
位尧心理学自身的蓬勃发展态势袁
讲到国家对心理

研究生部组织新生进行入所培训
[撰稿院研究生部 杨光炬]

综合报道

渊下转第 34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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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革前心理所第一研究

室渊以下简称一室冤的研究生遥我国
的心理学事业在文革中遭到极大

的摧残和破坏袁心理所也是文革的
重灾区之一袁 我也被迫中断了学
业袁离开了心理所袁到湖北农村当
了一名中学教员遥 1977年全国第
一次科学大会号召科技人员归队袁
第二年袁我有幸被正在恢复重建的
心理所录用袁 回到了一室工作遥
1978 年至 2008 年是我国改革开
放取得光辉成就的三十年袁也是我
国科学园地上心理学这朵奇葩从

凋零到复苏袁再到成长壮大不断发
出异彩的三十年遥这三十年我一直
在一室参与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袁见
证了这一领域在我所的兴旺发达遥

一尧野一万年太久袁只争朝夕冶
1978 年我重回心理所报到袁

报到的地点是中关村福利楼三层所

本部遥在我当研究生的记忆中袁心理
所坐落在西城区前清一座金碧辉

煌尧曲径通幽的端王府内袁文革中袁
心理所已被野砸烂冶袁王府也被移作
别用袁文革后恢复的心理所面临野有
所无址冶的窘境遥在办公和研究用房
极端紧缺的条件下袁 所领导还千方
百计挤出了一间办公室让我一家四

口临时居住袁使我十分感动遥记得一
次潘菽老所长还亲临我家袁 亲切地

询问我的工作安排和生活情况袁还
关心我的孩子回京后是否解决了入

学的问题等遥与潘老的交谈袁使我从
内心感受到党和组织的温暖袁 增加
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遥

我回所后和老同志的交往中袁
感受到科技人员都有一股强烈的

使命感和紧迫感遥他们把全副身心
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袁立志要把四
人帮耽误的十年时间重新夺回来遥
尽管当时心理所的物质条件很差袁
人们的生活也很清苦袁 但大家感
到袁心理学的科学地位能重新得到
国家的肯定袁能重新从事心理学的
研究就是一种幸福袁压抑了多年的
工作热情袁 像活火山一般迸发出
来袁对工作袁有条件要上袁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遥 82年袁通过所领
导的努力袁利用西颐北馆一座废弃
的大车库改造成 16间实验室遥 当
时某一课题组如能分到一间实验

室就是十分奢侈的野享受冶遥一室大
部分的课题组仍然一无办公室袁二
无实验用房遥研究人员白天到学校
或社会现场工作袁晚上就在自己狭
小的家庭居室里工作到深夜袁但我
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人发出的抱

怨声遥 因为大家都明白袁只有万众
一心袁奋发图强袁把国民经济搞上
去袁才能改变这一面貌遥

我永远不能忘记初回心理所

时袁借居斗室袁奋力工作和学习的
日日夜夜院白天参加刘范领导的儿
童认知发展课题研究袁晚上争分夺
秒地学英语袁看文献袁给自己野充
电冶噎噎我们室的其他同志也都是
以这种野只争朝夕冶的高昂热情对
待自己的工作和学习遥如刘范一家
数口挤住在两间狭小的住房中袁既
是书房袁又是办公室袁兼作卧房和
饭厅遥他们家也是我们课题组工作
和活动的场所遥 这么简陋的条件袁
他还在家中多次接见和宴请外宾遥
中国学者这种安贫乐道袁雍容大方
的风度给外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遥
总之袁改革开放初期袁人们精

神振奋袁意气风发袁这是又一个激
情燃烧的年代遥 正是怀着振兴中华
的雄心壮志袁 怀着一股能克服任何
艰难险阻的朝气和锐气袁 一室的同
志踏上了新的征程袁 为自己的研究
工作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遥

二尧兴旺发达的三十年

78 年心理所恢复重建后袁一
室的每一个同志都在思考今后的

路子应该怎么走钥如何在心理学的
研究中多出成果袁 更好地为国效
力钥一室同志清醒地认识到研究工
作不仅要从学科的发展出发袁做有
重要科学意义的前沿研究袁而且要

见证发展心理学研究三十年的点滴体会
[撰稿院方富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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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的实际需求出发袁为加速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服务遥 因此袁
一室的研究工作一开始就找到了

正确的方向遥绝大多数同志都能根
据自己的业务专长袁找到研究工作
的生长点遥一室的课题项目几乎涵
盖了发展心理学的重要领域遥其中
有刘静和尧 王宪钿和张梅玲等的
野儿童数学思维能力发展与培养冶袁
刘范尧李文馥尧方格和方富熹的野儿
童认知发展研究冶袁查子秀的野超常
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冶袁 茅于燕的
野弱智儿童的心理发展与干预冶袁万
传文和林国彬的野比较心理研究冶袁
卢仲衡和吴瑞华的野初中自学辅导
教学实验冶袁龚维瑶的野婴儿感知觉
研究冶袁方意英的野婴儿语音发展研
究冶袁宋鈞和佟乐泉的野儿童语言发
展研究冶和范存仁的野CDCC 婴儿
发育量表的研究冶等等遥

80年代初袁 皮亚杰的学说刚
刚被介绍到我国袁国内掀起一股皮
亚杰研究热遥但刘范先生反复告诫
我们袁皮亚杰的研究不能代替中国
心理学家对中国孩子的研究遥他一
再强调指出院野最重要的是让我国
数以亿计的儿童说话冶袁 这给我们
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院我们要通
过自己扎扎实实的基础理论研究袁
收集和积累我国儿童发展的科学

资料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心
理学遥回顾我个人过去的研究工作
经历袁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十年院

第一个十年 渊78年至 88年冤
是我们艰苦创业的十年遥 野十年磨
一剑冶袁 我们用了约十年的时间不

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袁并
逐步形成了自己研究工作的理论

指导思想遥 头十年刘范先生还健
在袁文革前刘范就是我们当研究生
时的指导教师袁文革后袁刘范先生
又重新把我们领入了发展心理学

研究的大门遥与这位心理学大师朝
夕相处袁耳濡目染袁不仅使我们学
会如何做学问袁而且使我们懂得应
该如何做人遥刘范师承潘菽主张用
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改造旧

的心理学袁指导科学研究遥 他重视
学习国外的一切新理论尧新观点和
新方法袁但又不迷信洋人袁不迷信
书本袁主张国外一切好的东西野拿
过来冶以后袁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
缜密思考袁才能为我所用遥 中国心
理学家要树雄心尧立壮志袁走自己
的路袁勇攀科学高峰遥我们知道袁正
当我国心理学界热衷重复验证皮

亚杰理论的时候袁国外心理学家却
已对皮亚杰的发展阶段论提出了

挑战遥如改革开放后首批访华的美
国心理学家 R. Gelman 就明确地
告诉我们院野Piaget is wrong渊皮亚杰
是错的冤遥 冶因为她的研究发现袁处
于皮亚杰前运思阶段的儿童也具

有许多具体运思阶段才具有的能

力遥因此袁她主张发展是连续的袁而
反对皮亚杰的阶段论遥但通过我们
的研究袁我们发现皮亚杰的主张与
Gelman为代表的早期能力论者的
主张不同袁这是由于他们只掌握部
分的事实真相袁因此他们的理论也
就各带有片面性遥我们主张用唯物
辩证法关于发展是对立的统一袁是

量变和质变的统一的观点指导研

究袁我们的研究工作也证实袁儿童
认知发展既有阶段性袁也表现出连
续性袁是这两者的统一遥我们的研究
目标不仅要揭示儿童每一发展阶段

质的规定性袁 而且要着重揭示每一
阶段尚未成熟的新质袁 即认知发展
的潜力袁为教育尧为促进儿童认知发
展提供依据遥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刘范主编的两本

学术专著中院刘范袁张增杰院叶认知发
展与教育曳渊人民教育出版社袁1987冤
和刘范院叶发展心理学原儿童心理发
展曳渊团结出版社袁1989冤遥

第二个十年渊1989原1999冤是我
们潜心做儿童认知发展基础理论

研究的十年遥 1987年我所新址落
成袁我们鸟枪换炮袁搬进了新居袁研
究条件大大改善遥 但 1988年 4月
刘范先生不幸逝世遥我们痛失良师
益友袁但刘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
的学术遗产袁使我们得以继承和发
展他未竟的事业遥刘范先生生前曾
形象地把儿童的心理发展比喻为

