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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挥好中国科学技术

野火车头冶的作用

1 月4 日至 8 日召开的 2009 年中科院冬季党组扩大会

议袁在深入学习领会中央领导同志的贺信和讲话精神尧深刻分

析发展环境的基础上袁 明确提出了中科院在新时期新阶段担

负的新的历史使命袁即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目标袁以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主线袁 以解决关系国

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基础性尧战略性尧前瞻性的重大科技问题

为着力点袁着力突破带动技术革命尧促进产业振兴的前沿科学

问题袁着力突破保障改善民生尧破解资源环境制约的重大公益

性科技问题袁着力突破增强国际竞争力尧维护国家与公共安全

的战略高技术问题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进一步发挥野火

车头冶作用袁始终成为国家和人民可信赖尧可依靠的战略科技

力量袁引领和支持我国可持续发展遥

始终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发挥野火车头冶的作用袁是中

科院工作的永恒主题遥 面对党和国家的新要求新期望袁全院同

志务必认真学习尧深入思考袁解放思想尧勇于实践袁尊重规律尧

求真务实袁把党和国家的期望化为改革创新尧跨越发展的强大

动力袁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发挥野火车头冶的作用遥

要要要路甬祥院长在中国科学院 2010年度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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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知识讲座

野名家谈心理冶活动启动
撰稿院史占彪 刘正奎 王詠

3 月 14 日袁 早春北京
飘起了漫天的大雪袁街上行
人稀少袁但石景山区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 900 多人的
大礼堂却座无虚席袁走道旁
也站满了听众遥心理所所长
张侃研究员作了题为野心理
学院解码个人和社会行为的
奥秘冶的报告袁正式拉开了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知识讲

座野名家谈心理冶的序幕遥
野名家谈心理冶 系列心

理讲座活动袁主要对象针对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青年

干部与职工遥 本着野健康生
活袁从耶心爷开始冶为主题袁以

野维护公务员心理健康袁提
升公务员心理素质尧促进公
务员心理和谐冶为目标而开
展的系列大型心理知识讲

座袁内容涉及野心理学与个
人和社会的发展冶尧野情绪管
理冶尧野亲子教育冶尧野压力管
理冶尧野人际沟通冶 等心理学
多个领域遥该活动由中国科
学院心理所倡导袁中央国家
机关团工委尧中央国家机关
青联主办袁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尧 中国科学院团委尧
中国残联直属机关团委尧中
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

咨询中心承办遥系列活动在

所内聚焦

心理所领导班子召开专题会议

学习领会路院长指示
[撰稿院综合办]

近日袁路院长对心理所上报的
政务信息做出重要指示袁方新书记
也作出重要批示袁希望心理所领导
严格按院领导要求作好工作遥路院
长的批示传到心理所后袁有关同志

深受鼓舞袁 迅速组织所领导班子
成员和相关专家召开专题会议遥
会上袁张侃所长亲自宣读政务

信息的内容和院领导的批示袁 认真
学习领会批示精神袁 经专家组仔细

研讨袁达成 5项工作部署遥 会议决定
将严格按路院长的要求袁分层次分步
骤地将专项工作作好袁更好地发挥心
理所在咨询和各类人群心理健康和

社会和谐中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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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3月-6月期间举行袁每周
一次袁共设 12讲遥

据初步统计袁共有近 90个部
委的青年干部职工聆听了首场报

告遥 在报告中袁张侃围绕野心理学
可以做什么 冶尧野心理学怎么看
人冶尧野心理学与个人与社会的关
系冶尧野心理健康促进冶等四个方面
的内容袁 结合大量经典学术文献
和当代科学发现袁全面系统尧深入
浅出尧 通俗易懂而又不乏幽默诙
谐地进行了讲解袁 赢得了现场观
众的一阵又一阵的掌声遥 此次讲
座不仅让人们聆听到了当代心理

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尧重要发现袁以
及心理学对人类的贡献袁 从中领
悟到了许多认识自我尧适应社会尧
促进身心健康的理念和策略袁也
领略了当代心理学名家的风采遥

野名家谈心理冶活动得到了各
级领导的大力支持遥 中央国家机
关工委委员尧宣传部陈祥如部长袁
中央国家机关青联主席尧 团工委

吴海英书记袁 中央国家机关青联
副主席尧中国残联程凯副理事长袁
中科院京区党委隋红健副书记袁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苗建明副书

记尧副院长袁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党
委副书记李安林等出席了这次开

坛讲座袁 对讲座内容给予了高度
评价袁 并对心理学工作者在中央
国家机关积极开展心理健康促进

工作提出了殷切期望遥
国家公务员作为政府管理社

会事务的中坚力量, 其心理健康
水平不仅直接关系到自身素质的

提高, 而且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的
职能遥 因此袁 组织协调国内心理
学名家袁为公务员提供"名家谈心
理"系列心理讲座袁对于提高公务
员心理健康水平, 完善公务员队
伍管理,提升公务员综合素质袁激
发公务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提
高政府管理和服务效能具有重要

而深远的意义遥

所内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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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计算机网络中心黄向阳主任一行

调研心理所信息化工作
[撰稿院科研业务处]

3月 11日上午袁中科院计算
机网络信息中心黄向阳主任一行

10人来所了解信息化工作需求袁
对中科院 e-Science应用尧院十二
五信息规划进行调研遥 心理所信
息化领导小组成员院所长张侃尧副
所长傅小兰尧 所长助理孙向红及
刘正奎尧科研处副处长陈雪峰尧网
络中心全体同志以及相关的科研

一线人员参与了与中科院网络中

心的需求沟通会议遥
会上袁 傅小兰首先简要介绍

了心理所的信息化工作现状袁随

后孙向红对现阶段心理所信息化

的发展情况袁 并特别针对数据库
建设做了需求报告遥 刘正奎就科
学传播信息化的需求和未来构想

做了报告袁 并特别针对移动心理
服务平台的构想以及建设基础进

行了说明遥 在听取心理所信息化
工作各方面需求之后袁 黄向阳就
计算机网络中心的情况进行了简

短的介绍袁 并指出了双方可以发
展深入合作的方向及业务遥

张侃对院网络中心的工作表

示了很高的赞赏袁并就双方的合作

前景进行了简要总结遥 之后袁与会
双方分别对信息服务尧 数据服务尧
超级计算尧科学传播等方面的合作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袁并对当前
正在开展的合作提出建议遥

心理所和院网络中心具有良

好的合作基础袁通过此次调研袁双
方都从中获得很多启发遥 张侃和
黄向阳表示袁将在数据库尧科学信
息化尧 科学传播等方面开展更加
紧密的合作袁共同推动心理学 e-
Sciences的建设袁 推动心理所信
息化工作的深入开展遥

另据了解袁3月 18尧19日袁心
理所所长助理刘正奎副研究员

带队到院网络中心袁进一步细化
合作项目的路线图遥 经过深入研
讨袁双方表示争取在 5月份完成
原型系统袁 并在过去工作基础
上袁主要完成干部心理服务内容
和信息资源的设计和开发尧基于
MMS渊彩信冤的心理信息服务定
制以及基于 wap渊手机网络冤心理
测评和自助调适三个方面的工

