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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中国心理学的野火车头冶
2010年袁是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关键的一年遥本周刚刚闭

幕的中国科学院 2010年工作会议上袁路院长和白院长代表院
党组对全院 2010 年的工作和到 2020 年工作提出了新的要

求袁进行了全面的战略部署遥 我们此次战略研讨会袁就是要按
照院党组的要求袁总结过去 4年的工作袁分析心理所未来发展
的战略问题遥 作为科学院的一个野版块冶袁心理所发展战略必须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袁攀登世界科技高峰袁做基础性尧战略性尧前
瞻性研究袁推动和引领中国心理科学事业的发展袁成为中国心
理科学事业发展的野火车头冶遥

几年来袁经过全所同志不断研讨袁我们凝练了两个主要的
战略目标袁一是人口素质与健康袁一是社会稳定与发展遥 新时
期新阶段我所的战略主攻方向是心理健康遥 最近半个月来的
各个层次和各种方式展开的战略研讨使得我们更清楚地看

到袁作为一个国家级的科研院所袁我们一定要尊重科学规律袁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袁 根据国家需求和学科定位来思考如何
确立心理健康的基本目标遥 我们要做好全面部署袁在与时俱进
地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同时袁以人为本袁统筹兼顾袁充分发挥 PI

的积极性袁 尊重每个 PI的选择和判断袁 推动研究所全面尧协
调尧可持续发展遥

目前袁所里发展态势良好袁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遥 我们要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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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继
续推动全所各项工作袁保证科研产出质量和数量的同时袁重视
发挥科学思想库作用袁 同时要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和创新文化
建设袁为研究所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遥 在国内袁按照党组的
要求袁当好中国心理学的火车头曰在国际上袁逐步成为一个有
影响力的心理学研究机构遥

要要要张侃所长在传达院工作会议精神

暨所战略研讨会上的讲话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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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传达院工作会议精神并进行战略研讨
撰稿院科研业务处 陈雪峰

战略规划在科研机构的创新

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影响

作用遥 1998年袁中国科学院向中
央提交叶迎接知识经济时代袁建设
国家创新体系曳战略研究报告袁其
后中央做出了建设国家创新体

系尧支持中国科学院先走一步尧开
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重大决

策遥 2004年袁胡锦涛总书记视察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进展

时发表重要讲话袁要求野科学院作
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噎噎袁 不仅
要创造一流的成果尧一流的效益尧
一流的管理袁 更要造就一流的人
才冶袁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科学院的
发展目标和方向遥 2009年袁科学
院汇聚 300 多位高水平专家尧历
时一年多进行战略规划袁形成叶创
新 2050院 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

来曳系列战略研究报告及 18个重

要领域科技发展路线图袁 在国家
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了应对挑战

的系统科学建议和系统解决方

案袁 从而引领了中国科技发展的
方向遥

心理所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以

来的发展历程袁 也在验证着战略
研讨和战略规划及实施的重要

性遥 从进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之
时的战略规划袁 即对当时渊2004
年冤 我所的 3个主要研究方向的

国内外发展趋势进行调研袁 据此
提出今后的科技发展战略曰 利用
实验大楼基础设施改造的机会袁
对 3个技术平台进行重新规划尧
布局和装备曰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
作等战略规划袁 为创新试点时期
我所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遥 进入创

新三期之后 袁战
略规划工作得到

进一步重视遥 张
侃所长在所 2006

年度工作年会上

以野四个基石尧三
大任务尧 两项政
策尧一种信念冶为

题袁 畅谈所务会对心理所未来发
展的美好愿景袁 并着重强调要做
好战略性的部署和研讨袁体现野政
通人和尧团结奋进尧创新发展尧共
享辉煌冶的办所方针遥在各项前瞻
性战略部署的指引下袁 心理所在
创新三期建设中提前实现了创新

三期任务书提出的各项目标袁研
究所综合实力有了显著提高袁学
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日渐提升遥

进入 2010年袁科学院和心理
所都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遥 2010

年是知识创新工程三期建设的收

尾年袁 是国家十一五建设的最后
一年袁 也是心理所将要完成所领
导班子换届工作的一年遥 作为承
前启后的关键一年袁 所务会对战
略研讨工作给予了更多的重视袁
不仅体现在各项政策措施的规划

所内聚焦

原所长杨玉芳研究员发言 学术委员会主任林文娟研究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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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定注重战略性和前瞻性袁更
在 2009 年终集中部署了一系列

战略研讨工作袁 分别进行以副研
究员尧 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员为主
的战略研讨会袁 集中全所上下的
智慧袁为谋发展共献策遥

副研究员座谈会

继各研究室 /中心和各职能

部门分别进行年终总结会和战略

研讨会后袁为 2010年度全所战略

研讨揭开序幕的是 1 月 25 日上

午进行的全所副研究员 渊包括有
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在站博士后冤
座谈会遥

座谈会由傅小兰副所长主

持袁有 20位研究人员到会遥 与会
人员对心理所的未来发展寄予厚

望遥谈及研究所战略目标的凝练袁
科研人员对研究所现有组织架构

提出意见和建议袁 认为目前所内

的组织架构和方向布局较难将各

室的研究员尧副研尧助研都凝聚起
来遥目标的整合有自愿的原则袁所
内也应当加以适度引导袁 通过组
织结构调整尧人员激励尧项目部署
等方式凝聚力量遥 对于战略研讨
工作袁 研究人员在肯定这一工作
形式和内容的重要性的同时袁期
待每年战略研讨会后能够有集中

反馈袁 使大家明确感受到会议实
效遥同时袁科研人员也积极表达了
期望参与所层面组织的大科学项

目的心愿遥
此外袁 科研人员对当前所内

绩效考核标准等具体问题也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遥 对于绩效考核标
准袁建议进行分类评价袁并体现出
考核多元化的特点袁 不单一强调
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曰 对所内前瞻
性项目部署袁 也提出了一些有现
实需求的选题袁 如加强不同学科

之间的交叉合作袁 加强对人类毕
生发展的研究袁 加强国家紧迫需
求的社会心理问题的研究等遥 对
于研究生招生和就业问题袁 研究
人员也分享了经验和方法袁 以促
进招生质量和为研究生就业提供

更有益的资源遥
会上袁 傅小兰副所长建议与

会人员思考自身职业发展规划袁
并期待能够看到大家的反馈遥 会
后袁 已有数位研究人员反馈自身
发展规划袁 期待与研究所发展相
结合袁实现共同发展遥

助理研究员座谈会

1月 26日上午袁全所助理研
究员 渊包括尚未获得副高及以上
职称的在站博士后冤 座谈会正式
举行遥

会议由张建新副所长主持袁
有 44位助理研究员及博士后到

所内聚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实验室主任施建农研

究员作报告危机干预中心主任王文忠研究员作报告

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主任翁旭初研

究员作报告

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罗非研究员作报告

行为遗传学研究中心主任孙中生研究

员作报告

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主任李纾研

究员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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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内聚焦

会遥 与会者超过半数是在最近两
年内在心理所引进优秀青年人才

的战略部署下加盟心理所的遥 座
谈会在青年科研人员和张建新副

所长平等尧开放尧活跃的对话中进
行遥 与会者提出很多与自身发展
和研究所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袁
如对研究所尧课题组尧自身发展的
有机结合的考虑曰 对现有青年科
研人员培养政策和人才激励制度

的意见和建议曰 对助研聘用制度
改革的担忧和期望曰 对学术交流
的看法和建议等遥 张建新副所长
对大家的问题一一答复袁 对大家
的建议给予认可和感谢袁 鼓励青
年科研人员将自身发展方向与所

发展方向相结合曰 鼓励大家站在
更高的平台上袁 不断开拓视野袁与
世界高水平的尧 有用的资源挂钩曰
引导大家放眼考虑研究所和心理

学学科发展方向等深层次的战略

问题曰并承诺对大家的利益诉求提
请所务会深入研讨袁在战略研讨会
后通过制度建设等措施加以落实遥

副研和助研座谈会上袁 大家
提到的一些战略性的问题袁 在后
续的所战略研讨会上进行了进一

步讨论袁 以充分考虑所内各类人
群的利益和所发展要求的均衡遥
会上提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袁 已责
成职能部门着手解决遥

战略研讨总结会

1月 29日和 30日袁 心理所

所务会成员尧 所党委委员尧 研究
员尧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等 30余人

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战略研讨

会遥 会议第一天的主要内容是各
室 /中心主任的战略报告和张侃

所长传达院工作会议精神遥 第二
天的主要内容是分组讨论和会议

总结遥
各室 /中心主任的战略报告

围绕以下主题展开院本领域国际尧
国内发展情况及发展趋势曰 本室
情况渊科研尧人才尧成果尧平台建设
等冤及存在的问题曰2010年本室 /

中心主要工作方向曰 面向 2020

年袁开展哪些领域前沿研究曰开展
哪些技术和设备建设工作曰所内袁
可以与哪些领域开展合作曰所外袁
可以开展哪些国际国内合作遥

在报告交流和分组研讨阶

段袁 与会人员就大家共同关心的
问题进行了激烈的尧 富有建设性
的探讨袁 主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院关于凝练目标和促进合作袁建
议利用现有平台袁 如动物行为实
验平台尧双生子数据库平台尧在建
的核磁共振脑成像平台尧 国民重
要心理特征数据库平台等袁 进行
充分共享和合作袁 在合作的过程
中促进凝练目标曰 关于结构调整
和体制创新袁 建议根据国家需求
和社会发展需求袁 对现有学科方
向和布局进行进一步整合袁 以利
于激发科研创新动力和利于争取

科研资源尧 冲击科技创新成果为

目的进行适度调整曰 关于具体的
管理制度和措施袁 建议对人才激
励机制尧 评估评价机制等进行研
讨和修订袁 根据研究所发展的不
同阶段的实际需求袁 制定或修订
相关规章制度袁 使之更符合研究
所发展与个人发展共同促进尧谋
求共赢的目标遥就战略研讨本身袁
与会人员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

建议袁 为所务会在下一阶段整合
所内各方意见和建议尧 着手部署
心理所十二五战略规划及制定具

体的管理措施奠定了基础遥
在战略研讨总结会上袁 张侃

所长代表所务会对全所人员齐

心协力尧集思广益尧共谋发展表示
感谢遥 结合院工作会议精神和我
所实践袁张侃所长强调 2010年我

所的工作重点袁 一是根据院面向
2050战略路线图和创新 2020的

战略规划袁 做好所内面向 2020

的各项规划袁 制定具体措施袁包
括争取科研资源尧提升实验室建
设尧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尧加强科
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等袁保障各
项规划的有效实施曰二是迎接院
创新三期建设评估袁全面梳理我
所过去五年的工作进展袁为制定
下一步的发展任务提供翔实可

靠的参考依据曰三是实现平稳过
渡袁顺利完成换届工作袁全所各
项工作仍将有序进行袁为十二五
建设和创新 2020的跨越发展开

一个好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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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部署成年人心理学

基础性工作专项
[转载院科学时报]

本报讯 日前袁记者在中国科
学院心理学研究所举办的 2009

年度学术年会上获悉袁 我国首次
部署的成年人心理学基础性工作

专项野国民重要心理特征调查冶最
近正式获批袁 该项目牵头单位为
中科院心理所遥

野国民重要心理特征调查冶项
目的首席科学家张侃研究员在学

术年会上介绍了项目启动的进展

情况遥 该项目是科技部部署的科
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2009 年重要

支持方向之一袁 也是我国首次在
国家层面部署的袁 对成年人心理
特征的科学数据进行保存整理尧
制定技术基础标准尧 为心理学研
究和技术开发提供共享资源和条

件的大科学项目遥 该项目总体目
标是对我国国民重要心理特征进

行调查和监测袁 把握其总体状况
与区域特点袁 为心理科学的发展
提供基础性科学数据袁 为建立科
学的社会指标体系奠定基础袁为
促进我国民众的心理健康搭建平

台遥项目主要工作内容包括院以我
国 18～75岁的成年人为对象袁重

点调查基本认知能力尧 高级认知
能力尧 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等重
要心理特征曰 设计并确立重要心
理特征测查指标体系曰 设计编制
重要心理特征测试工具并标准

化曰调查取样并进行数据的收集尧
编码与储存曰 统计分析国民重要
心理特征调查数据并撰写咨询报

告遥
张侃告诉记者袁 作为该项目

的牵头单位袁心理所早在 2007年

即开始了项目的可行性调研尧预
研等工作袁 并着手建设全国心理
学界协作网袁 为项目实施的科学
性和抽样代表性提供有力保障遥
项目组在我国华北尧华南尧华中尧
西北尧西南尧东北尧东南等区域都
有协作点袁 以保证抽取样本的地
域分布合理性和代表性遥 在科研
侧重点和项目分工方面袁 项目参
与者有心理健康尧认知尧生理心理
渊脑机制冤尧发展心理尧社会心理等
方面的国内相关学科领域的带头

人袁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仅是学
科研究的带头人袁 而且能够将科
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袁 对社

会需求和学科发展需求很敏感袁
能够保证心理特征指标体系相关

内容的科学性尧全面性尧针对性和
指导决策的可靠性遥

记者了解到袁 项目组已经召
开了两次全国性的专家研讨会和

十余次各指标组的专家研讨会袁
围绕基本认知尧高级认知尧心理健
康和社会心理这四个板块的评估

评价指标和测量工具袁 以及在全
国范围内的取样设计方案展开深

入研讨袁 以确保调查系统能够全
面反映国民重要心理特征袁 并为
2010 年即将启动的全国范围内

的数据收集工作奠定基础遥 在保
证指标和测量工具科学性的基础

上袁 项目组将建设和完善数据库
的管理规范以及共享尧 共建政策
法规体系袁形成科学尧高效的运行
机制曰 并与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
相结合袁 建成具有尖端科技优势
的 e-Psychology 的基础性工作

基地和服务平台袁 根据项目进展
预期袁逐步向心理学工作者尧政府
决策部门尧 相关学科领域及社会
大众开放遥 渊李晨冤

所内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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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止年月 学术团体名称 职 务

2002- 北京市疼痛学会基础学组 委员

2003-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 委员

2003- 叶中国疼痛医学杂志曳 副主编

2004- 叶中华中西医杂志曳 常务编委

2005-2008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

2006- 叶生理学报曳 编委

2008-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科学技术专业委员会 委员

罗非和陈楚侨研究员入选“新世纪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根据原人事部尧科学技术部尧教育部尧财政部尧发展改革委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联合制定并颁发的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实施方案曳袁在各地区尧各部门和有关企业推荐上报的
基础上袁经专家评审袁2009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已经确定袁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罗非
和陈楚侨两位研究员入选遥
附 1院罗非研究员简介

主要专业工作经历渊含国外研究工作经历冤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 务 职 称

1995.7-1998.6 北京医科大学生理学系 教师 讲师

1998.6-2004.6 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生物学系 教师 副教授

1999.12-2000.12 美国维克林大学医学院生理与药理学系 访问学者

2003.1-2003.6 美国维克林大学医学院生理与药理学系 访问教授

2004.6-2005.10 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生物学系 教师 教授

2005.1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上岗研究员 研究员

国内外学术团体任职情况

所内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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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内聚焦