一本活的打开的辩证法教科书遥因
此袁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才能读懂这本书遥唯物辩
证法是指导我们进行研究的最高

方法论原则遥这是刘范师承潘菽传
给我们的传家宝遥 第二个十年袁我
们力图用认知发展是阶段性和连

续性相统一的观点在儿童认知和

社会认知领域做了较为深入的研

究遥 我们知道袁个体的心理发展是
在活动中袁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
实现的遥以权威服从关系为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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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关系和以平等协商为特征的

同侪关系是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

两种最重要的社会人际关系遥儿童
对这两种不同的关系是怎样认识

的呢钥随年龄的增长这些认识又是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钥 从 1989年
起袁我们和德国马普人类发展和教
育研究所 Edelstein教授领导的研
究组进行了一项长达 10年的学龄
儿童认知尧社会认知发展的跨文化
比较研究袁其核心课题就是探查东
西方儿童对这两种不同的人际交

往关系的认知发展遥 我们用横断设
计和纵向设计相结合的研究策略袁
以日常生活两难故事为题材对儿童

做个别访谈袁 收集了 7袁9袁12后 15
岁儿童的有关发展资料遥 我们发现
我国儿童对社会人际关系的认知与

西方儿童一样都表现出阶段发展模

式袁 但各个阶段的认知结构却显示
出文化差异院 西方儿童更重视个人
的价值或独立袁更强调野公平冶的道
德袁 而我国儿童更重视人际间的相
互依赖袁更重视野关怀冶的道德遥西方
儿童道德发展路线是从利己到以互

惠为基础的利他曰 而我国从小就发
展对他人利益的关心袁 随年龄增长
发展着越来越深刻的人际责任感遥
这种差异是两种不同文化和教育条

件影响的结果遥 只有依据不同年龄
儿童对有关人际关系的认知发展特

点了解和教育儿童袁 才能更好地帮
助他们发展社会交往能力袁 从小建
立和谐的人际关系遥

第三个十年渊1998原2008冤是我
们的事业走向成熟发展的十年遥国

家对我们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增

大袁我们的科研条件也得到进一步
改善遥一室也建立了发展心理学的
硕士点和博士点袁招收的研究生逐
年增多袁因此有更充裕的人力和物
力开展研究遥第三个十年我们实际
上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院一条是基
础理论研究袁 另一条是应用研究袁
即以生动活泼尧喜闻乐见的形式向
广大的教师家长传播科学的育儿

理念和方法手段袁实现基础理论研
究成果的转化遥 1998年我们承担
和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

助的重点研究项目野儿童认知能力
的发展与促进冶遥 为了促进儿童认
知发展袁我们开展了如下三个层次
的研究院渊1冤微观层次的研究袁即探
察儿童对某一科学概念或技能的

微观发生发展过程袁从而为有关教
学提供理论指导曰渊2冤 居中层次的
研究袁即根据儿童对某一特定知识
领域的认知发展规律袁重建有关教
材的知识结构袁促进其知识的获得
和认知能力的提高曰渊3冤 宏观层次
的研究院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也受
制于各种非智力因素的影响袁受制
于心理健康水平遥我们着重研究个
性与认知发展的关系袁并以野四个
学会冶袁 即学会认知尧 学会共同生
活尧学会做事和学会生存为主线编
纂了小学生心理辅导活动教材和

教师指导用书袁为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手段遥我们
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年的研

究成果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我们编

纂的两本学术专著中院 方富熹袁方

格袁 林佩芬院叶幼儿认知发展和教
育曳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袁2003冤袁
方富熹袁 方格院叶儿童发展心理学曳
渊人民教育出版社袁2005冤遥
三尧总结经验袁再创辉煌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我国经

济飞速发展尧国家面貌发生翻天覆
地变化的三十年袁也是我国心理学
事业蓬勃发展的三十年遥我有幸参
与和见证了我所发展心理学的研

究从艰难创业到走向成熟辉煌的

三十年遥抚今忆昔袁感慨万千袁令我
感受最深的一点是袁心理学家个人
的命运是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

相连的遥 没有改革开放袁没有国家
的兴旺发达袁也就没有心理学事业
的蓬勃发展袁更谈不上个人理想和
抱负的实现遥回忆 40多年前袁当我
考上心理所的研究生袁参加科学院
的研究生开学典礼时袁郭沫若院长
曾语重心长地勉励我们遥 他说袁展
望未来袁 在我国科学界的天空上袁
必将迎来群星灿烂的时代遥回想在
这不平凡的三十年中袁在一室工作
过的老一辈心理学家都是我国心

理学界星光熠熠的领军人物院刘范
是我国公认的儿童认知发展研究

的开拓者尧组织者袁他废寝忘食袁工
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曰刘静和融会
贯通恩格斯的叶自然辩证法曳袁洞悉
野1冶的奥秘袁创造性地提出野以耶1爷
为基础标准揭示小学数学中部分

与整体关系冶这一基本思想来重建
小学教材的理论设想袁 她主编的
叶现代小学数学曳 教材和领导的数
学教学实验风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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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缘起
20世纪 70年代中期袁我国为

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袁赶上世界
先进水平袁教育要发展袁人才要加
速培养袁全国呈现出一派百废待兴
的大好形势遥
早在 1974年袁 著名美籍物理

学家李政道教授曾向周恩来总理

建议院野理科人才也可以像文艺尧体
育那样从小培养遥 冶此建议得到毛
主席和周总理的赞同袁但是由于当
时的历史条件未能实现遥

1978年 3月 18日袁邓小平同
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

中提出院野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尧选
拔和培养杰出人才遥 冶3月袁在中国
科学院领导的支持下袁中国科技大
学第一期少年班正式创办遥 后来袁
李昌副院长向心理所提出:中国聪
明儿童发展规律如何钥你们可以研
究遥这年袁心理所制定科研规划时袁
经过讨论袁超常儿童心理发展的研
究袁被列为重点研究的项目之一遥

1978年 5月袁 中国心理学专
业会议在杭州举行遥 5月 14日在
发展心理学会议上袁一些地区的代
表在会上介绍了所发现的智力优异

和特殊才能突出的儿童遥经过讨论袁
大家认为这类儿童各地都有袁 发展

和教育心理学工作者应关心尧研究尧
促进他们健康成长遥因此袁会议酝酿
成立全国超常儿童研究协作组 渊以
下简称超常协作组冤袁并推举查子秀
渊心理所冤尧李丹渊华东师大冤尧洪德厚
渊上海师大冤尧刘荣才渊华中师大冤及
贺宗鼎渊四川师大冤五人组成协作组
的领导小组遥 超常儿童协作组是心
理学会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下属的

一个协作组袁挂靠在心理所遥
二尧国内协作研究
1尧协作研究的目的
1978年 12月袁中国心理学会

在河北保定召开学术年会遥在发展
心理和教育心理分组会上袁查子秀
代表全国超常儿童研究协作组作

野超常儿童的调查和追踪的研究冶
报告袁 汇报了协作组 10个单位在
成立半年来袁 所调查研究的 21名
超常儿童遥
在这次会议上袁超常协作组讨

论了协作研究的主要目的袁即院
渊1冤发现智力非凡的儿童和少

年袁以便能尽早对他们实行因材施
教袁充分发展他们的潜力袁促进他
们健康成长曰

渊2冤探讨超常儿童与常态儿童
心理发展的异同袁分析总结超常儿
童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袁为建立适合

超常儿童的教育袁并为改进对一般
儿童的教育提供心理学依据曰
渊3冤在此基础上为探讨儿童心

理发展的有关理论积累材料遥
2尧协作研究的方面
渊1冤调查和追踪研究一定数量

的超常儿童袁 了解他们的成长过
程袁总结教育经验曰
渊2冤开展超常和常态儿童感知尧

记忆尧 思维及创造力等方面的比较
研究袁探讨这些方面发展的异同曰

渊3冤 编制 叶鉴别认知能力测
验曳尧叶创造力测验曳以及叶个性心理
特征问卷曳等测验袁探讨有效的研
究方法曰

渊4冤与学校合作选拔超常学生袁
建立多种类型的超常儿童实验班遥

3尧参加协作的单位
参加协作研究以自愿为原则遥

凡是发现了超常儿童袁又有兴趣研
究就可参加协作组遥协作组最初是
10个单位袁 参加者都是心理学的研
究者和教师遥五年后发展到 29个单
位袁后来保持在 30余个单位遥 参加
协作的研究者袁除心理学工作者外袁
还有从事超常儿童教育的老师遥