作袁并计划于 7 月 1日正式开通
该原型系统遥

所内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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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日至 2日袁 中国科学
院北京分院成立 5周年暨北京分
院尧京区党委 2010年度工作会议
在京召开遥北京分院尧京区党委领
导班子成员袁59个基层单位党政
负责同志袁院地合作负责同志袁京
区党委委员尧 京区纪委委员以及
特邀代表等共计 150多人参加了
大会遥 会议回顾总结了北京分院
成立五年来所取得的工作成效袁

并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袁全
面落实院工作会议和党组冬季扩

大会精神袁 全面推进北京分院工
作再上新台阶遥中科院副院长尧北
京分院院长丁仲礼出席大会并作

重要讲话袁中科院党组成员尧北京
分院党组书记尧 京区党委书记何
岩作主报告遥

会上袁 心理所副所长张建新
研究员做了 叶引培并举袁 立足培

养袁发挥中国心理学野火车头冶作
用曳的报告袁向与会同志交流了
心理所青年队伍建设中的一些

具体做法遥 张建新在报告中提
到袁 为大力培养青年创新人才袁
自 2006年以来袁 心理所制定了
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思路袁并围
绕这一思路和目标袁陆续推出系
列高强度培养青年人才的措施袁
目前已取得明显成

心理所青年人才培养等工作受到北京分院关注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顾敏]

2010年 2月 22日袁 春节后
上班的第一天袁 心理所召开了所
党委和所务会成员联席会议袁对
心理所 2010年度的重点工作进
行商讨遥 会议由张侃所长主持遥

根据近几年心理所对青年人

才培养的经验尧 取得的成果和培
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专家的

建议袁会议对优秀青年人才激励尧
青年科学基金尧 副研和研究员提

聘的修订案进行了商讨袁 并原则
上了通过了修订后的办法遥

为进一步优化科研布局和

组织结构袁以利争取野十二五冶任
务和迎接中科院对研究所创新

三期工作的评估袁会议决定对心
理所研究单元的行政结构进行

调整袁将现有的六个研究室渊中
心冤整合为三个研究单元院健康
与遗传心理学研究室尧发展与实

验心理学研究室尧社会与工程心
理学研究室袁并将配专职人员在
室主任的指导下从事行政事务

管理遥
会议还商讨了创新团队和

心理健康国家重点实验室申请

事宜袁 对 2010 年的重点工作即
所领导班子换届尧野十二五冶规划
和创新三期工作的评估进行了

分工遥

心理所召开党政联席会袁进一步优化科研布局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所内聚焦

渊下转第 6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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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心理所磁共振成像研
究中心成立袁这是心理所公用技
术服务平台建设取得的一项重

要进展遥该中心隶属于公用实验
室袁由公用实验室负责日常管理
和维护袁学术活动由野中心委员
会冶主持遥

磁共振成像研究中心将依

托研究所配备的磁共振 simula鄄
tor尧大容量磁盘阵列尧高性能计
算机和服务器等仪器设备 袁提
供虚拟现实训练尧 计算与数据
分析尧 实验技术培训等方面的
服务遥 主要体现在院1冤在高度仿
真环境下对被试进行训练和预

实验袁 使之熟悉和适应实验环
境袁并可收集行为数据曰构建面
向不同对象袁如儿童尧心理障碍
患者的虚拟现实环境袁 为精细
研究提供准备曰2冤定期举行 fM鄄
RI 实验设计尧 数据收集和数据
分析培训曰 聘请各领域专家开

展专题讲座和辅导曰 面向心理
学研究领域研究生和科研人员

开展 fMRI 实验设计和数据分
析咨询曰3冤 培训数据分析专业
人员袁 为所内外提供计算服务
和数据挖掘服务遥

为了促使心理所在功能磁共

振成像领域的研究水平得到进一

步提高袁 磁共振成像研究中心将
在所务会和所财政的支持下袁每

年拿出 200万元人民币渊预算袁根
据实际情况有所增减冤 对在外单
位进行磁共振扫描的研究人员进

行补助袁 补助比例和操作模式正
在完善中遥

依托磁共振成像研究中心袁
心理所将增强在相关领域的协

作袁形成合力袁更好地利用现有资
源袁从而提升研究实力袁增大科研
产出遥

心理所设立磁共振成像研究中心
[撰稿院公用实验室 黄景新]

所内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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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遥下一步袁在中科
院各级领导的指导下袁 心理所将
根据形势的发展袁在总结经验尧听
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袁 进一步完
善青年人才培养措施袁 力争在培
养青年人才方面取得更大的成

效袁 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强科技
创新能力的青年科技队伍遥

会上袁 北京分院协作一片片
长尧 心理所党委副书记李安林同
志以野发挥协作优势袁实现共同发
展冶为题袁介绍了协作一片 2009

年工作的具体做法和取得的成

效袁受到广泛好评遥 李安林指出袁
2009年袁协作一片以促进改革创
新和谐奋进研究所建设为目标袁
继承和发扬本片 野讲团结尧 顾大
局尧能战斗冶的优良传统袁紧密围
绕科技创新中心工作袁 积极开展
工作袁坚持奉行野团结是金尧协作
为魂冶的宗旨袁努力践行野沟通信
息尧整合资源袁优势互补尧成果共
享尧促进发展冶的工作方针袁齐心
协力袁奋发进取袁全面完成了预定

的工作计划袁 在京区的全局工作
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浴

工作会还为 2009 年度在党
建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成就突出

的单位颁奖袁 并举行了北京分院
成立 5周年纪念封和个性化邮票
首发仪式遥 心理所分别被授予
野2009 年度协作片工作优秀奖冶
和野京区文明单位冶荣誉称号袁李
安林同志代表心理所分别上台接

受表彰遥

根据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政

务信息通报[2010]1号文件袁心理
所分别被评为野中国科学院 2009
年度信息宣传先进单位冶尧野中国
科学院 2009年度报送政务信息
先进单位冶和野中国科学院 2009
年度新闻宣传先进单位冶荣誉称
号袁分别位居第 12 名尧第 7名和
第 17名遥 经研究所推荐袁祝卓宏
副研究员被授予 野中国科学院

2009年度信息宣传先进个人冶荣
誉称号遥

此次排名是中国科学院办公

厅根据 叶政务信息通报曳渊[2009]6
号冤和院 ARP新闻宣传管理系统
各单位得分和排名的合并统计结

果袁对评选出的全院前 30个研究
所及相关同志予以通报表彰袁并
对 2009 年度报送政务信息先进
单位渊前 30名冤和新闻宣传先进

单位渊前 30名冤予以通报表扬遥
2009年袁心理所在深入推进

信息宣传工作方面袁有效地发挥
了心理学在领导决策中的科学

思想库作用袁为沟通情况尧交流
经验袁多层次尧多角度地反映我
所科技创新贡献袁为营造有利于
建设改革创新和谐奋进中国科

学院的良好舆论氛围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遥

心理所信息宣传工作荣获中国科学院三项表彰
[撰稿院综合办公室 顾敏]