获奖和获基金资助情况

年度 奖励种类 获奖项目名称 等次 排名

2003 解放军医疗科技成果奖 脑功能磁共振技术开发及相关临床应用研究 二等 第七

2002 优秀教师奖 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教师奖

2001 北京大学医学部团委尧学生会 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位老师

2001 北京大学医学部团委 青年岗位能手

2000 北京市 爱国立功标兵

1999 卫生部 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1998 获山东省优秀学术论文奖 曲马多对大鼠低频电针镇痛的加强作用 三等 第二

1998 河南省青年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 改进的单发佐剂性关节炎模型的建立和实验观察 二等 第三

1998 优秀青年教师 北京医科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奖

年度 奖励种类 获奖项目名称 等次 排名

2008.6-2009.6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

程重要方向性项目
汶川地震灾区心理援助应急研究 240万元 子课题负责人

2008.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焦虑 /抑郁状态对丘脑皮层痛觉神

经网络活动的调节作用
28.0万元 项目负责人

2006.12-2008.12 863探索导向性专题课题
心 -身源性亚健康状态的综合干预

方法研究
90.0万元 课题组长

2006.1-2008.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脑对痛觉信息的动态加工过程 26.0万元 项目负责人

2004.1-2006.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深部脑刺激对感觉 -运动信息处理

过程的调节作用
19.0万元 项目负责人

2002.9-2005.12 211工程 II期项目 痛觉调制相关神经元集群放电研究 18.0万元 项目负责人

2002.1-2004.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枢神经元集群放电对外周电刺激

的频率特异性响应
16.0万元 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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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内聚焦

代表论文和著作

题 目 发表时间 刊物名称 国别

D issection ofplacebo analgesia in m ice:the conditions for activation ofopioid and

non-opioid system s
2009 JPsychopharm acol 英国

Corticofugal outputs facilitate acute袁but inhibit chronic pain in

rats
2009 Pain 荷兰

A nticipation ofpain enhances the nociceptive transm ission and functionalconnec-

tivity within pain network in rats
2008 M olPain 英国

D ynam ic processing ofnociception in corticalnetwork in conscious rats:a laser-e-

voked field potentialstudy
2008 CellM olN eurobiol 美国

Tem poralstrategy fordiscrim inating noxious from non-noxious electricalstim uliby

corticaland thalam ic neuralensem blesin rats
2008 N eurosciLett 荷兰

D ynam ic Changes in Brain A ctivations and FunctionalConnectivity during A ffec-

tively D ifferentTactile Stim uli
2008 CellM olN eurobiol 美国

Studies of the neural m echanism s of deep brain stim ulation in rodent m odels of

Parkinson'sdisease
2008 N eurosciBiobehav R ev 英国

Corticofugalinfluenceson thalam ic neuronsduring noiceptive transm ission in awake

rats
2007 Synapse 美国

A com parison between spontaneous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activities induced by

m orphine and m orphine-related environm entin rats
2007 Brain R es 荷兰

D ynam ic neuronalresponses in corticaland thalam ic areas during differentphases

ofform alin testin rats
2006 Exp N eurol 美国

Coding ofperipheralelectricalstim ulation frequency in thalam ocorticalpathways 2005 Exp N eurol 美国

D ifferentialm odulation of nociceptive neural responses in m edial and lateral pain

pathwaysby peripheralelectricalstim ulation:a m ultichannelrecording study
2004 Brain R es 荷兰

Parallelpain processing in freely m oving ratsrevealed by distributed neuron record-

ing
2003 Brain R es 荷兰

M odulation ofcold pain in hum an brain by electric acupointstim ulation:evidence

from fM R I
2003 N euroR eport 美国

R elationsbetween brain network activation and analgesic effectinduced by low versus high frequency

electricalacupointstim ulation in differentsubjects:a functionalm agnetic resonance im aging study
2003 Brain R es 荷兰

Effects oflesions ofvariousbrain areas on drug prim ing orfootshock-induced reac-

tivation ofextinguished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2007 Brain R es 荷兰

D em ocratic organization of the thalam ocortical neural ensem bles in nociceptive

signalprocessing

M odulation ofcentralnociceptive coding by acupointstim ulation

2008

2008

A cta Physiologica Sinica

N eurochem R es

中国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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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内聚焦

科研工作基本情况及主要成

果尧贡献
罗非研究员早年师从韩济生

院士袁长期从事痛觉与镇痛原理研
究袁在慢性疼痛及其针刺治疗的机
制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遥同时开
展阿片类物质的心理依赖机制研

究袁在国际上率先建立大鼠条件性
位置偏爱消退后重建模型作为阿

片成瘾戒断后复吸动物模型袁居国
际领先水平遥在国内首先开展针刺
镇痛的脑功能成像研究袁发现电针
可以频率依赖性地激活中枢大范

围网络袁其中有部分网络参与镇痛
效应曰发现电针对中枢网络不同部
分的痛觉激活具有双向调节作用曰
并提出了针刺穴位特异性的脑功

能成像证据遥 赴美进修期间袁引进
清醒动物神经元群单位放电多通

道记录技术曰归国后率先开展痛觉
编码与调节的清醒动物电生理研

究遥首先发现疼痛由丘脑皮层通路
中大量神经元群体编码曰首先发现
外周不同频率电刺激在丘脑皮层

神经网络内激发频率依赖性响应遥
移师心理所后袁他继续原有的研究
方向袁首先发现疼痛刺激发生时丘
脑皮层通路内出现大量下行信息

流动袁持续性疼痛还引发内侧通路
向外侧通路的信息流动曰首先发现
短暂疼痛刺激信息在中枢以长度

为数十至数百毫秒的短放电串编

码袁这些放电串的存在一直持续到
刺激后数秒钟曰首先发现皮层的传
出活动对急性痛具有易化作用袁但
却抑制慢性疼痛遥 据此袁他提出中

枢神经网络痛觉编码理论袁指出疼
痛信息由中枢网络内往复传递的

短放电串编码曰这些放电串在不同
脑区之间的传递袁起到了痛觉编码
和调制作用遥 他进而开展认知与
情绪对疼痛感觉的调节作用研

究袁包括安慰剂效应研究尧痛觉预
期研究尧 以及抑郁对痛觉影响的
研究遥 创建小鼠安慰剂效应模型袁
为进一步机制研究奠定了基础曰
发现抑郁大鼠对外界疼痛刺激敏

感度下降袁 但对内在持续疼痛的
感受却大幅增强曰 发现痛觉预期
加强丘脑皮层通路神经元群的痛

觉反应袁并改变其信息流动模式遥
他率先开展身－心源性亚健康状

态的综合干预研究袁 提出综合应
用认知心理调节尧 感觉生理刺激
以及生活工作方式调节袁 改善亚
健康状态的综合干预方案袁 并开
发了基于脑电指标的亚健康生物

反馈调节系统袁 将该研究的有关
发现用于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工

作之中遥 在吸取国际神经科学界
关于脑功能可塑性的研究经验的

基础上袁提出通过认知调节尧感觉
经验和生活调节袁改变用脑方式袁
从而获得良好身心健康状态的观

点袁 倡导基于脑功能可塑性的健
康用脑尧健康生活方式遥 已发表原
著论文 86 篇 (其中 SCI 收录 36

篇)袁 综述论文 32篇(其中 SCI收

录 5篇)袁会议论文 4篇(其中 SCI

收录 2篇)袁出版论著 10部(章)袁
主持尧 参与国内外各类科研项目
22项遥

目前正在(拟)从事的科研项

目有院
(一)中枢痛觉编码研究院
属基础类研究袁旨在阐明痛觉

信息在中枢神经网络中传递尧处理
直至呈现于意识的过程袁揭示痛觉
刺激的感觉尧情绪和认知信息分别
如何产生和传递的规律袁以及其它
感觉尧情绪和认知过程对痛觉编码
过程的影响曰包括痛觉及其调制的
中枢神经网络编码研究袁安慰剂效
应机制研究袁抑郁情绪对痛觉的调
制作用研究袁皮层下行信息的痛觉
调节作用研究袁痛觉经验对痛觉编
码的调节作用研究袁中枢神经网络
对躯体感觉中负性情绪信息的编

码机制研究等曰这些研究将大大加
深对痛觉中枢机制袁特别是慢性疼
痛过程中枢机制的理解袁为治疗慢
性疼痛性疾病提供新的思路袁为全
新的疼痛疗法的开发提供理论和

实验依据遥
(二)身心健康促进研究院
属应用类研究袁旨在利用神经

网络可塑性原理袁通过认知尧生理
和行为的综合方式袁 改善用脑习
惯袁提高身心健康水平曰包括亚健
康的综合干预研究袁汶川地震灾后
心理干预研究袁以及基于脑电信号
的生物心理调节研究等曰这些研究
将提出新的身心健康促进方案袁建
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身心健康促进社

区网络袁 并开发基于脑电等生理信
号的生物心理调节设备袁 基于物理
刺激的身心健康调节产品袁 以及基
于认知行为的脑功能重塑方案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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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和获基金资助情况

年度 奖励种类 获奖项目名称 等次 排名

1997 临床奖 香港医院管理局时代杰出员工

2004 科研奖 精神分裂症双年度工作坊资深科学家奖

2007 科研奖 精神分裂症研究会议青年科学家奖

2008 科研奖 精神分裂症双年度工作坊资深科学家奖

2008 科研奖 Griffith大学杰出研究者奖渊Griffith Health Distinguished Visiting Researcher Award冤
2009 科研奖 Sir Allan Sewell Fellowship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 务 职 称

1988.8-1997.9 香港多间医院工作 职业治疗师

1997.9-2001.1 香港大学心理学系 助教

2001.1-2003.6 香港大学精神病学系 助理讲师

2003.6-2004.8 中山大学心理学系 教授

2004.9-2007.3 中山大学心理学系 副主任 教授

2007.3- 今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研究员

起止年月 学术团体名称 职 务

2003.7-2005.6 香港大学精神病学系 荣誉助理教授

2005.7-2008.6 香港大学精神病学系 荣誉副教授

2008.7- 今 香港大学精神病学系 荣誉教授

2004.7- 今 国际神经心理学会 亚洲区代表

2005.6 -今 第九届中国心理学会生理心理专业委员会 委员

2010 -今 第十届中国心理学会理事 理事

2001.11- 2003. 10 香港精神分裂症研究学会 财务

2003.9-2005.8 Hong Kong Journal of Psychiatry 编委

2000.10- 今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SCI杂志) 编委

2004.9 - 今 Neuro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SCI杂志) 编委

2007.4 - 今 心理科学进展 编委

2009 -今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编委

主要专业工作经历渊含国外研究工作经历冤

所内聚焦

附二院陈楚侨研究员简介

国内外学术团体任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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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论文和著作

年度 奖励种类 基金项目名称 金额 排名

2007-2010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

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

青少年精神病及亚临床人群的神经心理机

制与认知行为干预研究
200万 课题负责人

2007-2010 973计划项目
抑郁症与精神分裂症的基因与环境相互作

用机理研究
380万

二级子课题

负责人

2008-20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精神分裂症患者软体症状的认知神经科学

研究
30万 课题负责人

2007-2009
中国科学院 野百人计
划冶 启动基金 精神分裂症机理的综合神经心理学研究 40万 课题负责人

2005-200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动态信息加工的多方式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22万 第二参与者

2004-200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特异性脑损伤患者注意力转换和多重任务

行为的实验研究
18万 课题负责人

2003-2006
N A R SA D (国际研究基

金)

为期一年的香港与温哥华精神分裂症初期

神经认知功能的远期比较研究
6万美元 课题负责人

2003-2007 中山大学野百人计划冶 前额叶受损病人的神经认知功能和临床

的尧功能性的结果的联系 70万 课题负责人

2003-2005
N arcotics D ivision, G ov-

ernm entofH ong K ong

R elapse prevention after first-episode psychosis:

a double-blind random ized placebo-control

study ofm aintenance therapy

48万(港元) 主要参加者

2000-2004
Stanley M edical R e-

search Foundation

A n internationalstudy ofim proving treatm entforthe

m ost severely ill with schizophrenia: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ofrisperidone augm entation

ofclozapine treatm ent

10万(港元) 主要参加者

2001-2003 香港大学 Seed Funding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香港精神分裂症病人执

行性功能的本质与模式
12万港元 课题负责人

题 目 发表时间 刊物名称 国别

N eurological soft signs as candidate endophenotypes for

schizophrenia:A shooting starora N orthern star?
2008袁 32袁 957-971

N eurosci Biobeh

R ev
英国

D exterous m ovem ent com plexity and cerebellar activation:A

m eta-analysis.
2009袁59袁316-323. Brain R esR ev 荷兰

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野feeling of being seen

through冶 in a non-clinical sample using an ERP paradigm.
2009袁1254袁63-73. Brain R es 荷兰

所内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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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ipatory and consummatory components of the experience

of pleasure in schizophrenia: Cross-cultural validation

and extension.

in press Psychiatry Res 荷兰

Objective measures of prospective memory do not cor-

relate with subjective complaints in schizophrenia.
2008袁103袁229-239 Schizophr Res 荷兰

Neurological soft signs in schizophrenia: A meta analysis. in press Schizophr Bull 美国

Neuroleptic effects on P50 sensory gating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never-medicated schizophrenia.

2009袁 108 (1-3)袁
151-157

Schizophr Res 荷兰

Emotion categorization perception in schizophrenia

in conversations with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s.
in press

Aust NZ J Psy-

chiat
澳大利亚

Facial emotion processing in schizophrenia: A

meta-analysis of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data.
in press Schizophr Bull 美国

A regulation role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 in the Fist-Edge-Palm

task: evidence from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alysis.
2008袁41袁1345-1351 NeuroImage 美国

Prospective memory deficits in subjects with

schizophrenia spectrum disorders: A comparison

study with schizophrenic subjects, psychometrically

defined schizotypal subjects, and healthy controls.

2008袁 106 (1),袁
70-80.

Schizophr Res 荷兰

Prospective memory in schizophrenia: Further

clarification of nature of impairment.
2008袁 105袁 114-124 Schizophr Res 荷兰

A meta-analysis of association studies between the dopamine

transporter gene an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2007袁 144B (4)袁
541-550

Am J Med Genet

B
美国

The components of executive functioning in a cohort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a multiple single-case study design.