4尧协作研究的主要成果
渊1冤 调查超常儿童数百人袁对

其中 50余人进行了 30 多年的追

中国超常儿童心理和教育研究30年简介
[撰稿院查子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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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研究袁对超常儿童成长的过程和
促进因素进行了初步总结遥

渊2冤比较了超常与常态儿童在
认知尧创造力及非智力个性特征等
方面的同异袁积累了初步资料遥

渊3冤编制完成了叶鉴别超常儿
童认知能力测验曳尧叶创造力测验曳
及叶非智力个性特征问卷曳曰

渊4冤探讨了超常教育的多种形
式袁除个别提前入学尧插班或跳级
外袁还进行了超常儿童集体教育的
实验遥目前袁在我国的教育领域袁从
幼教尧小学尧中学到大学袁都办有不
同类型的超常教育遥

渊5冤出版了一批有关超常儿童
的学术渊或科普冤著作
三尧国际渊地区冤合作研究
1尧国际合作研究
渊1冤中要德合作研究
1988-1990 年袁 心理所查子

秀尧施建农尧周林等与德国慕尼黑
大学教育心理研究所荷莱 渊K.
Heller冤尧汉恩渊Ernst Hany冤在北京
举行中德合作研究会议袁讨论制定
了叶中德超常与常态儿童技术创造
力三年合作研究方案曳遥 这项合作
研究三年如期完成袁1991年 7月袁
在荷兰海牙举行了总结会议遥

渊2冤中要美合作研究
1993年 8月袁心理所查子秀尧

台湾师大吴武典与纽约圣约翰大

学 Campbell,讨论了开展中国渊内
地和台湾冤与美国数学奥林匹克优
胜者跨文化研究的计划遥 1995年袁
这项合作研究按计划完成袁研究结
果撰写成三篇学术报告遥 1996年 4

月袁查子秀应邀赴纽约袁出席美国教
育双年会渊AERA冤袁在会上作叶中国
大陆学生数学才能的形成要要要对奥

林匹克选手研究的报告曳遥
2尧地区合作研究
渊1冤创造思考和创造倾向的合

作研究

1994 年袁中国大陆尧香港尧台
湾三地区开展野创造思考和创造倾
向冶合作研究袁用台湾师大学修订
的威廉斯创造思考与创造倾向量

表渊大陆修订版冤袁分别在北京尧上
海尧台北尧香港四地进行取样研究遥
参加者院查子秀尧何金茶尧林幸台
渊台湾冤袁余古少贤渊香港冤遥
渊2冤 托尼非语文智力测验

渊Tony-2冤的修订
1994年 8月袁 台湾师范大学

吴武典到北京袁在心理研究所与查
子秀尧张雨青等讨论了在中国内地
修订托尼非语文测验 渊大陆版冤的
有关问题遥 1998年袁完成在北京市
进行托尼非语文智力测验 渊Tony-
2冤的测试和数据处理工作遥
四尧主办/出席国际渊地区冤会议
1尧主办国际渊地区冤会议
渊1冤 第 11届世界天才儿童大

会北京学术研讨会议

95年 7月袁第 11届世界天才
儿童大会 渊The 11TH World Con鄄
ference on Gifted and Talented
Children冤在我国香港举行遥 8月 5
日-8日袁第 11届世界天才儿童大
会北京学术研讨会 渊Post Confer鄄
ence China Meeting of The 11TH
World Conference on Gifted and

Talented Children冤 在北京友谊宾
馆举行袁主题为叶天才儿童的鉴别
和教育曳遥到会代表 250余人袁来自
20多个国家和地区遥

渊2冤第六届亚太地区天才渊超
常冤儿童会议

2000年 8月袁 第六届亚太地
区天才渊超常冤儿童会议渊The 6TH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f Gifted
and Talented Children冤袁 由中科院
心理所与中国科技交流中心联合

主办袁在北京举行遥 主题院叶新的世
纪袁天才的未来曳遥

2尧出席国际渊地区冤会议
1985年 8月袁 第六届世界天

才儿童会议在德国的汉堡举行遥我
国代表查子秀尧 陈帼眉和陶懋颀
渊中科大冤第一次应邀出席遥查子秀
在会上报告了叶中国超常儿童心理
发展和教育研究曳遥

1988年 11月袁第二届欧洲高
才能儿童会议在瑞士 Zurich举行遥
查子秀应邀出席袁在会上作叶中国
超常儿童类比推理的比较研究曳报
告遥 1994年 8月袁第 3届亚太地区
天才儿童会议在韩国汉城举行袁查
子秀应邀在会上作叶天才儿童创造
性思维的研究和培养曳报告遥

1988年 11月袁查子秀应荷兰
Nijmegen 大学邀请出席该大学天
才儿童研讨会袁在会上作了叶中国
超常儿童的追踪研究曳报告遥 1991
年 4月袁 查子秀应邀赴美国西雅
图袁出席美国儿童发展研究双年会
渊SRCD冤袁在会上作叶中国超常儿童
心理发展研究十年曳报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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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照 片 的 回 忆
[撰稿院凌文辁]

一尧 心理所与密大合作研究

中心的建立

1992年初袁中国科学院正处
于最艰难的改革初期袁 在这种背
景下袁心理所进行了领导班子换
届遥 鉴于当时所领导的实际状
况袁匡培梓所长提议由凌文辁主
持工作遥

为了解决科研经费问题遥 我
们采取了以野外冶促野内冶的办法
来推动学科发展和争取科研经

费遥 这里所指的野外冶袁一是野所
外冶袁二是野国外冶遥 野所外冶就是加
强联系实际的应用研究遥 如袁小
学数学的教材研究袁初中和高中
数学的教材研究等袁通过教材的
出版袁 解决了研究组经费问题袁
同时也扩大了科研成果的推广遥
另一方面袁 为国际合作研究提供

各种方便袁并同
时开辟新的国

际合作渠道遥
1992年袁密

西根大学的史

蒂文森教授来

所访问时袁凌文
辁向他提出了

心理所与密大建立心理学合作研

究中心袁中美双方对口合作袁联合
向美国有关基金会申请项目的建

议遥 此建议得到了史蒂文森的赞
同袁 并说徐联仓先生担任所长时
曾经有过这种动议遥他回美国后袁
积极与各方联系袁得到学校尧心理
系和校内各单位心理学家的支持

和响应遥 1993年秋袁以密大心理
系主任为首的代表团访问心理

所袁具体商谈合作事宜遥同时邀请
我所派代表团访问密大袁 正式签
订合作协议遥 1993年 11月 26日
至 12月 10日袁 受所领导小组的
委派袁以凌文辁副所长为团长袁张
侃副所长和荆其诚研究员 渊当时
正在密大做访问学者冤 为团员的
心理所代表团访问密西根大学袁
与密大的心理学家座谈尧交流袁并

与密西根大学校方国际合作负责

人签订了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设立 野中美心理学合作研究中
心冶的协议书遥 按照协议袁密大每
年为合作中心提供 1.5万美元的
办公经费遥 中方组成合作中心领
导小组袁 由荆其诚先生担任中心
主任遥 此照片即是密西根大学校
方国际合作负责人将第一张经费

支票交给凌文辁时所摄袁 这标志
着野中美心理学合作研究中心冶正
式成立遥1994年 6月野中美心理学
合作研究中心冶在北京举办了野中
美合资企业研讨会冶袁之后袁各领
域的合作逐渐开展起来遥

二尧 与日本原外相大来佐武

郎先生的会见

所史揽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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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副所长凌文辁与日
本通产省所属的亚洲社会问题研

究所签订了委托研究项目院野在华
日资企业中国员工对日本管理者

的印象及其企业的评价冶遥 对东
北尧 华北尧 华东和华南地区沿海
11个城市的 37家中日合资企业
约 6500名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遥
1992年 5月 9日至 22日袁 凌文
辁尧张嘉棠尧冯伯麟尧邵道生四人
应邀访日遥 5月 12日在日本通产
省举行了调查结果的新闻发布