渊上接第 4页冤

所内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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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民福祉是社会发展的

终极目标袁 民众的幸福感是检验
社会发展成效的重要指标遥 作为
幸福感中的重要构成成分袁 生活
满意度评估了民众对于生活的总

体感受和评价遥 生活满意度和物
质生活条件有一定关系袁 但又不
完全同步袁 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
关注遥

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呈现

两个主要特点院城乡差异显著袁城
市优于农村地区袁而城镇渊县城/
县级市冤发展水平居于两者之间曰
代际差异明显袁近 30年来袁我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不同年龄

阶段个体的生活经历差异巨大遥
心理所研究人员白新文尧 郑蕊和
任孝鹏新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袁通
过评估生活满意度的城乡差异和

代际差异袁 可以有效揭示社会变
革和经济发展如何对不同群体产

生不同影响遥
该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袁

在全国 10个大城市尧11个县城/
县级市和 11 个农村地区共调查
了 5038名常住居民袁 取得 4795
份有效数据遥 采用测量等价性的

分析方法比较不同群体的生活满

意度差异袁 并进而揭示不同群体
评估生活满意度的模式的差异遥
结果发现袁 生活满意度随着年龄
增长而提高袁 年龄较大的群体
渊41-50岁及 51-70岁年龄组冤较
年龄较小的群体 渊18 -30 岁及
31-40岁年龄组冤 的生活满意度
高曰 城市居民较农村居民的生活
满意度高袁出乎意料的是袁城镇居
民的生活满意度最低遥 测量等价
性的分析还发现袁 不同群体评估
生活满意度的模式也存在显著差

异遥 生活满意度包括对当前生活
现状以及对过去生活经历的评

价遥总体而言袁不同群体在评估当
前生活现状时袁 不存在模式差
异袁但在如何看待过往生活经历
时袁则存在显著差异遥 城市居民
对过往生活的评价较高袁农村居
民的评价则较低袁而城镇居民对
过往生活经历的评价最低遥 年龄
较大的群体在评估整体生活满

意度时袁更多地受到过往生活经
历的影响曰相对而言袁低年龄组
的群体则受到过往生活经历的

影响较小遥

该研究的结果表明袁生活满
意度虽然会受到物质条件的影

响袁 但个人相对的生活经历影
响更大遥 就城乡差异而言袁城市
居民的生活条件一直较好 袁针
对过往生活经历的评价也较

高曰 农村居民生活状况的变化
程度相对较小曰相对而言袁随着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袁 城镇居民
体验到的变化更为急剧袁 其对
过往生活经历的评价异于城市

和农村居民遥 就代际差异而言袁
年纪较大的群体过往生活更加

艰苦袁其前后反差也更大袁因而
过往生活状况对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较大曰 而年纪较小的群体
的成长环境较为平稳袁 过去和
现状的反差不甚明显袁 对过往
和现状的评价差异较小遥

该研究即将发表于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y:

Bai袁X袁. Wu袁 C.袁 Zheng袁
R.袁 & Ren袁 X. (in press). A psy鄄
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Satis鄄
faction with Life Scale in a Chi鄄
nese general population sampl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y.

心理所揭示了我国居民生活满意度的

城乡差异尧代际差异及其模式
[撰稿院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 白新文 郑蕊 任孝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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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研究部分是由中山大学

百人计划 (O7CX031003)和中科院
的知识创新项目 (KSCX2-YW-R-
131)所支持遥

这项研究已经发表在 Behav鄄
ioral and Brain Functions期刊中遥

Hu, Z., Chan, R. C. K*.,
McAlonan, G. M. (2010). Maturation
of social attribution skills in typi鄄

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An in鄄
vestigation using the Social Attribu鄄
tion Task and a modified version for
young children. Behavioral and
Brain Functions袁 6:10

渊上接第 9页冤

近年来袁 疼痛和抑郁之间的
关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遥 然
而目前的研究多数只限于临床病

例的观察袁 至于二者之间如何相
互影响目前还不是很清楚遥 心理
所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的罗非

研究员尧 王锦琰副研究员及其团
队在实验室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袁
深入探讨了抑郁情绪对痛行为的

影响遥
研究采用经典的双侧嗅球切

除抑郁模型 (olfactory bulbectomy袁
OB)诱发大鼠抑郁情绪遥 采用旷场
和水迷宫测试作为评价动物抑郁

情绪的指标袁并且利用诱发痛(足
底施加辐射热刺激)和自发痛(足底
皮下注射福尔马林)模型观察大鼠
痛行为的变化遥 结果显示袁与对照
组相比袁抑郁组大鼠诱发痛敏感程
度显著减轻袁同时抑郁组大鼠的自
发痛行为与正常大鼠相比显著加

重袁 这与临床研究资料相一致袁同

时也验证了实验室前期的发现遥上
述结果表明袁抑郁情绪对诱发痛和
自发痛的影响是彼此独立的袁表现
为前者的减退和后者的加重遥 此
外袁也为双侧嗅球切除作为一个更
为简便易行的模型在该领域中的

应用提供了支持遥
此文章已在 Neuroscience Let鄄

ters (IF: 2.20)在线发表遥
Wei Wang, Wei-Jing Qi, Yang

Xu, Jin -Yan Wang, Fei Luo.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depression on
evoked and spontaneous pain be鄄
haviors in olfactory bulbectomized
rats, Neurosci. Lett. (2010), doi:
10.1016/j.neulet.2010.01.075.

心理所利用嗅球切除模型研究抑郁

对疼痛的影响获得新进展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王玮]

图 1 嗅球切除大鼠其诱发痛减轻(A)而自发痛加重(B-E)

新成果 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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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是一个

人应有的必要能力之一遥这种能力
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他人的行为袁并
产生适当的社会互动遥 传统的野心
理理论冶测试已经受到了研究者们
的批评袁因为这些测试非常依赖认
知能力袁不能在更加野自然冶的环境
中测量到社会技巧遥 野社会归因任
务冶渊Social Attribution Task袁 SAT冤
不要求个体有特别复杂归因的能

力袁能很好测量到社会技巧遥 观察
个体在 SAT任务中的反应能够使
我们很好地看到他们对行为赋予

的社会意义的能力遥 耶鲁大学的
Ami Klin博士将 SAT任务扩展到
应用于考察那些在错误信念心理

理论任务中表现的好的自闭症个

体的心理理论能力的局限遥 SAT已
经是测量自闭症个体推断他人信

念和意图的有用工具遥 然而袁这些
数据只是西方国家的数据遥我们对
中国儿童的社会归因技巧的实际

发展轨迹并不知道多少遥由陈楚侨
研究员带领的心理所院重点实验

室神经心理学与应用认知神经科

学实验室正在考察中国儿童社会

归因技巧的发展轨迹遥
陈楚侨研究员研究了 154 个

年龄从 6岁到 13 岁的健康儿童袁

76个男孩袁78女孩袁进行了传统的
SAT任务和一个修改过的 SAT版
本遥 在传统的 SAT测试中袁被试将
自己的感受赋予给移动的各种形

状袁并描述这些形状在社会层面上
的互动遥 然而袁这种测试形式要求
被试能够理解一个没有卡通形象

的形状是一种象征袁而且它的行动
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遥这对小孩子
来说是很有难度的袁而且很可能是
在发展障碍儿童研究中存在一种