2006袁 81 (2-3)袁
173-189

Schizophr Res 荷兰

Specific executive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medication-na?ve schizophrenia.
2006袁82(1)袁51-64 Schizophr Res 荷兰

Multitasking performance of Chinese children with ADHD. 2006袁12袁575-579 JINS 美国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antipsychotic

polypharmacy: risperidone versus placebo augmen-

tation of clozapine in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

2006袁354袁474-482 NEW ENGL J MED
美国

The differential clinical and neurocognitive

profiles of COMTSNPrs165599 in schizophrenia.
2005袁11袁202-204 JINS 美国

所内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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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楚侨研究员利用多学科的

方法研究精神分裂症谱系的病因

和神经机制遥 申请人主要在神经
软体征和内表型领域做出了开创

性的工作袁 发现了神经软体征所
对应的脑区功能连接袁 改变了传
统看法曰 提出且论证了神经软体
征是精神分裂症的潜在内表型遥
使用脑成像等方法进一步探讨了

神经软体征和精神分裂症病理之

间的关系袁 这项工作得到了国际
同行的高度关注遥 在精神病连续
体上进行了行为和脑机制的系统

研究袁取得了杰出的成果遥还致力
于发展适合于中国文化背景的神

经心理学评估和社会认知培训材

料袁 将基础研究方法与思路贯彻
于精神分裂症谱系的临床应用研

究中遥陈楚侨研究员已发表共渊含
已接收冤国际期刊论文 100篇袁其
中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SCI/SS-

CI论文 46篇遥 其中 18篇发表在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Schizophrenia Bul-

letin袁Brain Research Review,

NeuroImage袁Schizophrenia Re-

search, JNNP等权威杂志遥
陈楚桥研究员一直从事精神

分裂症相关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袁
以下是申请人具体的学术成绩和

创新点院
(1) 阐明了神经软体征是精

神分裂症的潜在内表型袁 结合基
础神经科学及认知心理学理论

研究精神分裂症认知内表型的

机理遥 使用脑成像等方法进一步
探讨了神经软体征渊及其它认知
功能冤和精神分裂症病理之间的
关系遥

神经软体征的研究主要有两

方面的原始创新性遥 第一方面是
申请人系统地把我们实验室过去

几年的研究成果和其它研究团队

的研究成果整合起来袁 支持了神
经软体征是精神分裂症谱系 渊包
括首发未服药尧慢性尧病人一级亲
属尧 及高危人群如分裂型人格障
碍冤潜在内表型这一观点遥第二方
面在于对神经软体征的定义有了

新的看法遥 传统看法认为神经软
体征是精神分裂症或其它精神疾

病在活动协调尧感觉统合尧抑制和
复杂系列运动等方面的临床表现

缺陷袁没有特异的脑区来负责遥然
而袁 我们最近在健康人群中运用
感兴趣区域的脑成像分析方法没

有发现特定的脑区参与袁 但是我
们采用心理生理交互作用的分析

方法却发现了前额叶的右下部和

中部存在功能连接的激活遥 这些
发现使我们对神经软体征有了新

的看法遥另外,在前人的基础上我

们将再进一步发掘新的内表型指

标袁如前瞻记忆功能遥

渊2冤 致力于发展适合于中国
文化背景的神经心理学评估尧社
会认知脑机制和行为评估及相关

培训材料袁 将基础研究方法与思
路贯彻于精神分裂症谱系的临床

应用研究中遥
最近陈楚侨研究员发展出一

个用于研究正常人和亚临床人群

的牵连观念的 ERP范式袁 我们将
在这次初步探索的基础上发展并

完善实验范式袁 并拟采用分裂症
型人格的被试来进一步确认所观

察到的脑电成分背后的心理意义

及其临床价值遥在情绪知觉中袁精
神分裂症病人组在双侧杏仁核尧
海马旁回尧梭状回尧右侧额上回以
及豆状核等脑区的激活显著弱于

正常对照组遥另一研究中袁我们采
用渐变表情图片为实验材料袁考
察精神病患者一些更为细致微弱

但却异常的对互动中的一方情绪

的知觉袁体验和认知表现遥我们实
验室发展了一个新的实验范式袁
验证了一个测量最重要的阴性症

状 --快感缺乏 渊不能体验快乐冤
的量表遥

(3)基于执行功能的理论袁通
过系统的研究袁 对执行功能成份
结构提出新观点袁 对了解精神分
裂症认知缺损与神经病理以及其

他临床病例的应用有突出贡献遥

科研工作基本情况及主要成果尧贡献

渊下转院35页冤

所内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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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副所长尧 纪委书记傅小
兰研究员的文章叶我的野六心冶读书体
会曳被院监察审计局研编的文集叶书
海竞帆曳野科苑畅读冶版块选用遥

为认真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

精神袁积极响应路甬祥院长发出的
关于加强读书学习的号召袁推动中
科院学习型纪检审干部队伍建设袁
加强全院反腐倡廉建设袁中央纪委
驻中国科学院纪检组和院监察审

计局联合研编出版 叶书海竞帆曳一
书遥 院监审局希望通过此书袁给中
科院纪检审干部以启迪和思考袁自
觉加强读书学习袁 加强文化修养袁

陶冶思想情操袁在建设改革创新和
谐奋进的中国科学院的进程中作

出新的贡献遥
傅小兰研究员在文章中以生

动的笔墨袁富有哲理的语言谈到了
她对读书的体会遥文章指出袁野读书
开卷有益袁在乎用心浴 冶袁所谓六心袁
即野虚心尧精心尧诚心尧静心尧恒心尧
入心冶袁用野六心冶去读书袁不仅可以
博学尧益智尧养心袁给人以快乐尧给
人以光彩尧给人以才干袁还可以使
愚笨者聪慧袁使幼稚者成熟袁使单
纯者老练袁使急躁者冷静袁使怯懦
者坚强袁使狭隘者达观袁使粗俗者

文雅袁使高傲者清醒遥作者认为袁领
导干部要以野六心冶读书袁以达到清
心脱俗尧修身养性尧心胸开阔尧宁静
致远的佳境遥

纪委书记傅小兰研究员的文章入选院监审局研编的文集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顾敏]

所党委连续三年荣获“党建工作创新”二等奖

[撰稿院党办]

1月 13至 14日袁 京区党委举
办了一年一度的京区党建尧 纪检工
作交流暨评选野党建工作创新奖冶活
动袁来自京区 50多个单位的纪委副

书记尧党办主任和京区党委组织员尧
机关有关部门的处长近 100人参加

了会议遥 京区党委常务副书记项国

英尧 副书记杨建国和副书记兼纪委
书记隋红建出席了会议遥

党建工作创新由中科院京区党

委举办袁 是对京区各单位党建工作
的年度综合考评遥 会上袁各单位分别
交流了组织开展野党员永葆先进性冶
主题教育活动和野我为创新做贡献冶
主题实践活动的特色尧 发展科技骨
干入党的经验袁以及贯彻落实叶建立
健 全 惩 治 和 预 防 腐 败 体 系

2008-2012年工作规划曳尧叶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曳的新成效遥 经过京区
党委领导尧 组织员及机关有关部门

处长评选袁我所再次荣获野党建工作
创新冶二等奖遥

本次获奖是对所党委 2009年

度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鼓励袁 同时又
是一种鞭策袁在今后的工作中袁我们
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届四中全

会精神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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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努力
促进和谐研究所的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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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内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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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新尧陈祉妍主讲课程叶心理评估曳再次获评研究生院优秀课程
[撰稿院研究生部 管吉吉]

心理所张建新研究员尧 陈祉
妍副研究员主讲课程叶心理评估曳
被评为 2008-2009学年研究生院

野优秀课程冶袁 此次研究生院人文
学院共有七门课程获评袁 这也是
继 2007-2008学年后该课程第二

次获评野优秀课程冶遥
评选活动是在在校学生评估

和专家评议的基础上袁 经教学委
员会审议后袁再由研究生院院长
办公会最终做出决定的遥 研究生
院每学年都会对玉泉路园区和

中关村园区所开设的所有研究

生课程进行优秀尧 优良课程评
选袁其目的是为了推动研究生院
的课程建设袁 提高课程教学水
平袁使精品课程的教学起到良好
的示范作用遥

院老干局局长孙建国和所领导班子看望老领导和退休老同志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张莉]

2月 8日袁院老干部局局长孙建
国一行在心理所党委副书记尧 副所
长李安林及离退休老干部工作负责

人李苏炜尧张莉的陪同下袁看望了荣
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的茅于

燕研究员袁 真切询问了茅老师近来
的身体状况尧 生活状况以及开办弱
智儿童幼儿园的一些情况袁 并详细

了解了茅老师退休以后进行的各项

社会工作和科研论文的整理工作遥
1月 19日 --2月 9日袁所领导

班子在心理所职能部门负责人的陪

同下袁 分别看望了心理所老领导李
浦新尧曾苏东尧徐联仓尧匡培梓尧刘善
循以及退休老同志张增慧尧龚维瑶尧
左志荣尧李文馥尧汪兴安尧汤慈美尧陈
双双尧吴志平尧张玉兰尧夏钟丽尧马谋
超袁向他们献上了新春的祝福袁同时
也向老同志们介绍了所近期的科技

创新进展情况遥 并感谢老同志们为
心理所的发展做出的贡献遥

看望过程中袁 所领导对老领导
们问寒问暖袁 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
状况袁生活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袁同
时也介绍了所里近期的主要工作情

况遥所领导明确表示袁老同志是研究
所的宝贵财富袁 所里的发展离不开
各位老同志的辛勤工作遥 有的老同
志虽然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袁 但始

终发挥着余热袁 关心支持着研究所
的改革创新发展遥 衷心祝愿老同志
们健康长寿尧春节愉快尧万事如意尧
幸福安康浴

离退休老干部和老同志们为研

究所目前的发展状况感到高兴袁对
所领导的真切关怀表示了深深地谢

意袁他们会继续关心尧支持研究所的
发展袁祝愿研究所的明天更美好遥

所内聚焦

院老干部局局长孙建国一行看望茅于

燕研究员

所领导班子看望原所长匡培梓研究员

张侃所长向原所长徐联仓研究员耐

心介绍研究所 年发生的大事

傅小兰副所长一行看望左志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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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举办 2010年离退休同志新春团拜会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顾敏]

2月 2日袁心理所 2010年离

退休同志新春团拜会在热烈欢快

的气氛中举行袁50多位老同志欢
聚一堂袁共迎新春佳节遥四位所领
导出席团拜会并发表讲话遥 团拜
会由党委副书记李安林主持遥

张侃所长首先向全所离退休

老同志及家人致以诚挚的慰问和

新春的祝福袁 并对为心理所改革
创新发展等各项工作做出贡献的

所有离退休老同志表示衷心的感

谢遥 张侃指出袁在过去的一年里袁

心理所在期刊论文发表尧 人才培
养尧承担国家科技任务尧平台建设
等方面取得了众多骄人成绩遥 这
些成就的取得袁 离不开老一辈心
理学家尧 心理学工作者和所有离
退休老同志共同打下的坚实基

础遥 离退休老同志是研究所的宝
贵财富袁 心理所的改革创新发展
历程和今天成就的取得袁 是一代
又一代心理所人艰苦奋斗尧 爱国
奉献尧 锐意进取尧 开拓创新的结
果遥随后袁副所长傅小兰尧张建新尧

李安林也分别致辞袁 他们祝愿老
同志福寿满堂尧身体健康尧新春愉
快尧万事如意浴

幸福溢满了参加团拜会的

50多位老同志的面庞遥原党委书
记曾苏东同志代表老同志发表致

辞袁 他感谢所领导对老同志的关
怀和支持袁 对研究所的发展感到
欣慰袁 并对研究所表达了美好的
祝愿遥 会议特别为在野60年中华
科学情冶 征文活动中获奖的老同
志汤慈美颁奖遥

所内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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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1日袁 心理所召开 2009

年度学术年会遥院生物局生物医学
处尧公安部科技信息局重大项目办
公室尧首都师范大学尧北京大学尧北
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领导尧 专家袁
以及心理所的科研人员尧研究生约
200余人参加了本次年会遥

2009年袁 心理所在科学发展
观的指导下袁通过拓宽科研资源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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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
途径袁各项工作均取得了长足
进展遥 2009年袁心理所获批科
研项目 27项袁 争取横向项目
41项袁 发表 SCI/SSCI/EI 论

文 172篇袁其中第一单位署名
134篇袁本领域 top30%期刊发

表 33篇遥 这次年会主要展示

了全所科研人员学术研究的进展

和成果遥
上午的年会由学术委员会主

任林文娟研究员和副主任翁旭初

研究员主持袁共包括 7个报告遥 首
先是张侃所长进行的国民重要心

理特征调查项目进展情况的报告遥
以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野国
民重要心理特征调查冶 项目为契
机袁将整合我所已有数据袁建立综
合的心理数据平台遥其成果将为我

国人口健康尧社会发展提供重要参
考袁并为心理科学研究提供重要依
据袁成为中国科学院 e-science平

台中心理学数字化平台即 e-Psy-

chology建设的关键遥
随后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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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袁以及危机干预中心渊成都冤的科
研人员和研究生在各室年会的基

础上袁 选择代表性工作进行了汇
报遥其中罗非研究员从细胞的微观
结构讲起袁提出野大心理健康冶的观
念曰 蒋毅研究员作为 2009年引进

的百人计划学者袁就半年来视觉与
注意实验室的建设和研究情况进

行了汇报袁 介绍了实验室目前关于
无意识视觉加工和生物运动知觉的

研究成果遥 祝卓宏副研究员在学术
年会当天凌晨才从四川赶回北京袁
并就在四川开展的基于移动平台的

心理援助项目进行了介绍遥 具体报
告题目包括渊以报

心理所召开 年度学术年会
撰稿院科研业务处 王日出

会议报道

学术年会剪影

学术委员会主任林文娟研究员主持会议 张侃研究员作报告

蒋毅博士作报告 祝卓宏副研究员作报告

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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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召开 年度工作会议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顾敏

1月 22日袁心理所召开 2010

年度工作会议袁 心理所全体职工
参加大会遥 会议听取了科研和管
理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袁 并对
在 2009年度荣获各项表彰的集

体和个人颁奖遥
会议分两个时段遥 上午由各

职能部门负责人刘浙华主任尧周
智红处长尧刘正
奎处长尧黎勇处
长尧高云处长分
别就本部门开

展的重点工作

进展情况及未

来的工作设想

作了报告曰下午袁心理健康院重点
实验室尧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
心尧 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尧
发展与教育研究室党支部尧行为
遗传学研究中心尧危机干预中心
负责人分别对本部门科研目标

及主要方向尧项目成果尧人才队伍
建设尧 内部建设等几个方面作了

报告遥
在上午颁奖环节袁 所领导分

别向在 2009年度工作中作出突

出贡献的创新团队尧2009年度优
秀员工尧 信息宣传先进部门和先
进个人尧优秀党员尧文明标兵等进
行颁奖遥 会议分别由张建新和傅
小兰副所长主持遥

会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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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召开信息化工作战略研讨会
[撰稿院网络中心 张永博]

1月 19日下午袁心理所召开
信息化工作战略研讨会袁 所领导
张侃尧张建新尧傅小兰尧李安林尧孙
向红尧 刘正奎以及各研究室和职
能部门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遥 会
议由所长助理孙向红主持遥

首先袁孙向红传达了叶中国科
学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院属单位信

息化工作指导意见曳袁介绍了我院
开展信息化工作的背景和概况袁
并简要回顾了我所过去一年的工

作进展遥在此基础上袁孙向红提出
了我所未来信息化工作的基本原

则尧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袁结合我
所刚刚启动的科技部 野国民重要
心理特征调查冶项目和科学院野脑
认知与心理健康信息资源库冶项
目对院里重点部署的 e-Science