会袁有 12家新闻媒体到场遥 第二
天日本各大报纸报道了调查结

果袁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遥会
后袁 日本通产省官房长和对外贸
易局长约见了我方代表遥 之后袁
日中经济交流协会会长尧 原外相
大来佐武郎先生约见了我们袁并
摄影留念遥

当年 10 月日本天皇首次访

华袁并到访中国科学院遥凌文辁作
为 26位科学家代表参加了会见遥
周光召院长特地将凌文辁介绍给

天皇袁 向天皇汇报了我们的调查
结果遥

该调查结果由中国科学报给

予了报道袁并在叶中国社会科学曳
和日本叶经营行働科学曳和叶慶應
经营論集曳 上发表遥 该项目获
1992 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
等奖遥

三尧 盖洛普公司总裁访问心

理所

1993年 10月上旬袁 中国心
理学会正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大

会遥 盖洛普公司驻中国代表到会
场来联系袁 转达了在北京访问的
盖洛普公司总裁想访问心理所的

意愿遥 参会的凌文辁副所长邀请
了盖洛普公司总裁及其女儿来所

访问遥这是参观和座谈后袁在心理
所大楼前合影遥

国曰 卢仲衡创造性
地吸取和利用美国行为主义者斯

金纳的程序教学原理袁创建了个别
化教学和班级教学相结合的新的

教学模式袁他领导的野初中自学辅
导教学实验冶不仅提高了数学教学
的质量袁 而且使学生学会学习袁带
动了各科成绩的提高袁受到全国广
大师生的欢迎遥茅于燕和查子秀艰
苦创业袁白手起家袁分别开拓了我
国弱智儿童和超常儿童的发展和

教育的研究袁至今人退袁工作不退袁

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袁等
等遥 总之袁一室的老一辈心理学家
几十年如一日袁以锲而不舍的执着
精神在他们开拓的科学园地上辛

勤耕作袁 他们不仅以自己的创新成
果推动了心理科学事业的发展袁造
福儿童袁造福人类社会袁他们身上焕
发出来的永不消退的青春活力袁团
结奋进袁 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代表
和传承着科学院的精神袁 这一精神
是我们克服困难袁攻克难关的法宝袁
是我们科学院的院魂遥

由于种种人为的原因袁 近年来
我所发展心理的研究有所削弱遥 但
放眼全国袁高等学校兄弟单位发展心
理的研究则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袁蓬
勃发展的景象遥 过去心理所独领风
骚的局面已不复存在遥 全国形势喜
人袁形势逼人袁值此山花烂漫时袁作为
科研国家队的心理所应怎么办呢钥
我们寄希望于年轻人袁我们坚信野长
江后浪推前浪冶的历史发展规律袁假
以时日袁心理所的后来者袁必能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袁再创新的辉煌遥

渊上接第 38页冤

所史揽贝

42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塘X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COMMUNICATIONS

2009年 8月渊总第 165期冤

2008年袁当我第一次看到叶小
狗飞天记曳一书时袁就被跃然纸上
的小狗所刺痛袁 妄时间嗡隆一声
响袁头脑炸开袁放起电影来了遥从中
关村清华园实验室到安徽 603 基
地火箭发射场袁眼前徐徐呈现出小
豹和珊珊欢蹦乱跳的样子袁身边好
像听到野喔喔噎噎冶犬吠声声不断袁
嘴里就随口喃喃 野小豹和珊珊
噎噎冶 当这样翻腾万千的思绪冷静
下来袁我便立即确认封面这个笃定神
态的小狗就是当年的 野小豹冶曰 封底
野飞天小明星冶 画面上两只 野神采飞
扬冶的小狗就是当年的小豹和珊珊遥
窒息 42年的往事袁 就这样被

激活袁使我回忆起当年在生物物理
所为野TTA渊S2冤冶生物火箭工程合作
能事与成功的快乐时光遥

根据中央关于人造地球卫星

规划渊简称野651冶工程冤要求袁于
1965年在第四研究室组建了宇宙
飞行心理研究组 渊简称 401组冤遥
401组由室主任徐联仓负责袁组员
有封跟泉尧俞文钊尧刘文明尧吴振
云尧蔡浩然尧张嘉棠等七人遥 401组
立即开展两项课题院一是筹建卫星
模拟仓实验室袁由徐联仓尧封跟泉尧
刘文明负责曰二是小狗选拔与训练袁
由俞文钊尧吴振云尧蔡浩然尧张嘉棠
组成袁 参加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
究所宇宙生物研究室野TTA渊S2冤冶与
野和平一号冶任务的合作研究遥

1965年秋天袁 俞文钊组长带
领我们四个人到生物物理所清华

园宇宙生物研究室袁将其扩大为三
个研究室袁分别为院野六尧环境影响
与生命保障系统研究室曰七尧实验
动物遗传育种尧保健饲养尧选拔训
练系统研究室曰八尧总体规划系统
管理研究室遥 冶我们的任务就是为
野TTA渊S2冤冶选拔训练合格的小狗遥
我们采用事物操作条件反射方法

对经过体检尧模拟飞行各种环境考
验选拔出的 15只小狗进行建立条
件反射选拔训练尧 神经类型的鉴
别袁 从 15只小狗中选出 4只侯选

小狗袁再经过一段时间条件反射及
多因素分析袁 最后选定 野小豹冶和
野珊珊冶两只小狗为野TTA渊S2冤冶的选
手遥 野小豹冶的神经类型为强而均衡
灵活袁表现特征是亲近人尧听话尧灵
活尧嘴馋遥 野珊珊冶的神经类型为强
而均衡灵活袁 表现特征是亲近人尧
活泼尧性噪尧不稳定遥

1965年 11月 5日袁中国科学
院郭沫若院长尧 张劲夫副院长尧党
组书记等视察生物物理所时袁特意
到第七研究室参观了准备发射上

天的实验小狗野小豹冶和野珊珊冶遥图
片中间穿白褂实验服就是心理所

的俞文钊组长袁他正在向院长介绍
小够选拔训练的情况遥

渐近回忆叶小狗飞天记曳
[撰稿院张嘉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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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袁 野TTA 渊S1冤冶和 野TTA
渊S2冤冶生物火箭试验合作作为一项
重大科学成果袁受到全国科学大会
的表彰遥
发射花絮主题曲要要要小狗飞

天袁生返回收遥 野TTA渊S2冤冶的中心任
务就是要实现野小狗飞天袁生返回
收冶遥 无论是箭体的总体设计尧测
试尧发射还是小狗的选拔训练与生
命安全监测系统工作袁都是围绕这
个中心任务而作遥我们每一个人工
作的眼睛都盯着小狗袁工作的心都
是为了小狗袁所以小狗的心态最牵
动人心遥 7月 15日在发射准备吊
装生物舱时袁野小豹冶 突然哭闹起
来袁狂噪不安袁工作人员难以安装遥
广播呼叫饲养员赵秀花前去救援袁
引起全场一阵不安遥不知发生什么
情况遥经过与野小豹冶亲如妈妈的赵
秀花的一番安抚袁野小豹冶 平静下
来袁安然进舱后袁不久袁随着王总指
挥的发射令袁火箭腾空而起袁大家
欢呼野耶小豹爷飞上天了浴 冶这时袁我
旁边的摄影师鞠浪和舱内摄相装

置设计师池旭生正忙着抢拍发射

镜头对立遥我记得池旭生抢拍到一
个非常漂亮的镜头袁箭发长空的火
龙红光与日出薄雾的红霞相衬十

分好看的彩色照片袁被鞠浪夸奖为
绝佳作品袁它反映了天地人和的动
感瞬间画面遥
当李树春抱着野小豹冶从机舱

出来袁 欢迎的人群就爆发出 野耶小
豹爷回来啦浴 冶一阵雀跃而欢的呼
喊袁 举手鼓掌高呼院野成功了浴 胜利
了浴 冶汪子健从李树春手接过野小豹冶
高高举起四周旋转袁 让大家都能看
上野耶小豹爷双目炯炯有神尧半吐舌