潜在混淆因素遥 因此袁研究团队使
用卡通形象发展了一个修改的

SAT任务袁来简化任务的难度遥
修改过的 SAT 版本揭示了 6

岁以上的儿童在社会归因技巧方

面稳定的发展过程袁而且女孩显著
地好于男孩遥 相反袁9岁以下的儿
童在传统的测试性中表现处于基

线水平袁而且并没有性别差别遥 在
控制了年龄和言语 IQ以后袁 两种
任务都和执行功能没有什么相关袁
这说明社会归因能力是独立于认

知功能的遥目前的发现是对中国儿
童社会归因能力发展轨迹的首次

考察遥我们的发现也表明修改过的
SAT对小孩子社会归因技巧的敏
感测量遥当前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一
就是在发展障碍中的临床应用遥当
选择小孩子袁尤其是发展障碍的儿
童研究的测量工具时袁这就是需要
仔细考察的一点遥 渊上接第 8页冤

心理所揭示了中国儿童社会归因技巧

获得的发展轨迹
[撰稿院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陈楚侨课题组]

新成果 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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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事件发生后袁人们是变得
更加理性还是更不理性钥研究者们
对此存在持续的论争遥 现实生活中
人们的表现很有意思袁 例如野9.11冶
后意大利彩票的销售量下降至 17
年来最低(La Stampa袁2002袁January
6)遥 意大利心理学家 Sacco 等人
(2003) 认为彩票销售下降是由于灾
难事件后公众会变得更加保守和更

不愿冒险的原因遥 彩票公司和保险
公司所设计产品的期望价值总是有

利于公司的袁 所以买彩票和买保险
被 Kahneman 和 Tversky 渊1979冤认
为是非理性的遥 据此袁Sacco 等人
渊2003冤认为袁灾难性事件会使决策
过程朝着理性的方向靠近遥 而德国
马普学会人类发展研究所的心理学

家 Gigerenzer渊2004) 通过分析来自
美国交通部关于野9援11冶事件以后 3
个月的数据发现袁 美国人为避免乘
飞机遭受袭击的可怕风险而改乘汽

车袁这样路面交通事故增加遥 因此袁
Gigerenzer认为袁 人们在灾难事件
后的决策会变得更加非理性遥

究竟是更理性亦或是更加地

非理性呢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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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
人群的心理反应分析及干预方案冶
子课题组李纾研究员等人通过灾

难事件后 野过分自信冶渊overconfi鄄
dence冤水平变化的新视角袁探讨了
灾难对于人们野理性冶变化影响的
问题遥该研究已在线发表于风险分
析学会 渊Society for Risk Analysis冤
会刊 Risk Analysis渊Ranking: 2008:
6/37 Social Sciences袁 Mathematical
Methods曰13/76 Mathematics袁 In鄄
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Impact
Factor: 1.831冤

灾难事件发生后袁在理性与非
理性的维度上人们是如何变化的

呢钥李纾等人通过分析灾难事件后
野过分自信冶 水平变化探讨了这一
问题遥 野过分自信冶是决策判断中普
遍存在的一种偏差渊bias冤袁即人们
认为自己判断正确的概率通常高

于实际的概率值遥研究者们认为一
个过分自信的人将决策建立在失

真的假定之上袁无法做出理性的决
策遥 李纾等人应用 Lee(1995)等人

设计的野同伴比较问题冶的过分自
信水平研究范式袁在雪灾尧手足口
病尧地震等灾难事件之后调查了人
们的过分自信水平袁 结果表明袁雪
灾尧手足口病和地震灾区居民的过
分自信水平低于非灾区居民渊研究
1冤遥 地震后 1.5个月尧4个月和 12
个月期间袁地震灾难后人们的过分
自信水平有随时间流逝而逐渐恢

复渊增高冤的趋势渊研究 2冤遥 这两个
现场实验的结果表明袁经历小概率
高风险的灾难事件后人们会降低

过分自信水平遥研究者们认为过分
自信是一种影响人们进行理性决

策的野偏差冶遥 研究表明袁灾难之后
人们的过分自信水平降低袁即野偏
差冶变小袁在野过分自信冶这个指标
上来看袁灾难事件之后人们变得更
加理性了遥

(Li袁 S.袁 Li袁 J-Z.袁 Chen袁Y-W.袁
Bai袁X -W.袁Ren袁X -P.袁 Zheng袁 R.袁
Rao袁 L-L.袁 Wang袁 Z-J.袁 & Liu袁 H.
(2010). Can overconfidence be debi鄄
ased by low-probability/high-conse鄄
quence events钥 Risk Analysis. DOI:
10.1111/j.1539-6924.2010.01371.x).

灾难之后人们变得更理性钥
要要要基于野过分自信冶的视角

[撰稿院行为决策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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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袁为了从根本上扭转人
才匮乏的局面袁心理所从青年和高
端人才队伍建设两个方面入手袁推
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袁在青年人才
队伍建设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袁
野百人计划冶 高端人才队伍建设也
取得了重要进展遥特别是过去的一
年里袁成功引进 7名野百人计划冶学
者袁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遥

野百人计划冶 人才引进工作的
突破袁与心理所采取的系列卓有成
效的措施是分不开的遥 一方面袁进
一步明确并加大野百人计划冶将帅
人才的吸引力度袁为每位入选者提
供具有产权的住房一套尧提供科研
启动经费 100万元袁并给予一定的
安家费袁提供协议工资遥其次袁为了
物色到合适的人选袁在国内外心理
学和科学界权威的网站 APA和科
学网上袁以及驻美大使馆网站上刊
登野百人计划冶招聘启事曰在国际心
理学学术会议上袁委托科研人员向
与会华人学者宣传心理所野百人计
划冶政策遥第三袁所领导多次专访美
国有关学校袁与可能有意向的相关
人员座谈或洽谈遥

新引进的 7名野百人计划冶都来
自美国知名的大学袁接受过系统的科

学训练袁他们的研究问题尧研究方法
和手段都处于国际前沿袁研究成果在
国际专业领域亦有一定的影响遥
蒋毅袁 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大

学袁主要从事无意识视觉加工的神
经机制以及视知觉加工和注意的

关系遥引进时已发表 SCI期刊论文
22篇袁其中 7篇为第一作者袁包括
Nature Neuroscience尧PNAS尧Current
Biology等袁 被 80种 SCI期刊的论
文引用袁他人引用次数达 94次遥
周雯袁 来自美国莱斯大学袁主

要运用心理物理学方法从事人类

嗅觉的研究遥引进时以第一作者身
份在 Journal of Neuroscience尧Psy鄄
chological Science等 SCI期刊上发
表论文 3篇遥
李兴珊袁 来自美国范德堡大

学袁主要运用计算建模尧行为方法
以及眼动跟踪技术袁对汉语阅读机
制尧基于物体的视觉注意袁以及眼
动与视觉注意控制的机制进行研

究遥 引进时已发表 SCI/SSCI/EI渊英
文冤论文 9篇袁其中 5篇为第一作
者袁 发表在 Cognitive Psychology袁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袁
Visual Cognition等期刊上遥
吴昌旭袁来自美国纽约州立大