工作进行了介绍遥
其次袁 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作

了 2009 年信息化工作总结和

2010年信息化工作计划遥科研业
务 处 处 长 刘 正 奎 的 报 告 以

野e-Psychology的建设冶为主题袁

内容包括院科研处开发应用野科研
管理系统冶尧公用实验室加入野北
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仪

器管理系统冶尧以及科普传播平台
的建设遥 2010年袁公用实验室将
建立野fMRI 虚拟实验室冶并投入
使用遥 综合办公室主任刘浙华介
绍了我所使用 ARP公文系统的情

况袁推动了无纸化办公遥网络中心
主任冯玲介绍了我所信息化基础

设施 /环境的建设和维护袁 包括
所网站加入院网站群尧ARP 升级
涉及的软硬件更新等内容遥 图书
馆馆长陈晶围绕野信息服务冶介绍
了文献信息服务尧信息资源建设尧
情报信息分析等方面的工作进

展袁并计划在 2010年建立并启用

野研究所机构知识仓储冶渊Insti-
tutional Repository袁简称 IR冤
系统遥 财务处处长黎勇介绍了本
部门使用 ARP系统的情况袁 指出
系统还存在一些缺陷渊如院预算控
制方面冤遥人教处处长周智红介绍
了 ARP人力资源和薪酬模块的使

用袁以及研究生部使用野教育业务
管理平台冶的情况遥

在讨论分析环节袁 首先由陈
晶作野国际心理学研究机构尧组织
的网站分析冶报告袁然后杜娟和张
永博分别作了 野国内心理学研究
机构尧 组织及兄弟院所的网站分
析冶报告和野心理学服务网站的调
研分析冶报告遥 随后袁与会人员围
绕信息化展开自由讨论遥 大家对
我所信息化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袁 同时也提出了尚需改进的方
面袁 比如信息化服务要投入多大
的精力钥 还要与全所战略发展联
合考虑遥

最后袁 党委副书记李安林和
所长张侃作总结性发言遥 李书记
指出袁 我所信息化工作要抓紧落
实袁赶快行动遥 张所长指示袁信息
化工作要抓重点袁 做出有突破性
的工作袁 争取以信息化手段既服
务于社会袁又给所里谋求效益袁同
时为全所未来的发展提供支持遥

会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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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机关职工

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召开总结研讨会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史占彪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

咨询中心 渊以下简称 野中心冶冤于
2010年 1月 13日及 2010年 1月

19 日分别举行 野所内研讨会冶和
野院所工作会冶袁 系统总结 2009年

的工作袁展望 2010年的计划遥中国
科学院院工会副主席张福宽袁心理
所副所长张建新尧 副书记李安林尧
所长助理刘正奎出席了会议遥

野中心冶 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工
委尧 中国科学院工会和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组建的组

织袁专门针对中央国家机关 94个部

委职工开展心理健康促进和咨询辅

导服务的机构袁 心理所作为挂牌单
位袁专门为此成立野中心冶心理所领
导小组袁在所务会的领导下部署尧指
导和实施与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

健康相关联的各项工作遥
野中心冶 于 2008年 12月 1日

成立以来袁 至今已经运行一年多遥
一年来袁野中心冶心理所领导小组积
极组织心理所心理学应用骨干力

量袁 针对部委职工的实际情况袁着
实开展了 野热线咨询冶尧野门诊咨
询冶尧野心理健康讲座冶野心理促进项

目冶等工作遥 其中野热线咨询冶涉及
机关职工及其家属袁 包括婚恋问
题尧子女教育问题袁工作压力问题袁
门诊咨询涉及到神经官能症尧抑郁
症尧适应障碍尧工作倦怠等内容遥心
理健康讲座除了中科院大气所尧物
理所尧工程热物理所尧声学所尧生态
中心之外袁还延伸到中残联尧国家
环保局尧国家开发银行袁国家农业
部尧国家民政部尧中央组织部尧国家
财政部尧国家建设部等国家部委遥
在此基础上还和某些国家部

委机关开展了系统深入的野心理健
康促进项目冶合作袁包括心理评估尧
心理讲座及心理辅导与咨询工作袁
比如和国家审计署顺利开展了一

期尧二期心理健康促进项目袁在中
残联系统开展残疾人心理健康普

查袁在中纪委开展纪检监察干部压
力与健康心理测试及纪检监察干

部心理调适活动中心的建设袁在团
中央系统开展儿童政治社会化促

进项目遥
野中心冶 心理所领导小组根据

工作需要对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遥
现在的野中心冶心理所领导小组由

张建新担任组长袁刘正奎尧王詠尧史
占彪三人为副组长袁 副组长向组长
负责遥为更有效地推进野中心冶工作袁
领导小组建议酝酿设立 野专家顾问
团冶袁协助组织有关业务研讨袁专业
提升和技术攻关工作遥

展望 2010袁野中心冶 将在中央
国家机关工委尧中国科学院工会和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各级领导

的关注与支持下袁逐渐完善野中心冶
各项规章制度袁面向中央国家机关
各部委职工袁继续坚持常规热线服
务和咨询门诊等心理咨询室工作袁
积极组织野名家谈心理冶大型系列
心理知识讲座袁科学实施国家机关
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普查工作袁着
手开展网络服务和手机移动心理

服务袁并考虑编写公务员心理自助
手册袁而且将团结全国专家在各部
委机关努力推进个性化尧 系统性尧
持续性的系列心理健康促进项目遥
通过一系列的工作袁逐步实现提升
国家公务员心理素质袁提高公务员
心理健康水平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的目标遥

会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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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各实验室分别召开 年度学术年会
[撰稿院邓园 赵业粉 殷晓莉]

为了增进实验室各课题组之

间的学术交流袁营造浓厚的科技创
新氛围袁 拓展科研人员的学术视
野袁使广大科技人员了解了更多更
新的国内外学术动态袁近日袁认知
与实验心理学研究室尧心理健康院
重点实验室及社会与经济行为研

究中心分别召开 2009年度学术年

会袁听取各学科代表 /研究生做学

术报告袁并就实验室未来的发展重
点进行了战略研讨遥

2009年 12月 21日至 22日袁
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师和

学生共计 60 余人参加了学术年

会袁财务处处长黎勇及科研处副处
长冷立行应邀就基金申请与管理

问题到会指导遥 会上袁中心主任李
纾从人才队伍尧科研项目尧论文产
出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四个方

面总结回顾了 2009 年的情况袁并
鼓励大家在当前的形势下要积极

思考袁夯实科研基础遥 在学术报告
环节袁中心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分
别汇报了各自的研究进展袁并由王

二平研究员做大会的闭幕词遥此次
学术年会增强了中心成员之间的

交流与学习袁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心
的凝聚力袁与会同志都对中心未来
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遥

2010年 1月 12 日袁认知室的
教师和学生共计 70余人出席了学

术年会袁8个研究员领衔的课题组
分别选派 1-3人做了学术报告袁同
时每个课题组长还回顾了各自课题

组 2009年的科研发展状况遥 其中袁
四名于 2009年新引进的百人计划

研究员蒋毅尧李兴珊尧吴昌旭和周雯
也积极参与袁 详细介绍了他们各自
课题组的研究领域以及来所后的研

究进展遥最后袁通过票选和讨论选出
了推荐到所年会的报告遥 本次年会
的内容充分体现出我室近年来的科

研进展袁 在内容上既有传统的基础
行为学研究袁 也有关注神经机制和
新兴的嗅觉加工研究袁 还有方法学
及实践领域的工作袁 充分体现出了
我室科研工作多元发展的状况遥 大
家也就今后如何加强相互合作进行

了探讨遥 本次学术会议气氛轻松活
跃袁 大家都十分积极踊跃地参与讨
论袁还利用休息间隙相互沟通交流遥
大家都表示本次学术年会有效地促

进了室内部相互了解袁 希望今后能
增加更多室内沟通交流的机会遥

2010年 1月 12日袁健康室百
余名师生参加了 2009年度学术年

会暨战略研讨会袁各课题组派代表
进行了 19个学术报告袁 集中展示
了 2009年度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成

果遥午间实验室成员进行了战略研
讨遥 今后五年袁实验室的主要目标
是产出一批有显示度尧能产生重要
影响并满足百姓需求的科研成果遥
经过研讨袁健康室确定今后将注重
非临床取向研究袁加大力度专注于
特色建设渊精神疾病的早期识别尧抗
应激能力增强尧 心身健康与重要疾
病的心理影响因素尧 心理健康促进
的社会文化途径冤袁并进行方向部署
和整合袁 对现有成果进行重新整理
和凝练袁努力增强内力袁并积极联合
外援袁将健康室建设得更好遥

会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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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此项研究亚健康状态评估的指标体系袁内容涉及生
理尧心理渊含情绪尧认知尧行为尧自我冤尧社会适应等方面的不良
表现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中国城市劳动力人口亚健康状况的抽样调查显示袁学历越高袁亚健康程度越低袁
个人收入尧社会经济地位与亚健康的相关也是如此遥

记者日前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了解到袁该所新近完成了一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渊863计划冤课
题叶中国人亚健康状态综合评估诊断和预测系统的建立曳袁这项调查历时 2年袁针对中国人亚健康进行了 5万

人的样本调查遥

万样本揭示中国城市劳动力人口

亚健康状况
[转载院叶工人日报曳 作者院陶映荃]

科研进展

腋特别报道夜5万样本揭示中国城市劳动力人口亚
健康状况

对城市劳动力人口亚健康状况的调查

据此次调查的负责人尧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
长尧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会长张建新研究员介绍袁课题组
对亚健康下的定义为院 亚健康状态是一种介于健康与疾
病之间的中间状态袁是个体在适应生理尧心理尧社会应激
过程中袁由于身心系统的整体协调失衡尧功能紊乱袁而导
致其生理尧心理和社会功能下降尧但尚未达到疾病诊断标
准的状态袁 这种状态通过自我调整可以康复转化到健康
状态袁但长期持续存在则可恶化转化成疾病状态遥
据张建新研究员介绍袁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袁如果将

调查的目标人群设定过宽袁反而达不到深入研究的目的遥
因此袁 该课题组只对中国城市劳动力人口的亚健康状况
进行抽样调查遥
课题组采取分层抽样的方式袁按照 2006年的人口统

计数据袁首先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尧华北尧华中南尧华东尧西
北尧西南六个大区进行抽样袁其中袁样本的地域分布为东
北占 11.7%尧 华北占 17.2%尧 华东占 31.2%尧 华中南占
20.8%尧西南占 4.2%尧西北占 5.5%遥 随后在六个大区中按
照经济发展水平选择不同类型的城市进行抽样遥 在抽样
的时候再考虑到被试的年龄尧性别尧职业的匹配遥
同时袁在揭示全中国人亚健康分布情况的同时袁还有

针对性的在全国不同的地区挑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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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人亚健康的性别差异渊注院 分为全国样

本的平均得分曰 得分越高袁表示亚健康越严重渊积极情感则
相反冤曰下同冤

人群进行重点调查遥 被特别调查的有北京尧抚顺尧温州和
乌鲁木齐遥数据录入及初步筛选之后袁得到的样本总量为
51687个遥数据净化处理后得到 46935个样本袁占录入样
本的 90.8%遥

中国人亚健康的分布及现状

中国人亚健康的地域分布

统计结果显示袁 不同地域人群的亚健康的各种状态
均存在显著的差异遥主要体现在袁来自西北地区的样本在
亚健康各项指标上的得分最高袁 在亚健康总分尧 生理问
题尧消极情绪尧认知问题尧行为问题尧自我评价尧以及社会
适应方面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袁 而在积极情
绪方面的得分显著低于全国水平袁 整体表现出偏向疾病
端的亚健康状况曰而华中南尧华东人群的亚健康的所有指
标得分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袁则更偏向于健康一端遥

中国人亚健康的城市发展水平分布

此项研究采用野城市综合实力冶指标袁来定义各地区
现代化的程度遥 城市综合实力是指一个城市在一定时期
内经济尧社会尧基础设施尧环境尧科技尧文教等各个领域所
具备的现实实力和发展能力的集合袁 其指标体系包含城
市的人口和劳动力尧经济发展尧社会发展尧环境和基础设
施等四个方面遥
城市综合实力作为一个综合的指标全面地体现了城

市的现代化程度遥根据此指标袁该研究根据城市综合实力
将样本所在的城市分为大型城市尧 中型城市尧 小城镇三
类遥结果显示袁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的居民在亚健康各指标
上均存在显著差异遥从总的来说袁中型城市居民的亚健康
的各个指标均是最高的袁 各项指标的得分均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袁 显示出中型城市居民整体的身心健康水平比较
低遥 同时袁大城市的居民表现为更多的行为问题袁而小城
镇居民则表现出更多的躯体症状遥

中国人亚健康的性别分布

从性别上来说袁女性的亚健康表现强于男性袁表现出
更多的亚健康症状遥 具体说来袁男尧女两性在积极情感与
社会适应两个指标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遥同时袁男性更多
地表现出行为亚健康问题曰 而女性则在表现出更多的躯
体状况尧消极情感尧认知问题以及消极的自我评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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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亚健康的婚姻状况分布

统计结果显示袁未婚样本数量 21569份占总样本

量的 46.0%尧 初婚样本数量 20910 份占总样本量的

44.6%尧离婚样本数量 688份占总样本量的 1.5%尧再婚
样本数量 696份占总样本量 1.5%尧丧偶样本数量 264

份占总样本量的 0.6%袁 处于不同婚姻状态的群体在亚
健康各指标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异袁体现为未婚者的身心
健康状况优于初婚者袁初婚者的身心健康状况优于再婚
者袁再婚者的身心健康状况优于离异者袁离异者的身心
健康状况优于丧偶者遥离婚人群与丧偶人群很明显地体
验到更少的积极情感袁如愉悦尧满足等渊如图所示冤遥

中国人亚健康的年龄分布

根据调查样本的年龄分组 袁18 岁～25 岁占

15.5%曰25岁～30岁占 14.3%曰30岁～35岁占 16.6%曰
35岁～40岁占 21.3%曰40岁～45岁占 11.5%曰45岁～
65岁占 7.7%遥

从整体情况来看袁 年龄与亚健康状态呈 U型曲

线的关系袁35岁～40岁年龄段的人的身心健康水平

最高袁他们在各个指标上均处于最好的状态遥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袁 生理状态在 40岁以后有一

个明显的下滑趋势遥消极情感体验随着年龄的增长有
一个持续减少的趋势遥

中国人亚健康的受教育水平分布

样本中袁受教育程度构成小学及以下占 2.5%尧初中
占 14.6%尧高中占 13.2%尧职高 /中专占 18.2%尧大学本
科占 41.9%尧研究生占 4.2%遥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袁 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在亚
健康各指标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遥 从整体情况来看袁
受教育程度越高袁身心健康状况越好遥