头尧笑容可掬的英雄风度冶遥 正如摄
影师鞠浪说的院野经过长时间选拔袁
训练袁它的确也吃了不少苦头袁这次
胜利归来袁 似乎也知道自己已经成
了功臣遥 冶

八室主任朱治平的水墨画叶飞
天小明星曳佳作袁生动地表现出当
年野小豹冶和野珊珊冶神采飞扬的英
姿袁铭记着中国第一代航天工作者
的足迹遥

我们在执行野TTA渊S2冤冶大选拔
的训练任务过程中写了三篇报告院
1尧吴振云院关于野TTA渊S2冤冶犬的高
级神经活动类型犬鉴定报告袁1965

年 10 月曰2尧 俞文钊院 关于关于
野TTA渊S2冤冶犬选拔训练要要要犬食物

运动条件反射实验工作阶段工作

总结报告袁1965年 10月曰3尧 张嘉
棠院在 TTA渊S2冤实验中要要要犬食物

运动条件反射非行前后对照实验

报告袁1966年 10月遥 此外袁我们还
跟随六尧七室有关组做野TTA渊S2冤冶
特殊环境因素影响渊适应冤实验前
后的条件反射对照实验袁这些实验
有温度尧气压尧密闭舱尧噪音尧振动尧
加速度袁旋转不同方向的姿态反应
等七种因素实验袁 在这过程中袁涉
及到龚文尧尧汪恭质尧丁蓉源尧何开
源尧李素文尧房兴业尧张盛林等同志
帮助遥

在 603基地三个月的实验袁特
别是六月以后袁一是俞文钊被调回
北京袁在接近发射前一个月袁各就
各位袁 我这个组就常常缺人补上袁
就得到上海生理所高级神经活动

研究室主任梅镇彤教授的帮助袁不
但帮我做实验袁而且还指导我写实
验报告袁受益匪浅袁从此我们结下
了非常密切的工作友谊袁 一直到
20世纪 90年代都保持联系袁梅先
生是位良师益友遥

所史揽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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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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关注

2009年 6月 15日叶文汇报曳院中科院野超常儿
童教育实验班冶招生场面火爆袁有关人士指出要要要
超常儿童无法强化培育而成

2009年 6月 19日叶科学时报曳院中科院心
理所野教育实验项目冶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

2009年 7月 25日叶凤凰网曳院中科院揭秘郭晶
晶缘何成功 四肢发达头脑复杂

2009年 8月 19日叶科技日报曳院王力院让
心理创伤不留野疤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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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9月 14日叶科学时报曳院赌还是不
赌袁这是个领域特异性问题

中科院网站渊2009年 6月 30日要要要2009年 9月 20日冤

栏目 发表时间

2009年 9月 7日

2009年 9月 4日

2009年 9月 1日

2009年 9月 9日

2009年 9月 14日

2009年 8月 17日

内容 作者

心理所专家院决策者是规避风险还是规避后悔具有领域特异性 李纾课题组

心理所发现精神分裂症前瞻记忆缺损的性质和程度 王 亚

心理所关于运动员大脑功能的可塑性研究取得进展 魏高峡

心理所发现高危人群的脑结构已经存在缺损 王 亚

心理所研究员张侃当选国际人因学会会士 认知室

心理所成立绵竹市心理服务中心 祝卓宏

2009年 9月 1日
心理所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人群在对话情景中识别他

人意图的差别
黄 佳

2009年 8月 12日 汉语口语词汇产生中独立的正字法促进效应和语音促进效应 张清芳

野科研成果/
科研动态冶

2009年 8月 12日 研究发现院汉语词汇产生中语义和正字法编码的时间进程 张清芳

2009年 8月 10日 心理所专家院创伤后应激障碍评估与干预在地震灾区值得关注 王 力

2009年 8月 10日 心理所人类注意功能研究取得进展 王 妍

2009年 8月 10日 心理所行为科学研究平台奠基 顾 敏

野规划战略冶 2009年 7月 28日 心理所召开 2009年度夏季战略研讨会 科研业务处

野党建冶 2009年 7月 3日 心理所举办庆祝建党 88周年暨科技救灾心理援助工作报告会 顾 敏

野人才教育冶

野一线动态冶

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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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活动

2009 年 6 月 26 日至
6月 28日袁中国心理学会
在北京召开了常务理事会

议遥 29位常务理事中袁除
一位逝世尧一位航班延误尧
一位请人代为出席外袁共
计 26人出席了会议遥

26日晚袁理事长尧副理
事长尧秘书长召开了预备会
议袁审定了会议材料袁并对
会议细节进行了研讨遥

从 27 日开始的全体会议
上袁 全体常务理事首先听取了
叶学会财务报告曳尧叶学科发展报
告曳及叶年鉴曳工作报告渊杨玉
芳冤曰叶学会国际合作工作报告曳
渊傅小兰冤曰叶名词审定工作报
告曳 和 叶抗震救灾工作总结报
告曳渊韩布新冤曰叶国际心联 ARTS
工作报告曳渊孙向红冤曰叶临床与
咨询心理学专业注册系统工作

报告曳与叶召开 WCP 大会情况
报告曳渊钱铭怡冤曰叶心理学家认
定工作报告曳渊陈永明冤曰叶科普
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曳渊梅建冤遥
此外袁 张厚粲先生向与会常务

理事展示了 叶荆其诚先生纪念
画册曳电子文稿遥

学会理事长张侃随后传达

了 野中国科协加强推动学会改
革冶 的相关精神以及科协在中
国心理学会进行改革试点扩大

工作的具体措施遥经讨论袁与会
人员一致同意按照中国科协

2007年叶中国科协关于加强学
会工作的若干意见曳 的文件精
神和我会与中国科协签订的

叶2009年度中国科协学会创新
发展推广工程项目合同书曳的
要求袁对学会组织机构和运行机
制分步进行改革曰在改革的过程
中要注意尊重符合我会和中国

心理学的实际情况袁按循序渐进
的原则逐步实施遥

而后袁 全体与会常务理事
对秘书处依照科协改革精神拟

定的 叶中国心理学会关于成立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决议 渊草
案冤曳尧叶中国心理学会代表大会
组成办法 渊草案冤曳尧叶中国心理
学会关于理事会选举的程序的

决议 渊草案冤曳尧叶中国心理学会
理事长渊候任理事长冤候选人尧
副理事长候选人尧 秘书长和司
库候选人产生办法 渊草案冤曳尧
叶中国心理学会关于设立支持
单位的决议 渊草案冤曳尧叶中国心
理学会聘任总干事渊CEO冤的有

中国心理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黄端]

与会常务理事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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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活动

关规定 渊草案冤曳尧叶中国心理学
会实行野三理事长冶后学会理事
会的组成和相关规则 渊草案冤曳
以及 叶中国心理学会关于成立
监事会的决议 渊草案冤曳尧叶中国
心理学会分会组织办法 渊草
案冤曳进行了逐一审定遥

经过充分地研究和讨论袁与
会常务理事依次一致通过以下决

议遥
1. 中国心理学会关于成立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决议曰
2. 中国心理学会关于代表

大会组成办法的决议曰
3. 中国心理学会关于设立

支持单位的决议曰
4. 中国心理学会关于成立

监事会的决议曰
5. 中国心理学会关于聘任

总干事渊CEO冤的决议曰
6. 中国心理学会关于实行

野三理事长冶后学会理事会的组
成和相关规则的决议曰

7. 中国心理学会关于理事
会选举的程序的决议曰

8. 中国心理学会关于理事
长渊候任理事长冤候选人尧副理
事长候选人尧 秘书长和司库候
选人产生办法的决议曰

9.中国心理学会关于提名
委员会的组成方法和工作规则

的决议曰

10. 中国心理学会关于每
年召开全国学术交流大会的决

议曰
11. 中国心理学会关于分

会组织办法的决议遥
会议决定袁 秘书处将按照

会议决定对各项决议细节进行

进一步完善尧 对部分文字进一
步进行凝练袁 并以电子邮件形
式告知全体常务理事袁 在报中
国科协审批后正式生效并向全

体会员公布遥此外袁会议责成学
会秘书处尽快按照以上决议和

改革的精神袁 对学会章程提出
修改意见袁 报中国科协和国家
民政部审批遥

与会常务理事一致认为袁
中国心理学会在过去取得了很

大成绩袁 对心理学在我国的发
展和推动中国心理学走向世界

做了很好的工作遥 大家对我会
老一辈心理学家和学会领导人

车文博教授尧 沈德立教授主动
提出下届不再担任常务理事袁
以便给年轻心理学工作者提供

更多的发展空间的决定表示敬

意遥经推选袁将由车文博尧朱滢尧
张侃尧张厚粲尧沈德立尧杨治良尧
陈永明组成本届提名委员会袁
朱滢任组长遥

会议认为袁 这次会议对于
全体常务理事更好地领会科协

党组提出的在学会进行改革的

精神是一次重要的集中学习和

领会曰 通过的有关决议和文件
为我会进行改革确定了具体方

法袁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曰本次常
务理会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议袁
必将在我国和我国心理学发展