学布法罗分校袁主要从事工程心理
学和人机交互研究遥引进时已发表
SCI期刊论文 8篇 渊7篇为第一作
者冤尧EI 论文 6 篇 渊5 篇为第一作
者冤袁 发表在 Psychological Review
渊影响因子 8.83袁 国际心理学顶级
期刊冤尧ACM Transactions on Com鄄
puter-Human Interaction尧Interna鄄
tional Journal of Human -Computer
Studies等期刊上遥
张弢袁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戴维

斯分校袁 以灵长类猕猴为动物模
型袁从事视觉运动认知的神经机制
研究遥引进时已发表 SCI期刊论文
5篇渊4篇为第一作者冤袁包括 Neu鄄
ron渊影响因子 14.17冤等期刊遥

蔡华俭袁来自美国俄克拉荷马
大学中美问题研究所袁主要从事社
会心理学研究遥引进时已发表 SCI/
SSCI期刊论文 10篇袁 被 24种期
刊引用遥
刘勋袁来自美国纽约西奈山医

学院袁 主要从事认知神经科学研
究遥 引进时已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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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 7 位同志袁6 位已经到

位袁1位即将到位遥

心理所野百人计划冶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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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2 月 5 日袁 心理所
召开了科技尧支撑和管理岗位提
聘评审工作遥通过发布岗位需求

信息尧接收个人应聘尧对申请者
进行资格审查和专家评议过程袁
并经所务会研究袁 有 14人得到

了跨级提聘袁20 人得到了级内
提聘遥

队伍建设

2010年袁心理所共有 3名青
年获得院公派出国留学计划项目

资助遥 他们分别是院
蒋毅袁 获院公派出国留学计

划野高级研究学者冶项目资助袁赴
美国访学袁为期 6个月曰

梁璟袁 获院公派出国留学计
划野访问学者冶项目资助袁赴美国

访学袁为期 12个月曰
王燕袁 获院公派出国留学计

划野访问学者冶项目资助袁赴加拿
大访学袁为期 6个月遥

为了解管理支撑人员一年来

在实际工作中的感受袁 听取他们
对研究所今后发展的意见和建

议袁2月 10日上午袁 心理所领导
班子与管理支撑岗位上的近 50
名职工进行了亲切座谈遥 座谈会
由党委副书记李安林主持遥

会上袁大家畅所欲言遥在所工
作时间长的老职工袁 以自己切身
的经历袁 谈了心理所近几年来在
事业上突飞猛进的变化袁 以及管
理支撑队伍在学历尧 年龄结构和

人员数量上的改观袁 在与过去的
对比中袁 他们由衷地感受到所里
的各项工作正处于发展中的最好

阶段曰 在所工作时间不久的青年
职工袁 谈了在紧张的工作之中所
感受到的研究所对青年人才的重

视尧 关心尧 培养和提拔的良好氛
围袁 对于在实际工作当中所遇到
的一些具体的困难和问题袁 大家
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遥 此
外袁 会上大家谈到最多的一个共
同话题是管理支撑人员职业生涯

的发展遥 近几年袁特别是 2007年
实行岗位设置管理以来袁 心理所
进一步明确了管理尧 支撑系列各
岗位任职条件和提聘要求袁 理顺
了各岗位人员职业生涯发展的渠

道袁4年来袁 有 18名管理人员和
11名支撑人员得到了晋升遥

此次面对面的座谈袁 不仅使
所领导了解了管理支撑人员的

精神状态和普遍关心的问题袁也
进一步拉近了与管理支撑人员的

距离袁增进了双方的感情遥

心理所 3人获批 2010年度院公派
出国留学计划项目资助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心理所召开所领导与管理支撑人员座谈会
[撰稿院人事教育处]

心理所开展副高及以下岗位提聘工作
揖撰稿院人事教育处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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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交流

2月 25日上午袁现任亚洲社
会心理学会渊AASP冤主席 Uichol
Kim 教授应心理健康重点实验
室的邀请访问心理所袁并举行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遥讲座由亚
洲社会心理学会渊AASP冤侯任主
席尧心理所副所长张建新研究员
主持遥

Kim教授是社会心理学领域
的重要期刊要叶亚洲社会心理学
杂 志 曳 渊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冤的创刊人之一袁多年
以来袁 他致力于推动本土和跨文

化心理学的发展袁 并在家庭和亲
子关系袁组织和商业文化袁知识和
战略管理袁 以及众多知名企业的
管理咨询等领域做出了众多贡

献袁 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了近
200余部的著作文献袁 内容涵盖
本土心理学袁 个人和集体主义文
化等领域遥

在讲座过程中袁Kim 教授就
目前国际心理学的发展阐述了一

系列颇具建树的观点袁他指出袁西
方心理学的研究是基于个人主义

文化背景袁 亚洲社会心理学应该

构造本土或亚洲区域文化体系上

的研究框架袁 发展具有自己文化
特色的心理学遥 Kim教授的此次
来访对于促进中国心理学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袁 将有利于加快建
设亚洲心理学家的科研交流平

台袁 并推动亚洲各国在心理学研
究领域的学术合作遥

讲座结束袁 张建新研究员做
了总结袁 勉励青年学者以国际化
的视野思索未来中国心理学的发

展道路问题遥

亚洲社会心理学会渊AASP冤主席
Uichol Kim教授访问心理所

[撰稿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马溧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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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日袁 心理所王詠博士
课题组参加了由院国际合作局组

织的以 野公众健康尧 免疫和禽流
感冶为主题的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
学-中国科学院渊Monash-CAS冤联
合研讨会冶遥参与本次研讨会的中
科院机构除了心理研究所外袁还
有微生物研究所尧 生物物理研究
所和院国际合作局遥 Monash代表
团一行 8人袁 包括负责全球事务
的副校长 Stephanie Fahey 教授

和马来西亚 Sunway 分校的校长
Robin Pollard教授遥

心理所许晓勇博士和 Monash
大学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心理系

的 Shamsul Haque博士渊马来西亚
Sunway校区冤 在研讨会上报告了
他们正在合作的跨文化研究项

目要要要野媒体在甲流渊H1N1冤社会
表征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Role of
Media in Constructing Social Rep鄄
resentation of Influenza A (H1N1)院

A Cross-culture Study)冶遥
Monash大学为 Haque 博士

就本次跨文化合作研究提供了种

子基金的资助 袁 在此资助下 袁
Haque 博士于 2010 年 2 月 3-5
日访问了心理所袁 双方就合作研
究和下一步计划进行了研讨袁并
确定该项目作为王詠博士课题组

关于 野媒体在公共突发事件社会
表征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冶的
重要组成部分遥

王詠博士课题组参加

野Monash-CAS联合研讨会冶
[撰稿院王詠课题组]

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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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之窗