中国人亚健康的职业分布

在样本的职业构成中袁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占
7.0%尧经理人员占 3.7%尧私营企业主占 3.5%尧专业技术
人员占 20.5%尧办事人员占 7.8%尧个体工商户占 6.1%尧
商业服务业员工占 6.1%尧产业工人占 6.5%尧农业劳动
者渊农民工冤占 2.8%尧城乡无业占 5.5%尧学生占 8.0%尧军
人占 0.9%尧退休 /离休占 1.3%袁其它占 8.6%遥

统计结果表明袁不同职业的人群在亚健康各指标
的得分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遥 其中袁军人尧经理人员尧
私人企业主尧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以及个体工商户的身
心健康状态较好袁而大学生尧城乡无业者尧农业劳动者
渊含农民工冤尧离退休人士的身心健康状态较差遥

中国人亚健康的经济收入分布

调查样本中袁 月收入＜800元的占 16.4%袁800～
2000元之间的占 33.4%袁2000～4000 元的占 27.0%袁
4000～7000元的占 7.9%袁7000～20000元的占 3.0%尧
≥20000元的占 1%遥
从整体情况来看袁经济收入水平越高袁身心健康

水平越好遥 但是袁行为问题所表现出来的趋势与其他
指标相反袁也就是说袁经济收入越高的人群袁存在越多
的行为问题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女性除了在行为方面比男性的得

分更低外袁在其他各个部分得分均高于男性遥 年龄与
亚健康及其各个部分的相关很低袁年龄与亚健康的关
系呈 U型曲线袁35～40岁年龄阶段的人群袁 其身心各
个指标的功能均为最好遥 学历与亚健康的相关表现
出袁学历越高袁亚健康程度越低袁个人收入尧社会经济
地位与亚健康的相关也是如此遥城市居民的亚健康状
况并没有随经济发展水平的增强表现出一致性的变

化趋势遥 渊陶映荃冤

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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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运用手机开展灾区心理服务获得显著效果
[撰稿院危机干预中心 祝卓宏]

5.12 汶川大地震涉及 2792

万人 袁 共造成 69227 人遇难 袁
374643人受伤袁估计会有数百万
人遭受心理创伤遥如何有效尧持续
开展心理援助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和崭新的科学问题遥
中科院心理所本着 野科技救

灾袁创新为民冶的宗旨袁自 2008年

5月 14日起袁在灾区持续进行心
理援助袁 积极探索心理援助的方
法与模式遥 2008年 12月 10日袁
中科院心理所与北京邮电大学尧
诺基亚中国研究院联合启动 野金
色阳光工程冶研发项目袁经过一年
的努力袁 研发了手机心理服务系
统平台袁试运行一年袁效果显著遥

中科院心理所和中国宋庆龄

基金会等合作方计划在今后三年

内袁 将手机心理服务系统覆盖灾
区 30万人次遥我们希望通过基于
移动方案的心理评估与自助服务

系统袁 帮助地震灾区受灾群众抚
平心理创伤袁增强生活信心袁重建
精神家园遥

心理所的研究成果引起重要媒体的关注
[撰稿院继续教育中心]

2009年第 23期 叶新华文摘曳
转载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

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在职硕士

研究生李跃然与导师李纾撰写的

学术论文 叶决策者 -建议者系统

模型的回顾与前瞻曳袁 转载共计
6000余字遥

该研究归纳了决策者 -建议

者系统的研究范式和过程模型袁
比较了其与群体决策尧团队决策
这三种决策模式的异同遥 研究以
六个主要研究变量和四种解释

理论为主线袁全面分析了决策者
- 建议者系统的特点和研究现

状袁并从五个方面对这种决策模
式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渊论文原文共计 8000 余字冤遥 论
文写作部分受中国科学院知识

创 新 工 程 重 要 方 向 项 目

渊KSCX2-YW-R-130冤尧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渊70871110冤和北京市重点
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遥 原文发表于
2009年第 5期叶心理科学进展曳遥

叶新华文摘曳是由新闻出版总
署主管尧 人民出版社主办的集政
治性尧思想性尧权威性于一身的大
型理论学术期刊袁 其选登文章代
表了该领域的前沿思想遥 目前全

国大多数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将被

叶新华文摘曳转载作为最重要的评
价指标袁有的高校甚至将被叶新华
文摘曳 转载等同于在中国最高水
平的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叶中国社会科学曳上发表袁或视为
发表 SSCI索引期刊文章袁并予以
社科类的最高额奖金遥

据了解袁这是心理所在职硕
士研究生的科研成果首次被叶新
华文摘曳大篇幅转载遥 文章的转
载体现了心理所继续教育中心

通过多种渠道培养高质量人才

的成效遥

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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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发现抑郁情绪导致大鼠自发痛

增强而诱发痛减弱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史妙]

尽管疼痛和抑郁共病的情况

在临床上很常见袁 但是抑郁和疼
痛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遥 心理所
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罗非研究

员尧 王锦琰副研究员及其团队利
用大鼠抑郁模型探索了抑郁情绪

对痛行为的影响遥
实验采用经典的不确定预期

的温和应激模型(unpredictable

chronic mild stress, UCMS)诱

导大鼠出现抑郁情绪袁 采用糖水
偏好测试尧 旷场测试以及高架十
字迷宫测试评价动物的情绪行

为袁并通过自发痛(足底注射福尔

马林)和诱发痛(足底施加辐射热

刺激)模型观察痛行为的改变遥结
果显示袁与非抑郁组大鼠相比袁抑
郁大鼠的福尔马林自发痛行为显

著增强袁 与临床观察到的现象一
致遥然而有趣的是袁抑郁大鼠对于
辐射热刺激所诱发的痛反应却较

正常大鼠显著减弱遥 这些结果表
明袁 抑郁情绪对于诱发痛和自发

痛的影响是不同的遥 慢性给予抗
抑郁药物氟西汀能够翻转大鼠的

抑郁行为袁 同时大鼠的痛行为也
都相应恢复到了正常水平袁 表明
痛行为的改变与抑郁的发生有

关遥此外袁本研究还观察了慢性炎
症痛大鼠的抑郁相关行为袁 并发
现有抑郁样行为改变的趋势遥 总
之袁该研究提出袁抑郁情绪对个体
的痛感知的影响是多样的袁 表现
为对自发痛的加重和对诱发痛的

抑制袁 从而解释了临床抑郁患者
其疼痛敏感性变化的不一致性遥

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研究疼痛和

抑郁之间的复杂关系袁 为推动临
床治疗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遥

此文发表于疼痛研究领域的

著名杂志 the Journal of Pain

(IF=3.387). Miao Shi,

Jin-Yan Wang, and Fei Luo

(2009). Depression Shows Di-

vergent Effects on Evoked

and Spontaneous Pain Behav-

iors in Rats. Available on-

line 22 January 2010. DOI:

10.1016/j.jpain.2009.07.002

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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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期待型

快感体验而不是在消费型快感

体验上存在缺损
[撰稿院陈楚侨课题组]

快感缺乏是精神分裂症最明

显的阴性症状和核心症状之一遥
阴性症状袁特别是快感缺乏袁在精
神分裂症的病理机制模型中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遥 接下去的研究
也揭示了期待型快感体验是精神

分裂症基因易感性的一种预测指

标遥一般来说袁快感缺乏指的是体
验愉快或高兴的能力降低遥 虽然
好几个研究都发现精神分裂症患

者相对于健康控制组来说对情绪

材料所反应的情绪量是相似的袁
我们对这样的临床患者袁 特别是
非西方的患者袁 比如中国患者快
感缺乏的本质并不清楚遥 中科院
心理所院重点实验室神经心理学

与应用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陈楚

侨研究员的团队已经做了一个跨

效度的研究来澄清这个事件遥 他
们在有阴性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和没有阴性症状的精神分裂症

患者中检查了快感体验的两个领

域袁即期待型和消费型快感遥这个
发现揭示了阴性症状的患者比没

有阴性症状的患者更难体验到期

待型的快感遥而且袁体验到的快感
也和各类临床指标呈现负相关袁
也就是说袁临床症状越严重袁患者
所报告的期待型和消费型快感体

验也越少遥 这些发现突出了文化
因素在解释精神分裂症患者情绪

与人际交往受损的重要性遥
这个研究部分由陈楚侨研究

员 主 持 的 心 理 所 启 动 经 费

(O7CX031003) 和 研 究 经 费

(KSCX2-YW-R-131)所支持袁部分
是由国家基础研究计划 渊973项
目 No. 2007CB512302冤所支持遥

这个研究已经发表在 Psy-

chiatry Research上遥
Chan, R. C. K*., Wang, Y.

, Huang, J., Shi, Y., Wang,

Y., Hong, X., Ma, Z., Li, Z.,

Lai, M. K., & Kring, A. M.

(2010). Anticipatory and

consummatory components of

the experience of pleasure

in schizophrenia: Cross-cul-

tural vali dation and exten-

sion. Psychiatry Research,

175, 18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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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底袁图书馆在所领导
的支持下袁 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
学图书馆渊国科图冤学科馆员的协
助下袁 联合科研业务处和网络中
心的有关同事袁成功申请国科图
设立的研究所机构知识仓储建

设推广项目遥该项目预计在 2010

年底袁 完成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
发布袁以及我所 1999年以来学术

论文尧论著尧专利尧学位论文等知
识资产的数字化保存管理袁并正
式运行服务袁 为我所知识库的进
一步完整建成奠定基础袁并最终
实现将我所建所以来的知识产

出进行数字化保存管理遥
机构知识仓储 渊Institu-

tional Repository袁简称 IR冤是
科研教育机构对本单位员工所

创造的各种类型有价值的知识

产出进行统一收集尧集中管理尧长
期保存和提供检索利用等增殖

服务的知识资产管理系统遥 研究
所建设 IR 是非常有意义的遥 首
先袁实现研究所知识产出的系统

积累尧长期保存和统一管理遥科研
人员的知识产出是研究所的重要

学术和知识资产袁 利用 IR 可以

对科研人员的知识产出和研究成

果进行系统收集和长期保存袁建
立集中和统一的数字资产管理系

统袁 从而克服各部门以及个人分
散保存信息的弊端和风险遥 通过
长期的积累袁IR 将成为研究所的
知识资产宝库遥

其次袁 集中展现和反映研究
所的整体研究实力和水平遥IR 通
过对研究所分散的知识产出进行

收集和组织袁 提供统一的展示和
利用窗口袁 有助于研究所完整的
学术形象和野品牌冶的形成遥第三袁
拓宽学术成果的发布和交流渠

道袁增强可见性遥研究论文以预印
本方式首先在 IR中发布袁并不排
斥其在期刊等传统学术媒介上的

正式发布或出版袁 相反还能支持
作者更快尧 更早地确定研究成果
的首创地位遥同时袁将极大地拓展
研究成果的传播范围和速度袁有

助于是科研人员更容易地发现同

事或同行们的最新研究动向和成

果遥 提高学术成果被发现和引用
的几率袁 扩大科研人员及研究所
的学术影响和声望遥

心理所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

的知识产出遥 但由于缺乏统一管
理平台袁 这些知识资产散存于图
书馆尧 所门户网站尧 科技处档案
中袁 缺乏有效的数字化长期保存
机制袁利用起来也极为不便遥心理
所 IR建设不仅符合科研管理工

作者和科研人员的迫切需要袁而
且符合心理所发展的需要袁 得到
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遥
图书馆将协同各相关部门和人

员袁 在广大科研人员的支持和配
合下袁分期分批地开展该项工作遥
在完成本项目任务后袁还将全面尧
持续尧科学地保存尧管理和利用知
识产品袁 提升我所科研信息化水
平袁更好地促进我所知识积累尧传
播尧交流和创新遥

心理所启动机构知识仓储建设项目
要要要 年底将建成知识产出的管理尧交流尧宣传平台

撰稿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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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心理所科研管理系统

于 2009 年 11 月开始上线试运

行遥 该系统建设的初衷是满足心
理所科研绩效考核工作的顺利

实施遥 由于心理所绩效考核标准
复杂量化袁 并且业绩计算及分配
方式有一定的特殊性袁因此袁根据
现实需求改变工作方式尧 采用信
息化管理是提高工作效率的良

好手段遥
由于心理所的绩效管理与课

题尧经费尧产出物完全挂钩袁而这
些信息又是科研管理工作渊特别
是院 ARP系统冤 中必须维护的信
息袁因此袁该系统在设计之初有着
明确的定位院一方面袁满足心理所
科研业务管理的特殊需求曰 另一
方面袁与院级部门的工作要求渊特
别是 ARP系统信息采集冤 良好对
接袁避免重复工作遥

因此袁最终建成的科研管理
系统集成了课题管理尧成果管理尧
绩效考核尧信息管理尧系统管理等
模块袁界面简洁袁功能人性化袁表
格视图尧菜单尧参数尧角色管理设
置灵活袁能够面向全所科研人员袁
实现个人 /部门信息管理袁 同时

满足科研业务处的管理需求袁更
是对院 ARP系统项目管理模块的

重要拓展遥 以下从几个方面谈谈
心理所科研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

设计及其对 ARP系统的拓展遥
一尧 基于课题与产出物的信

息管理功能拓展

ARP 系统项目模块信息全

面袁 但很多信息在研究所日常管
理中无需用到袁 且研究所根据自
己的管理需求袁需要为项目尧成果
信息添加更多分类属性和信息袁
以满足研究所的工作方式遥 对比
来看袁 心理所科研管理系统的优
势包括院

1尧 课题信息全面但不繁琐袁
五类信息渊课题基本信息尧人员信
息尧档案文件尧关联成果尧经费到
帐信息冤 满足了科研管理工作日
常需求袁批量提取方便遥

2尧项目申请渊例如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冤前袁科研人员个人可以
在系统中方便查到拟参与人员的

在研项目袁 提前避免解决人员超
项问题曰

3尧课题获批后袁各类文件档
案电子版渊包括过程性文件尧研究

数据等冤随流程提交袁便于结题后
科研档案的归集遥

4尧个人可以自主管理渊增加尧
修改尧暂存草稿尧添加附件冤成果
信息袁可随时提交遥但科研处审核
并赋给业绩分数后袁 数据不可修
改曰 个人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查
询尧导出袁以利于各类项目申请尧
人事申请等工作的顺利进行遥

5尧由于经费到帐信息与绩效
管理挂钩袁 因此课题的每一笔经
费入账前袁 科研处通过科研管理
系统对财务发出入账通知袁 如此
系统可以记录课题经费到帐信

息袁财务也有了入账依据遥 因此袁
科研人员可以清楚掌握自己的经

费到帐数目遥
6尧各级部门渊如科研处尧研究

室尧课题组冤负责人也可以对部门
内的项目尧成果尧经费等信息了如
指掌遥 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查
询尧导出尧统计袁以及下载档案文件尧
证明材料等袁以利于部门总结汇报尧
各类申请等工作的顺利进行遥

7尧成果管理模块中袁产出物类
型及各累产出物属性与 ARP系统

一一对应袁可以分类导出产出物信

ARP系统应用的拓展

———心理所科研管理系统简介
[撰稿院科研业务处 任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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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顺序为序冤院超常
与普通儿童认知能力的比较研究曰
局部生物运动信息的视觉搜索不