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遥
常务理事会对中国科协对

本学会的一贯指导和支持表示

感谢袁 此次科协的改革措施将
为学会提供更多的机遇和发展

空间遥 作为中国科协的组成部
分袁 中国心理学会将以中央书
记处提出的 野中国科协为建设
创新型国家服务尧 使中国科协
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

要单元冶的重要指示为基础袁努
力推动此次各项改革工作的开

展袁 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
会需要遥

注院 出席会议的常务理事
有渊以姓氏笔划为序冤院车文博尧
王登峰尧乐国安尧卢家楣尧叶浩
生尧申继亮尧刘华山尧朱滢尧张侃尧
张厚粲尧李其维尧杨玉芳尧杨丽
珠尧杨治良尧沈模卫尧沈德立尧苏
彦捷尧陈永明尧林崇德尧金盛华尧
莫雷尧傅小兰尧董奇尧游旭群尧舒
华尧韩布新共计 26人曰

列席会议的有院李红渊代黄
希庭冤袁学会秘书处李扬尧黄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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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

专业委员会主办袁 华东师范大
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和上海

市监狱学会承办的中国心理学

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第十四

届学术会议于 2009 年 7 月 7
日至 7 月 10 日在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召开遥

本次会议为期四天袁 除开
幕式和闭幕式外袁 安排了大会
发言尧 讨论和研究生论坛等内
容遥 7月 10日组织部分代表参
观了上海市青浦监狱罪犯心理

干预实验室遥
开幕式由本次大会执行主

席袁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
科学学院耿文秀教授主持遥 在
开幕式上袁 华东师范大学陈群
副校长尧 上海市政协社会和法
制委员会缪晓宝主任尧 华东师
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梁

宁建书记先后致欢迎辞袁 对本
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遥 本次
大会主席袁 中国心理学会法制
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罗大华教

授致辞表达对承办方的感谢和

对与会代表的欢迎袁并
做了野中国法制心理科
学研究的现状及展望冶
的主题报告袁介绍了中
国法制心理学二十几

年来的发展情况遥大会
执行副主席袁上海市监
狱学会心理矫治专业

委员会朱晓弟主任介

绍了上海市监狱系统

在罪犯矫治工作中的

经验遥 7月 9日下午的
闭幕式上袁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马皑副教授代

表专业委员会做了大

会总结袁 他结合当前法制心理
学的发展情况总结了本次大会

的学术特点并提出了对未来的

期待与展望袁 并代表专业委员
会和与会代表对承办方在本次

大会中付出的辛苦表示感谢遥
大会执行主席袁 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耿文秀教

授致闭幕辞袁 对会议的圆满成
功表示祝贺遥

除了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

认知科学学院的二十几位师生

外袁 本次大会共有正式代表
106人袁 其中综合性大学代表
24人曰公安司法类院校代表 30
人曰 司法与监狱系统代表 41
人曰检察系统代表 6人曰法院系
统代表 2人曰 其他领域代表 3
人遥 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
业委员会 15 位委员参加了会
议遥与往届大会相比袁本次会议
学生代表的人数有较大的提

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

第十四届学术会议纪要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黄端]

开幕式现场

研究生论坛

学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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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袁 涵盖了从本科到博士三个
层次袁 反映了法律心理学界的
后生可畏遥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 104
篇渊部分为摘要冤袁其中隶属于
法律心理学基本理论的论文

10篇曰属于犯罪心理学研究尤
其关注犯罪心理学基本理论和

犯罪原因与犯罪心理机制的文

章 24篇曰属于刑事司法心理学
研究的论文 67篇袁以刑事诉讼
各个环节为线索袁包括了侦查尧
审讯尧证据尧和解尧审判尧矫治六
个大的方面曰 以诉讼参与人为
线索袁主要是对作案人的研究尧
对司法人员心理健康的研究尧
对证人的研究等等曰 其他论文
3篇遥 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体
现出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袁论
文的分布更多反映出对刑事案

件的关注遥 本次会议的形式主
要采取了以重点论文发布为

主袁提问和点评尧讨论为辅的方
式袁邱国梁教授等 21位代表作
了主题发言遥在有 38位同学老
师参加的学生论坛中共有 9名
同学作了主题发言遥 从论文和
发言的情况看袁 除了研究对象
和问题相对集中外袁 表现出明
显的方法论差异袁 心理学的实
证方法和法学尧 社会学的归纳
演绎方法的结合袁 在本次会议

中成为共识遥 大会的讨论主要
集中在以下几类问题院

1尧研究法律现象和犯罪行
为袁应该具备何种视角的问题遥
虽然综合的尧 跨学科的研究是
与会代表的共识袁 但如何建构
深厚的知识背景袁 如何掌握各
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又是大家特

别是年轻一代需要明确和摸索

的遥 对犯罪的研究要具备各学
科的知识储备和方法应用遥 刑
事一体化问题袁 恢复性司法问
题袁 罪犯矫治问题都要求我们
培养既掌握理论方法袁 又了解
司法实践的专门性人才遥

2尧 在犯罪原因的研究中袁
大家注意到少年早期阶段对今

后可能产生犯罪的影响袁 注重
依恋尧情感尧人格等早期的研究
维度是当前研究深入的表现遥
单一的主客观原因分析袁 已经
被系统的发展的实证的相关分

析所替代遥 在各个环节对未成
年人的关注是法律心理学研究

预测价值的体现遥
3尧侦查尧审讯尧矫治环节的

专门性技术已经成为工作中不

可缺少的部分遥 如犯罪心理测
试技术尧犯罪心理画像尧审讯中
的心理学技巧尧 矫治中的心理
学方法等等遥

4尧对维护社会稳定过程中

的热点问题的关注体现了法律

心理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遥 如
弱势群体犯罪的研究尧 群体性
事件的研究遥

专业委员会希望我国的法

律心理学工作者在今后的研究

中要深入开展基本理论的创

新袁逐步完善学科的体系袁提升
法律心理学的价值遥 完成这一
任务不仅要求我们有各学科的

视角和方法袁 也要求我们逐步
开发新的学科领域袁 实现心理
学与法律领域全方位的结合遥
要继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道路袁脚踏实地袁以种野试验
田冶的传统方式袁在实践部门开
展研究袁 以提升法律公正与效
率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袁 去触动
和影响决策部门遥 要在提高创
新性的同时袁 强调研究的系统
性遥 只有对一个问题开展长期
的系统性研究袁 才能提炼出有
价值的理论观点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方法遥
专业委员会希望年轻一

代袁特别是我们培养的硕士尧博
士袁能够热爱这一门学科袁在法
律心理学的领域中寻找适合自

己的研究方向袁 传承学科的血
液袁 拥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勇
气袁超越前人袁创造法律心理学
科新的辉煌遥

学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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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

心理学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注

册系统渊以下简称野注册系统冶冤
于 2009年 7月 5日尧6日在北京
邮电疗养院成功举办第一届中

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注册系统大会遥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

心理学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注

册系统是作为学术和业界权威

机构的中国心理学会对中国心

理咨询与治疗领域的从业人员

及其培训机构的专业资质进行

审核和认可的组织袁是一个心理
咨询与心理治疗行业的专业质

量控制系统袁经严格审查符合注
册系统制定的专业标准并遵守

专业伦理规范的专业人员方可

注册成为注册系统的心理师渊咨
询心理师和临床心理师冤和督导
师袁未来也会对质量合格的培训
项目和培养机构进行注册遥 目
前袁全国大陆范围内共有 279位
注册心理师和督导师遥