协作片是片内各单位交流沟

通的平台袁 也是各单位共建共享
的平台袁 是基层单位自我管理服
务的一种创新的组织形式遥日前袁
根据叶北京分院尧京区党委基层工
作协作片工作条例曳袁 北京分院尧
京区党委对 2009年度在协作片
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予以

表彰遥经评选袁协作一片荣获野2009
年度协作片工作优秀奖冶遥

2009年袁我所担任协作一片
片长单位遥一年来袁协作一片在各

项工作中注重发挥团

队作用袁 以促进改革
创新和建设和谐奋进

的研究所为目标袁继
承和发扬本片 野讲团
结尧顾大局尧能战斗冶
的优良传统袁 坚持和
奉行野团结是金尧协作
为魂冶的原则袁认真践行野沟通信
息尧整合资源袁优势互补尧成果共
享尧促进发展冶的宗旨袁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中心工作袁正尧副片长密

切配合袁片内单位齐心协力袁有力
地促进了片内各研究所科学发

展袁 在京区的全局工作中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遥

日前袁2009 年度中国科学院
京区文明单位评选结果揭晓袁我所
再次荣获京区文明单位称号遥

2009年袁 心理所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在认真总结近几年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袁 提出
野夯实基础袁巩固成果袁提升单位文
明程度袁保持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
位称号尧力争跨入文明单位标兵行
列冶的创建目标遥围绕这一目标袁我
所年初制定了详细的创建计划袁坚
持以人为本袁紧紧围绕所的中心工

作袁 丰富创建内容袁提
高创建水平袁认真按照
计划组织实施袁进一步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袁取
得了明显成效遥

此次荣获 2009 年
度中国科学院京区文

明单位称号袁既是对心
理所前一阶段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的充分肯定袁更是对我们的巨大鼓
舞遥 2010年袁心理所人必将在所领
导班子的带领下以更大的热情尧更

高的标准投入到精神文明建设中袁
使全所的精神文明建设更上一层

楼袁为推动野创新 2020冶顺利实施
提供坚实的思想和组织保证遥

协作一片荣获 2009年度协作片工作优秀奖
[撰稿院党办]

心理所党委连续两年荣获京区文明单位称号
[撰稿院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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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心理所党委工作条例的

有关要求袁为适应研究所现阶段发
展要求和研究室结构调整袁为加强
党支部建设袁便于各支部管理和开
展工作袁所党委对现有支部进行了
适当调整袁将原 6个研究室渊中心冤
党支部袁按研究部门序列整合为 3
个党支部曰将原 3个研究生联合党

支部,按研究部门序列调整为 3个
独立研究生支部遥调整后的支部人
员分布平衡尧年龄结构搭配合理遥
此次支部调整加强了按研究

方向和党员群体特点设置党支部

的力度袁 全所共设党支部 9个袁研
究生党总支 1个袁其中在岗职工党
支部 4个尧学生党支部 3个尧离退

休党支部 1个遥支部调整工作的顺
利完成袁将对心理所党的建设产生
积极的影响袁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袁 健全党内民主生活袁规
范管理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
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袁增强基层
党组织的创造力尧 凝聚力和战斗
力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遥

心理所顺利完成党支部调整工作
[撰稿院党办]

为纪念野三八冶国际劳动妇女
节 100周年袁 中国科学院庆 野三
八冶暨京区野五好文明家庭冶表彰
大会 3月 3 日在北京分院举行遥
京区 34个参选单位中共有 15个
家庭被授予野五好文明家庭冶荣誉
称号袁 我所张建新研究员的家庭
获得此项荣誉遥

张建新研究员在科学研究尧
国际交流尧 领导职务和生活方面
都表现出 野敬业爱家冶 的精神风
貌遥 他完成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和 863项目袁 培养博士硕
士数十名袁2009年他当选亚洲社
会心理学会候任主席遥 作为心理

所副所长袁 他在负责的人事工作
中克勤克俭尧 公平公正遥 在生活
中袁张建新一家人注重社会责任袁
家庭氛围温馨和谐遥 夫妇俩对女
儿教导有方袁女儿尊师爱友袁学习
成绩优秀遥

在此次表彰大会上袁心理所

妇委会也荣得 野京区优秀妇委
会冶称号遥 我们要让野爱国守法尧
学习进取尧 家庭和睦尧 邻里团
结尧热心公益冶的氛围辐射到每
个职工身上袁 激励我们为建设
改革创新和谐奋进的心理所而

努力奋斗遥

张建新家庭荣获野京区五好文明家庭冶荣誉称号
[撰稿院妇委会 杨晓燕]

党群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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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道

2月 1日早 8时袁院基建局孔
繁文局长尧 分院欧龙新副院长等袁
在我所党委副书记李安林的陪同

下袁视察了行为科学研究平台项目
建设工地的安全保卫工作遥

孔局长详细询问了春节安全

工作的措施和预案袁 认真察看了
工地现场的安全设施和设备袁就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遥
要求项目建设甲乙双方详尽修订

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袁 并确保具
体落实袁 共同做好节日安全保卫

工作遥
孔局长一行向即将回乡的施

工单位人员亲切表达了节日祝

愿遥
陪同检查的还有基建局计划

处尹明处长遥

为全面了解和客观评价中科院

科技事业发展情况袁 为中科院宏观
管理与决策提供统计数据支持袁同
时完成国家科技统计任务袁 根据计
划财务局统一部署袁 心理所组织开
展了 2009年度综合统计调查工作遥

综合统计工作是研究所管理

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袁反映了
科研与管理工作的基础与动态数

据和发展态势遥 2010年初袁综合档
案室作为综合统计工作牵头部门袁
在科研处尧财务处尧人教处等几个
部门的全力配合和大力支持下袁经

过近二个多月的准备尧 报审阶段袁
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圆满完成了

以下统计任务院叶中国科学院科研
机构调查表曳尧叶中国科学院科研课
题基本情况表曳尧科技部布置的叶科
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调查表曳尧
叶机构课题基本情况表曳尧 国家重点
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调

查表尧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
目执行情况调查表等几大类报表遥
综合档案室王桂荣在接到所

务会决定后袁 与心理所负责人事尧
财务尧科研管理尧仪器设备等具体

工作人员一起按时保质地完成了

综合统计任务袁在确保统计口径的
一致性前提下袁各部门人员齐心配
合基本按照时间要求将各自负责

的数据及时报给综合档案室袁档案
室做具体的数据录入尧汇总尧数据
平衡校验尧报送初审尧复审袁经所长
签字审批等环节袁大家配合良好遥在
此特别感谢网络中心主任冯玲袁因
综合档案室不能登陆所 ARP科研
项目管理用户平台袁 需要在后台授
权袁 她在不影响科研管理工作的基
础上袁给予了我们多方面的帮助遥

院基建局和分院领导视察行为科学

研究平台建设项目安全工作
[撰稿院行政处 高云]

心理所完成 2009年度综合统计工作
[撰稿院综合档案室 王桂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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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尧 支持及全所课题兼职档案
员尧职能部门文书兼职档案员的共同努力下袁心理所
档案工作取得较大进步遥 按照叶中国科学院档案管理
工作标准曳袁现将各职能部门 2008年档案归档情况通
报如下院