对称性现象曰神经细胞尧脑与心理院
从神经网络行为到大心理健康观曰
惩罚与权力对资源困境中合作决

策的影响曰基于全基因组范围关联
学习数据鉴别与表型相关的基因

集 /代谢通路曰移动心理服务系统
的研发与应用研究遥

下午的报告由心理所学位委

员会主任李纾研究员和副主任罗

非研究员主持袁部分研究组对于近
期开展的研究项目进行了报告袁共
9项报告遥 内容包括院领导成员交换
和同事间信任对安全行为的影响曰
丝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信号通路在

细胞因子导致的抑郁行为中的作

用曰基于可复制性的 fMRI数据组间

独立成分分析曰 极重灾区居民震后
一年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曰I
组代谢型谷氨酸受体通过 Gq调节

腺苷酸环化酶调控可塑性相关基因

转录曰 植入式广告与普通插播广告
的效果比较及其影响因素曰 自我和
他人施加的机械痛引发大脑不同激

活模式曰成长中嗅觉辨别的精细化曰
提议者在最后通牒和独裁者游戏中

的公平行为神经机制遥
本年度年会的部分报告资料

已上传至心理所内网及心理所科

研管理系统袁可供下载袁纸质版学
术年报可向科研处索取遥

息袁导出格式与 ARP系统野产出物
批量导入.xls冶格式相同袁稍加修
改即可方便导入院 ARP系统遥

二尧 科研业务管理功能的拓
展要要要绩效考核

ARP系统不能兼具满足研究

所管理的特殊需求袁 因此绩效考
核这一模块的建设是针对心理所

特殊业务需求拓展的遥
1尧系统中绩效考核类别全部

与项目尧经费尧各类产出物关联曰
2尧各类绩效项的考核级别可

以自主设置袁各级别分值渊或单位
分值冤可以灵活调整袁以便于随后
期绩效考核标准的修订而变动遥

3尧绩效项输入时袁系统可以
自动从数据库中直接提取部分字

段属性袁例如一篇论文袁只要输入
期刊名袁则当年影响因子尧刊号自
动出现袁可以减少填写误差遥

4尧绩效项输入后袁例如一篇
论文袁 系统可以根据某个字段属
性自动判断考核级别袁 并根据事

先设定好的计分规则自动计分遥
经科研处审核通过后袁 计入责任
人业绩遥

5尧绩效考核模块具备野赋分
分配他人冶功能遥一个绩效项的分
数审核确定后袁 该得分人可以将
分数自由分配给其他多位贡献

者袁 分配出去的分数自动计入贡
献者业绩遥

6尧数据一次性提交袁信息维
护准确袁证明材料齐全袁今后可以
多次使用曰

7尧 提交人与审核人沟通及
时袁且隐私性强曰

8尧全所绩效信息汇总尧分类
查询统计方便遥

三尧 所内部门信息化共享功
能的拓展

ARP 系统人事尧公文尧项目尧
资产尧 财务各模块清晰袁 功能全
面袁但具体到研究所袁管理支撑部
门之间需要更多信息化共享袁如
此可以简化流程尧避免重复工作遥

以下是科研管理系统在多个方面

的拓展设计袁但尚在建设之中遥
1尧科研人员主持尧参与的课

题信息尧 已产出的成果信息与人
教部门共享袁 可以方便每年人事
变动时的个人资格审查曰

2尧课题获批尧重要成果产出尧
学术交流尧 科学传播绩效与综合
办公室共享袁 为综合办公室做信
息宣传工作提供便利遥

3尧科研业务处可以发布通知
通告等袁 研究室 /课题组都可以

发布学术交流信息等袁 同时系统
可以自动将这些信息通过邮件发

送至部门或个人遥
目前袁系统运行稳定袁使用良

好袁 部分尚未实现的功能将逐步
开发遥另外袁在试运行期间收集到
的各方面意见和建议袁 我们也会
在系统升级时尽量采纳袁 使之更
为人性化袁细节更为完善袁力争为
我所科研工作的信息化服务和管

理提供良好的运行平台遥

科研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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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阳光工程”正式启动

[撰稿院危机干预中心 祝卓宏]

1月 7日下午袁 新年来临之
际袁 中科院心理所和中国宋庆龄
基金会尧北京邮电大学尧诺基亚中
国投资公司尧 北京六律科技有限
公司尧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尧四
川移动等七个合作方袁举行了野金
色阳光工程冶项目启动仪式袁中科
院心理所李安林副所长尧 危机干
预中心王文忠主任尧 祝卓宏副研
究员参加了这项活动遥

2008年 12月 10日袁中科院
心理所尧北京邮电大学与诺基亚
研究院联合发起了野金色阳光工
程冶研究项目袁经过一年的努力袁
研发了移动心理服务系统平台袁

探索了心理援助有效模式遥诺基
亚计划在今后三年内向宋庆龄

基金会和 NPI 捐赠 2500 万元支

持灾区心理援助袁中科院心理所
主要承担心理干预内容研发与

相关心理服务志愿者的培训尧督
导遥 该项目将覆盖四川省及陕
西尧甘肃省的部分极重地区遥 手
机心理服务系统将为 30万人次

提供服务袁心理热线将为 4.5万

人次提供服务袁心理服务中心将
为 1万人次提供心理咨询服务袁
同时还将建设 16个 野金色阳光
社区冶袁 为重新组建的社区及灾
后居民提供新的活动场所,并为

其他社会资源提供服务平台遥
野金色阳光工程冶 囊括了科

研机构尧企业尧运营商尧公益组
织尧 基金会等不同类型的机构袁
探索了一种多方合作的科技救

灾模式袁通过强强联合袁将会打
造出一个心理援助的科技救灾

平台袁将为灾区心理援助注入新
的资源与活力遥希望通过基于移
动方案的心理评估与自助服务

系统袁整合全方位的心理服务社
会网络资源袁帮助地震灾区受灾
群众抚平心理创伤袁增强生活信
心袁重建精神家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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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榜 年度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一尧国际级别
陈楚侨研究员获 2009Sir

Allan Sewell Fellowship奖

二尧国家级别
茅于燕研究员荣获全国离退

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三尧中科院尧北京市级别奖励
1尧傅小兰研究员荣获野中科院

十大杰出妇女冶提名奖曰
2尧 王锦琰副研究员获批中国

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曰
3尧 傅小兰研究员荣获朱李月

华优秀教师奖和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野导师科研奖冶袁孙彦获朱李月
华优秀博士生奖袁段小菊尧李会杰
获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尧任东宁
获地奥奖学金三等奖和 2009年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BHP Billton

奖学金曰
4尧 张建新尧 陈祉妍主讲课程

叶心理评估曳 再次获评研究生院优
秀课程曰

5尧 李雪冰的博士论文被评为
2009年度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袁李会杰尧刘彤冉获 2009年

度院长优秀奖曰
6尧心理所荣获野北京市未成年

人保护先进集体冶称号曰
7尧 孙红月和郑宏明分别获全

国心理学学术大会第二届优秀研

究生论文一尧三等奖曰
8尧 所党委荣获中央国家机关

野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创新经验冶
征文三等奖曰

9尧所党委荣获京区野党建工作
创新冶二等奖曰

10尧心理所再获院京区优秀妇
委会称号曰

11尧 心理所被评为 2008年党

内统计全优报表单位曰
12尧心理所离退休党支部和茅

于燕研究员分别被评为院先进离

退休党支部和院离退休干部先进

个人曰
13尧心理所四幅作品入选中科

院建院六十周年职工艺术作品展袁
其中袁詹环蓉同志的作品获摄影类
二等奖袁高晶尧顾敏尧李甦渊供图冤的
作品获摄影类三等奖曰 张永博在
2009年度中科院 ARP系统明星用

户评选活动中获二等奖袁 郭泓尧詹
环蓉获提名奖曰

14尧汤慈美尧茅于燕在野60 年
中华科学情冶网络征文中分别获三
等奖和优秀奖曰

四尧心理所 2009年度各项奖励

创新团队:李纾课题组尧陈楚
侨课题组尧翁旭初课题组

年终考核优秀人员院 张建新尧

陈楚侨尧孙中生尧翁旭初尧罗非尧罗
劲尧郭建友尧祝卓宏尧王锦琰尧张清
芳尧陈祉妍尧禤宇明尧王亚尧郑蕊尧
周明洁尧白新文尧付秋芳尧李晓庆尧
杨志尧吴健辉尧葛燕尧滕花景尧刘正
奎尧周智红尧郭朗尧徐跃玲尧冯玲尧
张家英尧任婧尧黄端尧卫星尧赵英尧
秦学增

信息宣传先进部门院社会与经
济行为研究中心尧 危机干预中心尧
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信息宣传先进个人院 祝卓宏尧
王二平尧周明洁尧张雨青尧顾敏尧周
智红尧李纾

先进党支部院认知与实验心
理学研究室党支部尧 离退休党支
部尧 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党
支部

优秀共产党员院郑蕊尧金锋尧李
甦尧张兴利尧史占彪尧滕花景尧詹环
蓉尧刘善循尧周坤尧韩锦尧李青林

文明服务窗口院 人事教育处尧
公共实验室

文明标兵院何瑞金尧顾敏尧张永
博尧张家英尧管吉吉尧祝卓宏尧赵业
粉尧陈毅文尧蒋毅尧张真尧赵媚
特别贡献奖院陈雪峰尧陈晶尧顾

敏尧冷立行尧王日出尧高路尧黄景新尧
郭泓尧周莹尧刘浙华尧詹环蓉尧李苏
炜尧高云尧杨光炬尧王桂荣遥

先进安全员院郑蕊尧王菁

队伍建设

31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E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COMMUNICATIONS

2010年 2月渊总第 169期冤

心理所举行野百人计划冶候选人
刘勋博士招聘答辩会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1月 18日下午袁 心理所在
421会议室举行了野百人计划冶候
选人刘勋博士的招聘答辩会遥 评
审专家由院内外 9位专家组成遥

刘勋博士于 2000年 12月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获得博士学位袁2000 年 12 月起

先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博尔德大

学尧康奈尔大学威尔医学院尧肯塔
基大学医学院和纽约西奈山医学

院从事认知神经科学和脑成像研

究袁 现为美国纽约西奈山医学院
精神病学系助理教授遥

刘勋博士运用脑成像技术手

段袁 在认知神经科学的多个领域
中袁 从注意和视觉识别到动机和
奖励决策行为袁 从认知和情绪过
程的模型到临床的病理和神经机

制的研究袁都进行了深入探讨遥他
还积极参与并探索跨领域的合作

研究袁 在脑成像研究领域积累了
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遥 如在认知
控制方面袁 他对注意的神经网络
在刺激 -反应相容性效应中的作

用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袁巧
妙地利用 Stroop 和 Simon 效应

回答了注意控制有关的脑机制问

题曰 在认知与情感交互作用的研
究中袁 他利用赌博相关的决策任
务对大脑的奖赏回路进行了剖

析袁 发现了大脑不同脑区链接通
道对正性的和负性的奖赏回报尧
以及风险评估等因素所起的作

用遥他已发表 SCI期刊论文 14篇

渊5篇为第一作者冤袁 第一作者论
文被他人引用 113次遥 刘勋博士

在国外多所院校和系所的工作经

历袁 也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实验室
创建和管理经验遥 由于其突出的
成就袁 他于 2009 年获得了美国

NARSAD 青年科学 家奖 渊Young
Investigator Award冤袁并应美国
国家药物滥用研究院渊NIH/NIDA冤
的邀请袁 参与评审与甄选该院接
收的课题规划遥

刘勋博士向评审专家介绍了

他个人的基本情况尧 已经开展过
的研究和所取得的成果袁 以及来
心理所后将从事的研究计划袁并
一一回答了专家们提出的各种问

题遥经评审袁专家一致同意将刘勋
博士作为野百人计划冶人才引进到
心理所遥

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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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为单位袁组织形式
多样的活动袁并积极吸纳党外人士
参加遥 6月 5日组织支部党员和群
众参观了位于天津的平津战役纪

念馆和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袁此次
活动使大家更加认识到新中国的

建立和各项建设成果来之不易曰10
月 16日下午袁 组织支部党员和群
众观看了建国六十周年献礼影片

叶建国大业曳袁 此次影片的观看袁使
大家更加懂得珍惜今天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曰7月 9日下午袁 组织
支部党员和群众召开了违纪违法

案例警示教育学习会议袁此次会议
的召开袁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反腐败

斗争的长期性尧 艰巨性和复杂性袁
增强了忧患意识袁筑起拒腐防变的
野高压线冶遥通过支部会议和个别谈
话的方式袁认真听取支部党员的意
见和建议袁 尊重和行使党员的权
利袁调动党员的积极性袁发挥支部
集体作用遥 在制度建设方面袁坚持
组织生活制度化袁 每季度至少一
次袁全年共组织 6次曰并按要求召
开会议尧组织学习尧开展民主评议袁
接受群众监督遥在服务研究所工作
大局方面袁支部积极支持行政领导
工作袁主动搞好协调配合袁如在叶中
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史 渊1929-
2009冤曳资料的收集和建所 80周年

纪念庆典活动中袁支部党员同志很
好地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遥

2010年管理支撑党支部将进
一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袁按
照所党委的要求及部署袁抓好党员
经常性教育袁不断提高党员队伍整
体政治理论素质曰 丰富组织生活袁
增强支部凝聚力和战斗力曰加强组
织建设袁壮大支部党员队伍曰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袁推进党员干部勤政
廉洁曰密切配合行政领导袁围绕研
究所中心工作袁做好服务遥 为研究
所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思想尧政治
和组织保证遥

1月 20日袁心理所在 421会

议室举行了 2010年首批入所职

工招聘答辩会遥 来自国内外的 7

名应聘者参加了竞聘答辩袁会议
由张建新副所长主持遥

心理所此次对外招聘的岗

位有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尧公共实
验室助理实验师尧科研业务处仪

器设备管理业务助理以及软件

设计助理工程师等遥通过公开发
布招聘信息袁 共收到 28名求职

者应聘材料遥经人事教育处及相
关主管领导对应聘者的资格进

行严格审查及筛选后袁在众多的
应聘者中有 7 人获得参加答辩

的资格遥

答辩会上袁竞聘者从个人基
本情况尧已有工作基础和入所后
工作设想等三个方面做了报告袁
并回答了评委的提问曰评委对每
位竞聘者给予了评价遥根据评委
的评审袁 经心理所 1月 21 日所

务会研究决定袁录取张莉尧黄迪
2人遥

心理所举行 年第一批

入所职工招聘答辩会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周莹]

渊上接 37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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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心理系博士后李健来所做学术报告
[撰稿院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 殷晓莉]