本次大会是中国心理咨询

与治疗职业领域的一次高端盛

会袁 来自全国 16个省/直辖市的

150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袁其
中有注册心理师和督导师共 130
名遥 与会代表还包括了来自中国
心理卫生杂志尧 各 EAP公司尧以
及国内外友好专业社团的代表遥

本次会议主题为院中国职业
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现状与

展望袁目的是共同探讨中国当前
的形势下心理咨询和治疗的行

业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遥
会议开幕式上袁中国心理学

会理事长张侃教授讲话袁他重点
介绍了在科协领导下袁心理学会
将要进行的改革工作袁并指出学
会未来应该在专业管理发挥更

大作用袁因此袁临床与咨询心理
学注册系统的工作是非常有意

义的袁未来是大有前途的遥 北京
大学心理学系钱铭怡教授尧清华
大学樊富珉教授分别代表注册

系统工作组和注册系统伦理组

对这两个组在近 3 年中的工作
进行了总结遥
钱铭怡教授介绍了注册系

统整体工作情况袁在注册工作方
面袁对临床与咨询心理师和督导
师的注册工作目前发展顺利袁从

2007年开始袁 共注册了心理师
164人袁 督导师 115人袁 共 279
人曰人员来自 25个省袁在报告了
职称的人中袁 高级职称 195人袁
中级职称者 61人曰 其专业培训
背景近 70豫为心理学背景袁22豫
为医学背景遥从 2008年开始袁共
注册了 5项继续教育项目遥钱铭
怡还对注册系统成员协助举办

了 2008 年 10 月于北京召开的
第五届世界心理治疗大会的情

况进行了汇报袁同时介绍了注册
系统成员在 2008年 512大地震
之后进行的心理援助工作的情

况袁特别表彰了四川省的注册系
统成员在此次抗震救灾工作中

的突出贡献遥
樊富珉教授对伦理工作组

的职责和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遥
近 3年中袁每年对申请进入注册
系统的专业人员的伦理情况进

行伦理公示和审核曰并对伦理组
近 3 年工作中发现的伦理问题
及接到的 8 起伦理投诉进行处
理的情况做了说明曰重申了伦理
投诉程序及需要实名举报的规

定曰同时袁说明伦理工作组成员

第一届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注册大会在北京召开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黄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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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注册系统成员在进行伦理培

训尧伦理相关研究及宣传方面的
工作的努力遥
国家卫生部疾控司的严俊

处长在本次会议上发表重要演

讲袁 介绍了国内精神卫生现状袁
未来工作中对心理治疗人员工

作范围等方面的设想袁及精神卫
生立法等情况遥上海精神卫生中
心肖泽萍教授尧华中师范大学江
光荣教授尧清华大学樊富珉教授
等分别介绍了德国尧北美及亚洲
方面心理治疗尧心理咨询的培训
及管理情况曰北京安定医院心理
科杨蕴萍教授尧同济大学赵旭东
教授尧北京大学钱铭怡教授等对
心理治疗师的胜任特征尧心理治
疗过程的研究及国内心理治疗

与咨询人员预测的研究进行了

介绍遥国内心理治疗各个流派代
表人物进行了个案督导袁如精神
分析流派的施琪嘉尧 贾晓明曰行
为治疗流派的杨彦春尧 方新尧郑
宁曰 家庭治疗流派的赵旭东尧唐
登华曰 人本治疗流派的江光荣尧
桑志芹等遥 此外袁会议期间还设
立了创伤心理治疗尧学校危机干
预尧 儿童心理治疗等工作坊袁并
组织了其他学术研讨活动遥

各位参会代表在参加大会

的同时袁还参与了与注册系统的
未来息息相关的重要活动遥会议
第一天当晚袁由樊富珉教授主持
了对注册标准第二版草案的研

讨会遥钟杰博士介绍了注册系统
标准修改的背景尧相关设想及修
改的草案袁与会代表对注册注册
标准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建设性

意见和建议曰樊富珉尧钱铭怡及
钟杰还回答了与会代表对注册

系统标准等方面的一些问题遥在
会议期间举行了注册系统会员

大会袁由钱铭怡教授和赵旭东教
授主持袁 对注册标准制度工作
组尧注册工作组尧伦理工作组的
增补委员进行民主选举遥由注册
系统人员现场自愿产生记票组

成员和监票组成员袁 为选举服
务遥 志愿者有院王星波尧高瞻尧左
月侠尧刘晓春尧韩友果尧冯杰尧陶
兴华尧付林涛尧夏倩尧柴美静尧李
建军尧谢钢遥 由注册心理师和督
导师自愿报名产生的候选人共

28名遥 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袁整
个投票尧记票过程顺利进行遥 有
效总票数 102票袁在总票数的三
分之二即 68 票之上即可当选遥
最后有五位候选人当选袁分别是
施琪嘉尧徐凯文尧陆晓娅尧桑志芹
和盛晓春遥 在统计投票的同时袁
钟杰博士向参会注册心理师尧督
导师进行了注册系统运转三年

来的财务汇报并介绍了注册心

理师和督导师对社会宣传和介

绍自己身份的规范遥
本次会议在会后 2 天设会

后工作坊袁包括针对注册心理师/
督导师继续提高专业技能的督

导工作坊尧伦理工作坊尧团体咨
询督导工作坊和三大流派个案

研讨遥 国际心理治疗联盟渊In鄄
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sy鄄
chotherapy冤 前任主席 Wolfgang
Senf 教授还亲自主持了会后的
督导工作坊袁在中国进行了最前
沿的督导理论与技能的培训遥
本次大会可以说是首次出

现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领域

的民主盛会袁注册系统作为心理
咨询与治疗行业的一个自律性组

织袁在全体注册心理师尧督导师的
拥护和支持下开始走向了民主和

法制遥 大会在各位代表热烈讨论
的气氛中结束袁取得圆满成功浴

与会代表都表示能与这么

多同行交流非常高兴袁 大家认
为院注册系统虽然处于刚刚起步
的阶段袁但作为中国心理咨询和
治疗行业中专业水平最高的组

织机构袁在规范行业管理上起到
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袁对中国各省
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帮

助遥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相关管
理经验的基础上袁其管理和注册
标准的规范化模式在中国的应

用是一个创新袁会对整个东亚地
区的行业标准化管理和规范化

发展产生影响遥
与会代表都希望注册系统

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袁对我国
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的健康发

展继续保持积极的推动作用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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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会召开多个工作会议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黄端]

2009年 7月 18日上午 9:00袁第十二
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学术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在中科院心理所召开遥
会议首先由张侃理事长致辞袁而后本

次大会执行主席张文新教授报告了此次

大会论文摘要总体接收情况和初审中发

现的问题及相应处理措施等遥 随后袁中国
心理学会秘书长尧此次大会学术委员会主
任杨玉芳研究员代表秘书处对大会审稿

工作的相关建议和安排进行了报告遥
经过全体与会人员的商议袁确定了各

专业的具体审稿原则和时间安排袁并推荐
出了大会报告的国内外专家人选遥

第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

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在北京召开
2009年 7月 21日袁中国心理学会在中科院心理所

再次召开了心理学名词审定会议遥 至此袁在中国心理学
会理事长尧心理学名词释义审定工作委员会主任张侃的
全程领导下袁中国心理学会分别于 2009年 3月尧4月尧7
月召开了 3次共计 6天的名词审定会袁完成了对所有分
组中英文名词及释义的逐条审议工作遥由于此次审定工
作量巨大袁心理学名词审定及释义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及
代表共约 60人次参与了相关领域的名词审定工作遥
从这次审定会看来袁部分名词还不符合既定释义原

则袁需进行进一步修订曰少数名词释义还存在概念不准
确的情况袁相关分组还需根据审定意见对这些名词进行
重新释义遥
依据工作计划袁 各分组将于 2009年 8月中旬完成

相关名词的修订和定稿工作袁并将在全国范围内邀请部
分相关专家对叶心理学名词渊释义冤曳初稿进行再次审定遥

中国心理学会召开名词审定会议

2009年 7月 25日袁 中国心理学会在中
科院心理所召开了专委会会议袁会议由杨玉
芳秘书长主持袁由张侃理事长传达学会改革
精神和换届工作进展情况遥 各专业委员会代
表渊以姓氏比划为序冤马皑尧方平尧毛志雄尧王
二平尧车宏生尧吴艳红尧汪新建尧林文娟尧苗丹
民尧侯玉波尧姚树桥尧姚梅林尧樊富珉参加了
此次会议遥