一尧档案材料收集尧整理工作院
收集百人计划结题课题两个曰
接收财务处 1999 年-2001 年度会计凭证合

计院374册渊1-10638号凭单冤袁逐项审核登记袁办理

移交手续袁入档案柜保管尧利用曰
接收 2007-2008年度工资帐簿合计院5盒 渊1-

24个月工资帐簿冤曰
接收研究生部 2009年 7项内容院 关于优秀学

生尧奖学金评选工作等文书材料曰
接收心理所通讯 7本曰
全年共接待档案借阅人次 40多次袁 内容涉及

人事尧党务尧科研尧教育尧基建项目尧工资尧财务预决
算报表等遥

心理所 2008年档案归档情况通报
[撰稿院综合档案室 王桂荣]

序号 分类 保管期限 保管期限 保管期限 合计

1 综合管理类

永久 长期 短期

2 2 1 5盒
33 22 5 60件

815 1037 22 1874页

2 党群工作类

2 1 1 4盒
49 5 22 76件

399 96 208 703页

3 科研管理类

2 1 1 4盒
27 4 5 36件

222 12 21 255页

4 外事工作类
0 1 0 1盒
0 15 0 15件

综合报道

二尧2008年文书档案归档数据统计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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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所以来袁各个历史时期珍藏的档案资料为
我们日常工作提供了大量极具参考价值的素材袁是
了解研究所发展史的重要载体袁是做好科研尧管理
工作的必备工具遥尤其是为建所八十周年出版发行
的心理所所史尧所画册尧所邮册尧所通讯等提供了大
量文字尧图片资料遥

今后综合档案室的工作重点依然是加强兼职

档案员培训袁增强归档意识曰完善并执行所内规章
制度曰建立沟通平台袁给大家创造一些交流学习机
会遥 希望通过以上努力袁心理所的档案工作能够达
到院里的档案管理工作标准袁并在研究所科技创新
和科学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而努力遥

7 资产管理类

1 0 1 1盒
5 0 3 5件

2114 2108 472 4694页

58 58页
财务类 0 0 0

8 基建尧行政与后勤
工作类

1 1盒
9 9件

46 46页

9 继续教育工作类

0 1 0 1盒
0 17 0 17件

93 93页
总计 10 10 4 24盒

180 136 54 370件

序号 分类 保管期限 保管期限 保管期限 合计

5 人事工作类

79 79页
2 2 1 5盒

51 43 22 116件
453 411 220 1084页

6 教育工作类

1 1 0 2盒
15 21 0 36件

167 334 0 501页

综合报道

19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閕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COMMUNICATIONS

2010年 3月渊总第 170期冤

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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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 2010年 1月 26日院我国首次部署成年人心
理学基础性工作专项

来源院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0844217.html
摘要院据野国民重要心理特征调查冶项目的首席科学

家尧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张侃研究员介绍袁该项目是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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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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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 2009年 12月 22日院 受灾后人群风险态
度变化趋势被澄清:易高估小概率
来源院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0626576.html
摘要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纾研究员主持的

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 野汶川地震灾区心理援助
应急研究冶子课题野受灾人群的心理反应分析及干预方
案冶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袁已发表的文章探讨了灾难事件
对人们日常行为决策的影响袁 发现灾后人们更倾向于
高估小概率遥

20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0844217.html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0626576.html
http://www.fineprint.com.cn


COMMUNICATIONS

2010年 3月渊总第 170期冤

媒体关注

叶科学时报曳2010年 1月 13日院精神分裂症
高危人群的脑结构缺损研究获进展

来源院http://www.sciencenet.cn/sbhtmlnews
/2010/1/227629.html

摘要院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神经心理学
与应用认知科学实验室研究员陈楚侨和他的合

作者发现袁 精神分裂症高危人群具有脑结构缺
损袁而且表现出和精神分裂症病人类似的持续注
意缺损遥 有关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期刊上发表遥

北京青年网 2009年 11月 2 日院北京野蚁
族冶调查
来源 院http://bkb.ynet.com/article.jsp?oid=

57408615
摘要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韩布

新告诉记者袁对于 80后的一代人来说袁他们生
活的时代刚好处在社会转型期袁 一些常见的社
会矛盾比如失业率攀升尧城镇化差别等袁贯穿他
们的成长经历遥 当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令人感觉
残酷袁出现相应的消极情绪也是很正常的袁亦有
可能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遥这或许就是国家重视相关课题的主要原因遥 野除了要靠当事人的自身
调节能力外袁聚居村所在的当地政府和部门也应该主动关心这一群体的变化趋势遥 对出现心理问题的青
年袁要给予及时的辅导和治疗袁为他们寻找一个情绪诉求的表达场所遥 冶

叶中国日报曳2010年 1月 6日院5万样本揭示中
国城市劳动力人口亚健康状况

来源院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2010
-01/06/content_9275687.htm
摘要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张建新课题组新

近完成了一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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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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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活动

2010年 1月 8日上午袁中国
心理学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活动动员与部署工作

会议在中科院心理所东楼 101
室召开遥 会议由学会学习实践活
动小组组长杨玉芳主持袁学会在
京及京外的部分常务理事尧分支
机构负责人及秘书处工作人员

等参加了会议遥
首先由杨玉芳组长宣读叶关

于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开展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的指导意见曳和叶关于中国科协
所属全国学会开展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方

案曳袁 文件要求充分认识学会开
展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袁全
面把握学会开展学习实践活动

的总体要求袁把深入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活动贯彻到学会工作

的始终袁并且明确了工作目标和
参加范围尧 工作步骤和任务尧主
要措施遥 梅建副组长宣读叶邓楠
在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开展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曳袁 邓楠在讲
话中指出袁要准确把握学习实践
活动的目标要求和阶段任务曰把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

精神贯穿于学习实践活

动的始终袁 落在实处曰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袁确保全
国学会学习实践活动取

得实效遥
梅建副组长报告秘

书处已经完成的工作袁包
括参加科协学习情况尧成
立秘书处党支部和学习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遥
张侃研究员做学习

辅导和经验介绍袁强调要
对学习实践活动给予重

视袁 认真学习且注重实
际袁按科协规定完成学习
实践活动任务袁及时将情
况上网公布袁并向科协汇
报遥 针对新社会组织的学习袁主
要是提高认识尧改善条件尧促进
发展袁要在组织建设尧自身建设尧
发展会员等方面加强和完善工

作袁秘书处按常务理事制定的规
则袁推动和落实工作遥

傅小兰研究员报告叶中国心
理学会关于开展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具体工作安

排曳和叶中国心理学会关于开展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的工作方案曳袁结合学会的实际袁

做出具体要求和工作部署遥
会议对学习实践活动过程

中要落实的工作进行了商议院建
立健全秘书处的党组织袁积极发
展党员曰学会领导到部分二级机
构走访调研袁 听取意见和建议曰
提高服务会员的能力袁推出服务
会员的新举措曰提高学会秘书处
的办事能力袁搞好学会改革试点
工作袁在推动学科发展以及学会
自身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开拓创

新袁取得实效遥

中国心理学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动员与部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黄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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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会学习实践活动调研情况报告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黄端]