1月 13日袁 纽约大学心理系
博士后李健应心理所副所长张建

新研究员邀请来所做了题为野经济
决定之神经学基础冶 的学术报告遥
心理所李纾研究员及相关课题组

的职工和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袁会
议由张建新主持遥

李健博士于 2007 年 9

月获得贝勒医学院神经生物

系博士学位袁 之后在纽约大
学心理系从事博士后工作袁
主要研究方向是行为决策的

神经经济学研究遥在报告中袁
李健依次演示了他直接参与神经

经济学最初的三个研究遥他运用人
工智能模型和功能型核磁共振对

人的决定机制进行了研究袁同时加
入行为经济学中人为非理性的假

设袁对经济学行为的神经基础进行
了阐述曰 并运用综合神经生物学尧

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和手

段对人的决策行为研究做出领先

的尝试遥
李纾带领的行为决策课题组

开展的研究与报告会的主题十分

相关袁他们对李健的报告显示出浓
厚的兴趣袁纷纷在报告会过程中甚
至结束后袁结合自己研究中遇到的
问题及各自的兴趣点分别与李健

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袁其他与
会者也与其进行了交流遥通过与李
健的交流袁大家分别对行为决策的
神经经济学研究有了新的认识遥

美国罗格斯大学 教授访问心理所
[撰稿院陈楚侨课题组]

1月 18日至 21日袁美国罗格斯
大学渊Rutgers袁The State Univer-

sity of New Jersey冤 心理系 John

Abela教授与心理所神经心理学与

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渊NACN冤成员进

行了为期四天的学术交流遥
Abela教授此行的主要目

的是继 2008年罗格斯大学与

心理研究所签订备忘录之后袁
进一步加强与 NACN 实验室已

建立的合作遥John Abela 教授

曾接受宾夕法尼亚大学渊Uni-
versity of Pennsylvania冤临

床心理学专业训练袁他主要兴趣是
儿童和青少年抑郁症的认知易感

性渊cognitive vulnerability冤研
究遥目前他正在进行一项风险青少
年的纵向跟踪研究遥

在这次访问中袁Abela 教授与
NACN实验室成员分享了他在纵向

研究的数据分析问题上的专业知

识和经验袁他做了一次精彩的学术
报告袁介绍了父母有情绪问题的儿
童罹患抑郁症的认知和人际易感

性遥 Abela教授与陈楚侨博士将在

多个方面开展合作袁包括大学生的
应对灵活性和应对效能袁以及将要
开展的风险群体的纵向研究袁此
外袁他们也将进一步探索青少年抑
郁症的遗传尧认知和人际易感性的
相互作用遥

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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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渊拟冤从事的科研项目概况

陈楚侨研究员现在是 973项

目野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基因与
环境相互作用机理研究冶的二级子
课题的负责人袁正在进行抑郁症和
精神分裂症的内表型研究遥

陈楚侨研究员通过一系列的

研究详细的阐明了神经软体征是

精神分裂症的一个潜在内表型遥并
通过脑成像研究对神经软体征的

定义有了新的建议袁以前的观点认

为神经软体征是没有具体脑区负

责的袁我们的研究发现了神经软体
征所对应的独特神经网络遥我们希
望能够在这些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袁
开发出一套方便系统的工具对神

经软体征进行客观准确的测量袁用
来做辅助诊断和筛查遥
陈楚侨研究员的另一项课题袁

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

目中袁在精神分裂症的情绪与社会

认知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袁包括
发展一套探讨牵连观念的 ERP 范

式曰发展出快感缺乏的主观和客观
的评估工具等遥这些研究为今后在
高危人群和临床病人的社会互动

干预及治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遥最
后袁希望更进一步发展高效率的早
期识别方法与技术袁发展出具有较
强针对性的规范化干预模式做出

自己的贡献遥

美国阿兹塞太平洋大学
蔡安妮副教授来所做学术报告

[撰稿院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 殷晓莉]

1月 5日袁美国阿兹塞太平洋
大学蔡安妮渊Annie Y. Tsai冤副教
授应中科院心理所陈祉妍副研究

员邀请来所做学术报告遥报告会由
李纾研究员主持遥 心理所张侃所
长尧王二平研究员尧梁竹苑助理研
究员尧周媛助理研究员尧孙彦助理
研究员以及学生参加报告会遥

蔡安妮副教授是二代华裔学

者袁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遥 曾跟从
Hazel Markus和 Robert Zajonc

学习袁并参加过 Albert Bandura

和 Philip Zimbardo的课程遥 她
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社会和文化心

理学遥
蔡安妮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

野Equality or Propriety: A

Cultural Models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Social Hierar-

chy冶遥 在报告中袁 蔡安妮副教授
生动讲述了在研究社会等级时

关于平等和礼节的实验袁实验结
果显示出亚裔学生和白种学生

的差异遥 她认为这种文化的差异

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遥 报告结束
后袁与会者分别对自己感兴趣的
问题与蔡安妮副教授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遥
蔡安妮副教授此次访问心

理所的目的是希望更深入地了

解中国文化袁并与心理所的科研
人员探讨文化对于心理和行为

的影响遥 心理所的科研人员也通
过与蔡安妮副教授的交流对跨文

化研究社会等级的问题上有了新

的认识遥

渊上接院12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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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组织召开 2009年支部考评

暨工作交流会
[撰稿院党办]

为总结研讨党支部工作袁促
进党支部整体工作水平和工作能

力的提高袁1月 15日下午袁 心理
所党委召开 2009 年度支部考评

会袁所领导尧党委委员尧纪委委员尧
室主任尧管理部门负责人尧支部书
记尧支部委员等 30余人参加了会

议遥 协作一片组织员李利军前来
指导工作遥

会上袁11个党支部按照 叶中
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党支部工作

考核办法曳的要求袁就 2009 年支

部工作情况袁分别从思想建设尧组
织建设尧作风建设尧制度建设尧服
务大局工作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总

结和汇报遥 经参会评委考评和所

党委讨论袁决
定授予认知与

实验心理学研

究室党支部尧
离退休党支

部尧 社会与经
济行为研究中

心党支部 3个

支部 野先进党
支部冶称号曰授予郑蕊等 11名同

志野优秀共产党员冶称号遥
随后袁各支部还围绕野如何

增强支部活力冶袁野如何围绕中
心尧服务大局冶袁野如何做好科研尧
管理骨干组织发展工作冶和野如
何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冶进行了研
讨遥

李安林副书记对各党支部

一年来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给予

了充分肯定袁他指出袁2009年袁各
党支部按照党委的部署和要求袁
围绕中心尧服务大局袁在促进科技
创新和研究所发展方面作了大量

工作袁努力推进自身建设袁为研究
所科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遥 他对

党支部今后工作提出几点希望袁一
是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届四中全会

精神袁围绕中心袁服务大局袁在全局
工作中发挥有效作用袁促进研究所
创新发展曰 二是加强支部自身建
设袁抓好思想尧组织尧作风尧制度和
反腐倡廉建设曰三是进一步解放思
想袁创新党组织工作内容及活动方
式袁 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尧凝
聚力和战斗力遥

李利军同志对心理所党委及

各党支部一年来在研究所发展中

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遥 她希望袁
在心理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袁各
党支部能继续努力袁 充分认识自
身工作的意义袁 围绕研究所发展
目标和中心工作袁认真开展工作袁
有效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袁 为研究所创新跨越发展做出
更多的贡献遥

通过本次总结和研讨袁 各支
部交流经验袁沟通思想袁进一步明
确了支部工作职责和任务袁 对加
强我所基层党组织建设必将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遥

党群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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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支撑党支部召开

年度工作总结交流会

[撰稿院管理支撑党支部]

党群之窗

1月 4日下午袁管理支撑党支
部在 421会议室召开了 2009年度

工作总结交流会遥支部党员和入党
积极分子 22人出席了会议袁 会议
由支部书记周智红处长主持遥会议
对支部 2009年度的工作进行了全

面总结袁 并提出了 2010年度的工

作思路及专项工作安排曰会议还推
选产生了支部 2009年度的优秀党

员候选人并上报到所党委遥
在所党委的领导下袁2009 年

管理支撑党支部各项工作进展顺

利袁在服务研究所中心工作中很好
地发挥了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遥 在思想建设方面袁一
方面利用网络等媒体宣传党的路

线方针袁 加强党员政治思想教育袁
一方面组织支部党员同志参与党

办组织的各项实践活动袁 如参观
野西藏民族改革 50 年大型展览冶尧
燕城监狱尧野辉煌六十年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60周年成就展冶等遥
通过这些活动袁进一步坚定了党员
理想信念袁增强了党性观念遥 在组
织建设方面袁 支委自 2009年 3月

换届以来袁积极参加所党校和协作
一片党务干部培训班袁不断提高理
论素养和业务水平曰党员在研究所
各项工作中袁积极发挥先锋模范带
头作用袁并自觉加强学习袁增强了
战斗力曰组织发展被列为支部重要
常规性工作来抓袁2009 年发展党
员 3名袁2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袁2
名入党积极分子正在培养中遥 此
外袁按时交纳党费袁全年共交纳党
费 9308元遥在作风建设方面袁积极

主动完成所党委布置的各项工作

任务院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中袁负责科研尧人教尧民生尧管理制
度等模块的党员同志袁按时按质地
完成了评议尧整改尧总结各阶段工
作曰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整
改落实野回头看冶工作中袁各部门负
责人的党员同志积极配合袁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了整改落实情况的自

查袁并形成报告上交到党委曰积极
参加党委组织的青年支部书记座

谈会袁在分析了解青年党员思想特
征的基础上袁就野如何加强青年党
员思想教育冶向所党委提供意见和
建议曰积极了解和听取支部党员对
所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的意见和

建议袁为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
召开提供支撑遥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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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

一月

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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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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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袁 受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邀请袁 心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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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日袁心理所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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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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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袁在春节来临之前袁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
渊成都冤和四川省团委共同组织了野暖手暖心冶活动遥

11日袁根据答辩评审结果袁经所务会研究决定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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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12日袁经自由申请尧资格审查和答辩评审袁并经
所务会研究决定袁共有 11位同志获得 2009年度心
理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袁5位同志获得科学发展基
金资助袁各项基金资助金额为 20万元袁资助期限为

两年袁从获批之日起计算遥
14日袁心理健康党支部举行了赵业粉同志入党

转正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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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袁心理所召开了 2009年信息宣传工作会袁
所长张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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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袁 心理所 2008年度学术年会在学术报告

厅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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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袁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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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2008页62号冤 的规
定袁经自由申请尧资格审查和答辩评审袁并经所务会
确认后袁陈楚侨课题组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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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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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袁心理所召开 2009年度战略研讨会遥所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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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汇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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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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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袁在京区党委举办的党建尧纪检工作交流

回眸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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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暨评选野党建工作创新奖冶活动中袁心理所凭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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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 2008年野党建工作创
新冶二等奖遥

25日袁心理所联合上海增爱基金会在绵阳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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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

10袁副所长傅小兰研究员和社会与经济行为研
究中心主任李纾研究员应邀访问澳大利亚 Ade鄄
laide大学遥

14日袁心理所举行心理咨询师野职业同伴行动冶
项目招生说明会遥

15日袁危机干预中心绵竹站为 180多名乡村干
部做首期培训遥

17日袁中科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局长张知
彬尧生物医学处处长王丽萍来所调研袁与所务会成
员研讨我所的工作进展和战略规划遥

17日袁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蔡翔博士应
邀来所做学术报告遥

18日袁心理所举行野百人计划冶候选人蔡翔博士
的招聘答辩会遥

23日袁张建新副所长尧李安林副书记再次走进
灾区袁考察当地人民的心理重建情况遥

23日袁所党委召开 2008年度支部考评会遥
心理所被评为野中国科学院 2008年度信息宣

传先进单位冶和野中科院 2008年度报送政务信息先
进单位冶光荣称号遥

心理所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神经心理学与

应用认知科学实验室的陈楚侨博士获 2009年 Sir
Allan Sewell Fellowship奖遥

王锦琰副研究员获野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
才奖冶遥 韩布新研究员获野中国科学院王宽诚国际
会议项目资助冶遥

三月

4日袁野千人计划冶 候选人要要要来自美国宾夕法

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的终身教授房季冬应邀来所

做了关于睡眠研究的报告遥
16日袁中科院生物局会同人教局对我所陈楚侨

研究员的项目野百人计划冶申请进行了评审遥
18日袁心理所邀请动物所和遗传发育所分别就

科研组织管理及创新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向管理

支撑岗位工作人员作报告袁心理所傅小兰副所长针
对如何提高执行力进行了培训遥

23 日袁野中科院心理所要要要无国界医生 渊IP鄄
CAS-MSF冤灾区心理援助评估考核研讨会冶在绵阳
安昌顺利举行袁 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主任王文忠尧
副主任史占彪参加了研讨会遥

24日袁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立医科大学神经科学
系助理教授沈昊伟博士来所进行学术交流遥

26日袁心理所人事教育处组织片内各单位召开
了野千人计划冶人才工作研讨会遥

心理所罗非研究员获得一项由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 渊NIH冤Fogerty国际合作研究中心资助的科
研基金遥

在中科院第三届十大杰出妇女评选活动中袁我
所傅小兰研究员获野中科院十大杰出妇女冶提名奖遥

26日袁所党委组织今年新换届选举产生的支部
委员 20余人参加党校学习遥

26日袁怀柔区人民政府区长助理尧北京雁栖经
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尧北京市长城伟业投资开
发总公司总经理孟昭霞一行来所参观调研遥

27日袁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林青女士率队来
所调研遥

30日袁心理所邀请科学时报高级编辑李存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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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所方创琳研究员为全所同志做了关于野科学院
网站新闻采写方法与技巧冶及野撰写政府咨询报告
的经验和体会冶的培训遥

3月要4月袁 公用实验室聘请所内外不同领域
的专家对我所现有的实验设备的新方法尧心理学实
验技术发展的新动向进行了三期培训遥

3月要4月袁图书馆以参加课题组例会的形式袁
深入课题组袁 结合每个课题组的研究领域和相关
资源袁 宣传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所图和国科图资源
和服务遥

四月

2 日袁 张雨青副研究员在美国 Maryland 州的
Loyola 大学参加了美国心理学会 APA 第 36 分会
的学术年会袁并在分组会上作了野Crisis interventions
and research with earthquake victims in Sichuan, Chi鄄
na冶的学术报告遥

6日袁 美国国立精神研究卫生研究所渊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IMH冤所长 Dr. Tomas In鄄
sel尧科研所长 Dr. Richard Nakamura以及基因尧认知
与精神项目副主任鲁白一行访问心理所遥

9日袁所党委组织部分党员尧入党积极分子共
40余人袁参观于民族文化宫举办的野西藏民族改革
50年大型展览冶遥

13日袁 心理所联合进德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和
北川县教育体育局在绵阳为来自北川县中小学的

60名教师主办了 野北川县中小学心理骨干教师连
续培训二期班冶遥

15日袁 院综合配套改革评价专题组主要成员
来所调研遥 所领导尧科研管理骨干和战略研究工作
小组成员参加研讨会遥

15日袁危机干预中心渊成都冤北川站在北川安昌
镇组织召开了由香港大学尧 香港园艺治疗协会尧韩
国园艺治疗协会专家和志愿者参加的野北川县曲山
镇永兴板房社区社会工作与园艺治疗研讨会冶遥