中国心理学会召开专委会会议

学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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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brecht教授与张侃理事长合影

2009 年 7 月 3 日 袁 美国
Meredith 大学心理系主任 Lyn
Aubrecht 教授访问了中国心理
学会遥 Aubrecht教授已经从事心
理学研究工作 40多年袁 他提出
新的研究假设袁即心理学在不同

国家或地区有着不

同的含义袁 且人们
认为心理学的重要

性也因其所在的地

域或文化的不同而

不同遥 Aubrecht 教
授计划于近两年走

访世界多个国家袁
并对当地的资深心

理学家进行访谈遥
按照 Aubrecht教授的要求袁

张侃理事长亲自在中国心理学会

接受了他的访谈遥 张侃理事长向
Aubrecht教授介绍了中国心理学
的发展情况尧研究近况和热点尧社

会需求和应用尧心理学专业教学
情况及课程设置等袁使他对中国
心理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遥
由 于 之 前 缺 乏 了 解 袁

Aubrecht 教授对中国心理学工
作者先进的研究和心理学在中

国良好的发展现状表示非常惊

讶袁他没有想到心理学在中国发
展得如此迅速袁且已经有了非常
高的学术水平曰中国心理学家的
研究成果已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袁
研究装备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遥 Aubrecht教授对此次访谈非
常满意袁 并表示此行受益匪浅袁
对他的研究工作十分有帮助遥

张侃理事长分别就中国心

理学会代表大会组成办法尧设
立支持单位尧理事会选举程序尧
组成提名委员会以及中国心理

学会分会组织办法等改革决议

向与会代表进行了传达袁 并报
告了学会改革工作的具体进展

情况遥 全体代表进而对各专委
会的换届工作安排和组织管理

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袁 并就

此提出了自己的

意见和看法遥
最后袁 全体

与会代表达成一

致意见袁 表示会
后即将此次会议

精神传达给本专

委会全体成员袁
将严格遵循学会改革决议做好

专业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袁
并逐步推动专委会改革工作的

开展遥

美国Meredith大学心理系主任Lyn Aubrecht教授
访问中国心理学会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黄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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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按照院“百人计划”管理

的相关规定，在研究所初评估

的基础上，院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对我所 2005 年入选

“百人计划”的李纾和孙中生研

究员进行了终期考核评估，考

核结果为良好。全院参加此次

终期考核评估的“百人计划”入

选者共 115人，考核结果为良

好的 87人，合格的 2人。

●为纪念建党 88周年，庆

祝建国、建院 60周年及建所 80

周年，6月 25日，认知与实验心

理学党支部组织党员参观国家

动物馆。博物馆内丰富多彩的

展品让大家流连忘返，在汲取

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了生命的伟

大与震撼。此次参观活动不但

使党员同志们得到了科学知识

的普及，更开阔了视野，受到了

生态文明的教育。

●按照所党委和所纪委要

求，7月 9日下午，管理支撑党

支部联合各部门召开违法违纪

案例警示教育学习会，管理支

撑部门的 20余名同志出席会

议。支部书记周智红向与会人

员简要介绍了最近十年发生在

我院的与管理支撑工作有关的

7个典型的违法违纪案例，并针

对每个案例认真剖析了腐败产

生的根源、所造成的危害，以及

从中得到的启示。随后，与会人

员结合 7个案例的学习，谈了

自己对反腐倡廉工作重要性及

必要性的认识，并指出了我所

当前管理工作中需要引起注意

的地方。

●为交流经验、开拓党务

工作思路，7月 28日至 31日北

京分院协作一片在哈尔滨召开

了党建工作研讨会。会议由动

物所党委副书记李志毅主持，

片内各所党委书记、党办主任

等参加了研讨。会议围绕研究

所党务工作中的难点、热点问

题，以及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面

临的三方面挑战展开研讨，并

结合各自工作实践，就如何做

好党建工作，更好地为各所工

作服务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

见。

●8月 24日，院办公厅主

任助理宋小年带队到心理所进

行贯标考评。在听取了党委副

书记李安林所做的心理所公文

管理、安全与保卫以及政务信

息宣传工作的情况介绍后，检

查小组分别对三项工作的贯彻

标准化情况进行了检查。考评

小组认为，我所公文管理、安全

保卫及政务信息宣传工作已经

达到了院公共事务管理一级标

准。

●8月 26日，所党委组织

召开了青年党员思想教育工作

座谈会，会议就“青年党员的思

想特征”和“如何加强青年党员

思想教育”进行了讨论。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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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翁旭初研究员被批准入

选“百人计划”，并获得100万元的
“百人计划”专项人才经费支持。

●陈楚侨研究员入选中科院

“百人计划”。

●罗非研究员申请的科研装备

研制项目计划近日获批，申请院支

持经费46万元，项目为期3年。
●博士后于路获第四十五批博

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二等资助。

●6月19日，所党委和纪委共同
组织了“学案例 鸣警钟”活动。

●6月22日，心理所召开党委中
心组学习扩大会。

●6月22日，意大利Trento大学
Nicolao Bonini教授在我所进行了为
期一周的学术交流。

●6月25日，美国Washington大
学陈晓萍教授应邀来我所作了题为

“《组织行为和人类决策过程》期刊

如何处理稿件？”的报告。

●6月26日，所史编撰小组召开
第十次工作会，林仲贤、张嘉棠、曾

苏东、王桂荣出席会议。会议由党委

副书记李安林主持。

●7月1日，所党委组织召开“纪
念建党88周年暨科技救灾心理援助
工作报告会”。

●7月9日，管理支撑党支部联
合各部门召开违法违纪案例警示教

育学习会。

●7月10日，大连理工大学神经
信息学研究所所长唐一源应邀来所

了题为“探索身心相互作用的机理

及其应用”的报告。

●7月15日，档案室特邀中科院
计算所档案室岳楠来所作了题为“如

何加强科研档案归档工作”的报告。

●7月16日，美国南达科他州大
学王晓田教授应李纾研究员邀请来

所做了有关“进化心理学与行为决

策”的主题报告。

●7月22日，心理所召开2009年
度夏季战略研讨会。

●7月23日，中科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秋云海研究员应罗非研究

员邀请来所作了题为“安慰剂镇痛

的神经影像学研究”的学术报告。

●8月2日，所工会组织我所职
工及家属共计39人赴辽宁兴城疗
养，开始了“快乐兴城之旅”。

●8月8日，心理所行为科学研
究平台建设项目奠基。

●8月8日，李娟研究员组织老
年心理研究中心的师生参加了认知

行为疗法（CBT）与老年心理健康高
级培训班。

●8月10日，由国际人因学会主
办，中国人类工效学会承办的第17
届国际人因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张

侃研究员当选为会士，成为第一位

当选IEA会士的中国大陆科学家。
●8月15日，在绵竹市教育局支

持下，心理所和李连杰壹基金合作

建立的绵竹市心理服务中心正式运

行，这是一个连续三年的灾后心理

援助服务项目。

●8月21日，心理所举行2009年
度第三次入职竞聘答辩会。经专家

评审和所务会研究，同意聘任王力

博士为副研究员。

●8月22日，由心理所北川站和
香港大学行为健康教研中心联合举

办的“北川永兴板房社会工作站”联

合永兴板房管委会在北川永兴板房

内举办了一次暑期大型游园会活动。

●8月27日，经所务会研究决
定，张清芳同志被评为我所优秀副

研研究员，授予“心理研究所杰出青

年”称号，并按规定给予40万元住房
补贴和100万元研究经费奖励。
●9月1日，“流动超常儿童教育

实验项目”启动。

●9月3日，人教处邀请所长张
侃，副所长傅小兰、张建新、李安林及

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为08、09年入职的
54名职工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培训。
●9月4日，研究生部邀请请张

侃所长、张建新副所长、林文娟研究

员、高文斌副研究员及各职能部门

的负责人对2009级新生进行了为期
一天的入所教育。

每 期 记 事

每期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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