15日袁 心理所在 421会议室举行了 2009年入
所职工招聘答辩会遥来自北京大学尧上海生科院尧中
国科技大学和心理所等单位的 24名应聘者参加了
竞聘答辩遥

16日袁李安林副书记主持召开所史编撰小组第
九次工作会袁林仲贤尧赵莉如尧张嘉棠尧曾苏东尧王桂
荣出席会议遥

截止到 4月 16日袁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
康咨询中心已为中央各部委直属单位职工开展 5
次心理健康培训袁覆盖人群达 500余人次遥

20日袁心理所信息化评估综合得分 73.125分袁
列全部在评 98家研究所的第 16名遥

21日和 4日下午袁心理所分别在 421会议室举
行了野百人计划冶候选人李兴珊博士和吴昌旭博士
的招聘答辩会遥

24日袁所党委组织科研尧管理人员和中层领导
干部共计 26人参观河北燕城监狱遥

28日袁院老科学家协会心理学分会召开分会会
议袁方富熹主持会议遥

29日袁张侃所长第六次赴灾区指导工作遥
29日袁由国家标准委员会审批设立的野全国服

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心理咨询服务分技术委员会冶
渊以下简称野心理咨询服务分委会冶冤成立大会在北
京应物会议中心召开袁心理所被确立唯一副秘书长
单位袁高文斌副研究员担任秘书处副秘书长遥

29日袁危机干预中心渊成都冤在德阳尧什邡和绵
竹成立灾后心理服务中心袁配合当地政府袁依托当
地心理学力量袁开展灾后心理服务遥

五月

2日袁危机干预中心渊成都冤北川工作站尧香港大
学行为健康教研中心以及香港各界的热心人士在

北川板房区共同策划了野丝绒希望花冶活动袁这是永
兴板房社会工作站的第一个象征性项目遥

4 日袁 美国 Rugster大学 Rochel Gelman教授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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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Abela教授以及博士生李蒙来所进行学术交流遥
12日袁心理所野'我要爱 '心理援助行动周年回

顾展冶在中科院奥运科技园区展览区开幕遥 中科院
副院长李家洋为展览发来贺信袁中科院北京分院党
组常务副书记尧副院长项国英到会并致辞遥

12日袁研究生部举行博士后进站答辩会袁这是
心理所野扩大博士后招收尧相应提高博士后待遇冶政
策出台后统一组织的第一次答辩会遥

14日袁在野中国红十字会 2009年灾害心理救援
工作研讨会及培训会冶上袁心理所被中国红十字会
聘为野心灵阳光工程专家顾问团队冶袁此次共有 2家
单位受聘遥

16日袁心理所与香港大学行为健康教研中心在
绵阳为来自曲山镇镇政府尧 各村支书和村主任的
35名干部联合举办了野身心灵关怀之旅冶活动遥

16日袁科研业务处举办了以野科技创新促进国
家经济发展冶为主题的公众科学日开放活动遥

18日袁心理所与香港大学行为健康教研中心合
作设立的野北川永兴板房社会工作站冶正式挂牌袁提
示着灾区心理援助正在向全方位尧多样化尧多渠道
的方式往前推进遥

21日袁杨玉芳尧高文斌尧高晶三位同志出席了由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

主办的野心的和谐--青少年健康上网冶科普宣传活
动启动仪式暨座谈会遥

22日袁副所长傅小兰研究员与北京大学元培学
院副院长苏彦捷教授和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校

长 Ian O'Connor 教授在北京长城饭店一起签署了
三方合作备忘录,旨在加强三方科学家在野发展认
知神经科学冶领域的科研合作遥

22 日袁 二炮有关负责同志向心理所送来锦
旗--野心理服务部队袁科技支持国庆冶袁表彰高文斌
同志为二炮部队的主要装备车辆驾驶员尧操作手和
各受阅部队方队政委进行的主题心理训练遥

24日袁由心理所主办尧西南科技大学协办的野汶

川大地震 ' 我要爱 ' 心理援助行动周年总结交流
会冶在四川绵阳西南科技大学召开遥

26日袁心理所会同德阳移动公司尧诺基亚公司
及北京邮电大学在四川省什邡市共同发起以野让生
命充满阳光袁让爱心点燃希望冶为主题的移动心理
服务系统捐赠仪式遥

六月

1日袁野广东省民众心理和谐的评估与建设冶项
目组在广东大厦召开专家论证会及新闻发布会遥

1日袁由所长助理刘正奎率领的野灾后儿童心理
援助项目组冶在北川和北京两地举行名为野会飞的
房子--我的影像成长日记冶展览袁展出过去一年四
川灾区孩子拍摄的反映他们真实生活的照片尧影集
等袁并通过网络让川京两地的同龄人互动交流遥

2日袁心理所在 421会议室举行了 2009年度留
学回国人员招聘答辩会遥 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尧
布兰迪斯大学尧康奈尔大学的 3名应聘者参加了竞
聘答辩遥

2日袁心理所为 2007年度入所的 7名职工召开
了聘期满考核答辩会遥 经评委评审袁所务会集体研
究袁7位答辩者均通过了聘期考核袁获得续聘资格遥

心理所荣获 2008年度中央国家机关精神文明
单位称号袁这是自 2000年以来我所首次获此殊荣遥

澳大利亚 Griffith 大学健康与医学研究所
渊Griffith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冤
的 David Shum教授对心理所 NACN-Lab开始为期
两周的工作交流遥

陈楚侨研究员渊Dr. Raymond C. K. Chan冤连任国
际神经心理学会亚洲区代表, 亦是亚洲区唯一的代
表袁这是陈楚侨研究员第 3次任 INS亚洲区代表遥

王亚助理研究员获 野第 12届国际精神分裂症
研 究 会 议 冶 渊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Schizophrenia Research冤 野青年科学家奖 冶 渊Young
Investigator Award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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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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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楚侨研究员入选中科院野百人计划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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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于路获第四十五批博士后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二等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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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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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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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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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鄄
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冤
期刊如何处理稿件钥 冶的报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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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

1日袁所党委组织召开野纪念建党 88周年暨科
技救灾心理援助工作报告会冶遥

9日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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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10日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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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探索身心相互作用的机理及

其应用冶的报告遥
15日袁心理所档案室特邀中科院计算所档案室

岳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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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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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袁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尧全国国妇女联合
会承办袁心理所袁北京师范大学尧四川师范大学等学
术机构积极参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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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袁心理所召开 2009年度夏季战略研讨会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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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
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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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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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安慰剂镇痛的
神经影像学研究冶的学术报告遥

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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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日袁心理所行为科学研究平台建设项目奠基遥
8日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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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CBT冤与老年心理健康高级
培训班遥

10日袁由国际人因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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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侃研究员当选为会士袁成为第一位当选 IEA会士的
中国大陆科学家遥

15日袁在绵竹市教育局支持下袁心理所和李连
杰壹基金合作建立的绵竹市心理服务中心正式运

行袁这是一个连续三年的灾后心理援助服务项目遥
21日袁 心理所举行 2009年度第三次入职竞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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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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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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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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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

1日袁野流动超常儿童教育实验项目冶启动遥
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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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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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人对 2009级新生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入所教育遥

副所长傅小兰研究员获野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
优秀教师奖冶和野导师科研奖冶遥

孙彦获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袁段小
菊尧 李会杰获中国科学院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袁任
东宁获中国科学院地奥奖学金二等奖袁 任东宁获
2009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BHP Billton奖学金遥

李雪冰的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 2009年度中国
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袁李会杰尧刘彤冉获 2009
年度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遥王力副研究员获第二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遥

在院工会尧院文联尧国家科学图书馆联合举办
了纪念建院六十周年职工艺术作品比赛及展览活

动中袁詹环蓉同志的作品获摄影类二等奖袁高晶尧顾
敏尧李甦渊供图冤同志的作品获摄影类三等奖遥

9日要13日袁由全国老龄办和联合国人口基金
联合主办尧四川省老龄办承办的汶川震后老年社会

心理支持培训项目在成都举办遥
16日袁张建新尧李新影和王岚三人赴美国参加

在明尼苏达大学考夫曼纪念会堂举行的心理所客

座教授葛小佳的追思会遥
17日袁李纾课题组的梁竹苑尧周媛两位博士顺

利通过博士后出站答辩遥
25日要26日袁 党委副书记李安林在老干部工

作负责人李苏炜的陪同下袁 分别看望慰问了阚兆
环尧王起先尧隋申功尧方至尧幸代高尧徐联仓 6位离休
老干部遥

28日袁由北京大学尧北京师范大学尧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尧科学出版社尧全国颜色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尧 中国心理学会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联合筹备制作的叶荆其诚先生纪念画册曳正式出版
发行遥

29日袁张侃研究员负责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救灾
专项项目野汶川地震灾区心理援助应急研究冶通过
项目验收遥

29日尧 13日尧 16日袁 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研究生党支部尧社会与经济行为中心党支部尧管理
支撑党支部分别组织观看叶建国大业曳袁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遥

十月

1日袁 危机干预中心什邡市心理服务中心正式
开业遥

11 日要17 日袁 由心理所和德国萨尔兰大学
渊Saarland University袁Saarbrucken冤 联合举办的第一
届中-德国际研究培训计划渊IRTG冤秋季培训活动在
京郊顺利召开遥

18日袁 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主办的 2009
第三届中国心理学家大会暨应用心理学高峰论坛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遥
23日上午袁 著名认知心理学家 John Anderson

教授及夫人 Lynne Reder教授来所做学术报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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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袁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 Bill Stone博士
和奚小鹿博士来我所神经心理学和应用认知神经

科学渊NACN冤实验室开展了为期两天的工作坊遥
十一月

2日袁心理所召开了 2009年度领导干部民主生
活会遥

所党委荣获中央国家机关野基层党组织建设工
作创新经验冶征文三等奖遥

心理所被评为 2008年党内统计全优报表单位遥
胡治国尧马振玲尧罗春明获第四十六批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二等面上资助袁资助额度为 3万元人
民币遥

张建新研究员当选亚洲社会心理学会候任主席遥
汤慈美尧茅于燕在野60年中华科学情冶网络征文

活动中获三等奖和优秀奖遥
苏寅获 2009年度中科院研究生科技创新类项

目资助遥
17 日 袁 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教授 Mark F.

Peterson应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潘垚天副研究
员邀请来所作学术报告遥

19日袁张侃所长接待来所参观的各国驻华代表遥
20日袁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系和临床影像研

究中心 Steven Graham博士访问心理所神经心理学
和应用认知神经科学渊NACN冤实验室遥

20日袁妇委会在心理所 421会议室召开了所庆
活动之野我与心理所共成长冶座谈会遥

25 日袁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史 渊1929-
2009冤曳正式出版遥

十二月

1-2日袁心理所人事教育处组织片内各单位召
开人事处长工作经验交流会袁会议邀请了北京分院

组织人事处范俊梅到会进行政策解析和工作指导遥
片内 12家单位的人事处长和人事教育干部 14 人
出席了会议遥

4日袁妇委会再获院京区优秀妇委会称号遥
7日袁心理所隆重举行建所八十周年庆典活动遥
14日袁心理所召开所务会成员尧党委委员尧纪委

委员尧学术渊位冤委员会正副主任尧研究室渊中心冤正
副主任尧职能部门负责人尧支部书记和职工代表等
成员会议袁对 6位所务会成员和 4位职能部门处长
进行年度考核评议遥

16日袁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
Donald J Woodward 教授应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罗非研究员的邀请到心理所作学术报告遥

18日袁心理所实验东楼项目通过验收遥
20日袁以野热线传递真爱 真爱扎根公益冶为主

题的 100865野我要爱冶减压热线周年庆典在四川省
德阳市绵竹实验中学隆重举行遥

22日袁所领导张侃尧傅小兰尧张建新尧李安林到
行为科学研究平台大楼建设工地实地考察袁了解工
程进展遥

22日袁 综合档案室组织召开 2009年度档案总
结会议遥

24日袁心理所组织研究生指导教师对如何加强
导师能力问题展开热烈的研讨遥

25日袁张侃所长在党委副书记李安林尧行政处
处长高云尧公用实验室主任黄景新及施工方代表的
陪同下袁 考察了正在装修的心理所 SPF级新动物
房遥

28日袁心理所举行廉政自律建设责任书签字仪式遥
29日袁心理所工会举办职工元旦联欢会遥
29日袁心理所 2009年度十件大事评选结果揭晓遥
30日袁心理所汶川地震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团队

向所领导就 2009年工作做了总结汇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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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记事

1月 4日袁管理支撑党支部召开 2009年度工作
总结交流会袁 支部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22人出席
会议袁会议由支部书记周智红处长主持遥

1 月 5 日袁 美国阿兹塞太平洋大学蔡安妮
渊Annie Y. Tsai冤副教授应邀来所做学术报告袁张侃
所长尧王二平研究员尧梁竹苑助理研究员尧周媛助理
研究员尧孙彦助理研究员以及学生参加报告会遥

1 月 7 日袁张建新尧陈祉妍主讲课程叶心理评
估曳再次获评研究生院优秀课程遥

1月 7日袁心理所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尧北京
邮电大学尧诺基亚中国投资公司尧北京六律科技有
限公司尧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尧 四川移动等七个
合作方举行了野金色阳光工程冶项目启动仪式遥

1月 13日和 19日袁野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
康咨询中心冶召开总结研讨会袁系统总结工作袁展望
未来遥

1月 13日袁 纽约大学心理系博士后李健应邀
来所做了题为野经济决定之神经学基础冶的学术报
告袁李纾研究员及相关课题组的职工和研究生参加
报告会遥

1月 15日袁 心理所党委召开 2009年度支部考
评会袁所领导尧党委委员尧纪委委员尧室主任尧管理部
门负责人尧支部书记尧支部委员等 30余人参加了会
议遥 协作一片组织员李利军前来指导工作遥

1月 18日袁心理所举行野百人计划冶候选人刘
勋博士招聘答辩会遥

1 月 18-21 日袁 美国罗格斯大学心理系 John
Abela教授与心理所神经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实
验室渊NACN冤成员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学术交流遥

1月 19日袁 所长助理孙向红研究员主持召开
2010年度心理所信息化工作战略研讨会袁会议传达
了院里的相关文件袁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别作了信
息化工作总结和下一步工作计划遥

1月 19-28日袁 所领导班子在职能部门负责人
的陪同下看望慰问离退休老同志遥

1 月 20 日袁所党委荣获野党建工作创新冶二等
奖袁这是所党委连续第三年荣获此奖遥

1月 20日袁 心理所举行 2010年第一批入所
职工招聘答辩会遥

1月 21日袁在心理所召开的学术年会上袁我国
首次部署成年人心理学基础性工作专项遥

1月 22日袁心理所召开 2010年度工作会议袁会
议听取了科研和管理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袁并对
在 2009年度荣获各项表彰的集体和个人颁奖遥

1月 26人袁罗非和陈楚侨研究员入选野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冶国家级人选遥

1月 29-30日袁心理所所务会成员尧党委委员尧
研究员尧 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等 30余人在北京香山
饭店召开 2010年度战略研讨会遥

1月 30日袁纪委书记傅小兰研究员的文章入选
院监审局研编的文集遥

每期记事

45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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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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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ineprin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