在落实学会学习和实践科

学发展观的活动中袁 前任理事
长张侃赴广州对学会挂靠在华

南师范大学的学校心理学专业

委员会渊分会冤进行了调研遥
在前任会长莫雷尧 现任会

长郑雪等同志的带领下袁学校心
理学分会已经推动在广东省所

有中小学设置专职的心理健康

辅导老师遥 在学会改革工作中袁
学校心理学分会已经决定从专

业委员会转成分会袁近期将按照
三会长制渊上任会长尧现任会长
和侯任会长冤 进行新的组建工
作袁并研究每位是担任一年还是
担任两年更符合分会的实际情

况和需求遥分会希望能进一步明
确分会的会员人数袁和分会能够
设立多少委员和副会长遥这需要
学会秘书处加快进行一些基础

性的工作遥学校心理学分会各位
同仁表示袁将以各种方式积极参
与学会组织的学习和实践科学

发展观的各项活动遥

学校心理学分会

法制心理学分会

一尧基本情况
根据党的十七大部署袁中央

决定袁从 2008年 9月开始袁用一
年半左右时间袁 在全党分批开
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遥 我们积极响应党的部署决
定袁 认为在当前开展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对于组织和个

人都有重大的重大现实意义和

紧迫性遥 为了提高对科学发展
观的认识袁 法制心理专业委员
会各成员认真学习党委下发的

有关文件袁 积极参加单位组织
的学习活动袁结合自身的科研尧
教学等工作袁积极学习尧贯彻尧
实践科学发展观遥

二尧党建情况
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中党

员的组织关系都在本单位袁分会
暂时没有统计党员的基本情况遥
三尧组织开展活动情况
在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活

动开展以后袁本会要求各位党员
委员认真学习基本理论袁结合本
职工作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袁积
极参加本单位组织的各种类型

的学习活动遥 鼓励非党员委员参
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遥

罗大华主任带领部分委员

到海淀寄读学校渊原海淀工读学
校冤调研袁希望大家能够在科学
发展观的指引下袁根据时代的变

化将法制心理学发扬光大袁为青
少年发展服务袁为社会服务遥
四尧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
1尧组织建设情况
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正在

换届的过程中即将组成新的一

届专业委员会遥 在新的一届分会
成立之后袁我们将完善委员和会
员中党员的基本情况袁探讨学会
党建工作的开展形式袁继续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遥

2尧自身建设情况
在本届换届过程中袁我们遵

照中国心理学会的改革精神袁首
先实现委员会的瘦身工作袁解决
人员臃肿的问题袁少部分挂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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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积极承担分会工作的委员我

们将清除遥 在新的分会组成人员
中我们还要保证人员结构合理尧
地域分布合理遥 一些年纪较大的
委员由于身体原因主动请辞袁对
于身体确实不适合参与分会工

作的老委员我们不再挽留袁 对于
身体还很健朗的资深委员袁 我们
还是请其继续留在分会中帮助我

们开展工作袁 另外还补充了部分

青年委员袁 这样实现了分会结构
上的老中青合理配置遥 地域上袁我
们尽量保证东西南北中几大区域

都有委员袁方便开展工作遥
3尧发展会员情况

目前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还

没有一个固定的会员机制袁 新委
员会成立以后袁 我们将根据中国
心理学会确定的规则发展会员遥

4尧学会改革方案落实情况

我们正在根据学会的改革方

案进行新一届专业委员会的筹备

工作袁目前已经组织了新一届专业
委员会主任的民主选举工作袁结果
已经产生袁 即将向心理学会报批遥
新一届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正在遴

选中遥 在未来袁我们将继续按照心
理学会的改革方案开展工作遥

法制心理学分会会长

马皑渊供稿冤

军事心理学分会

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和政府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野三个代
表冶重要思想为主要指导,从新
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理论思

想遥 科学发展观是对以胡总书
记的党中央一系列重要思想和

理论观点的高度概括曰 是十七
大精神的灵魂袁 其本质内容是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尧协调尧可持
续的发展观遥 在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中袁 我们结合学校
学习实践活动的主题袁在野精品
战略冶袁野阳光治校冶等精神的指
导下袁整合资源袁突出特色袁为
军服务袁推动新一轮发展袁建设
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研室遥

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根本

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表现遥
具体到工作上袁 就是要坚持以

为军服务为本袁 全心全意为部
队服务遥 我们以叶发挥专业和人
才优势努力提高我军心理服务

水平曳为题袁在野全军心理服务
工作座谈会冶 上作大会经验交
流遥 在过去的一年里袁我们奔赴
全国各地袁 为部队开展主要讲
座 24 次遥 为新疆维稳部队官
兵袁 国庆阅兵女兵方阵等为执
行多样化军事行动的部队袁如
新疆维稳部队官兵袁 国庆阅兵
女兵方阵袁提供心理援助袁保障
官兵的心理健康曰 为东海舰队
干部心理健康教育培训袁 赴 26
军为骨干讲授心理战心理战防

御袁 还为总后司令部管理局为
总后门诊部袁杭州疗养院袁陕西
武警指挥学院科室等单位讲

课曰 为了向部队培养高素质的
心理学专业人员袁 我们参与 3

期部队心理医师培训袁 心理研
究生课程班的授课 曰 为参加
2010年世博会保障的官兵进行
心理检测与选拔袁举办野2009年
军队院校招收学院心理检测冶
和野2009年全国征兵心理检测冶
一级培训班袁组织袁调研并指导
二级培训遥为推动心理学教研室
进一步发展袁联合我们统计学教
研室尧空军招飞局申报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袁 以 12/22名列分组
第一袁但因未超过 2/3票而落选袁
但在我军是第一次尝试遥

科学发展观并不遥远袁你
我身边的小事均能体现遥 科学
发展观也不空泛袁更不深奥袁它
可以指导我们工作生活中的方

方面面遥 但是要践行科学发展
观袁 真正做到时时事事都以它
为行动指南却并不简单遥 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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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基本情况
2009年 12月底袁部分中国心

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分

会组织分会委员袁 在南京举行了
野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冶
的活动遥 会上袁大家深入领会了胡
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

阐述的野科学发展观冶精神袁认为
野科学发展观冶更加突出了野科学冶
地进行野发展冶的重要性袁回答了什
么是科学发展尧 为什么要科学发
展以及怎样科学发展等重大问

题遥 这一精神对促进当前理论心
理学与心理学史分会的组织建设

乃至相关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各位代表一致认为袁 在领会

野科学发展观冶精神的基础上袁最为
重要的是以科学的精神尧 态度与
方法袁 大力推进分会各项建设的
进一步发展遥 1冤配合中国心理学
会袁搞好分会的组织建设遥 厘清分

会成员的职权范围袁 保证各位成
员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曰2冤健全分
会的各项规章制度袁 促进分会各
项工作公正尧公平尧公开地开展曰3冤
发挥分会在理论与心理学史研究

方面的组织优势袁 建立品牌化的
学术平台袁 将分会建设为本研究
方向平等交流的纯粹学术性组

织遥 4冤做好理论与实践的沟通工
作袁促进理论向实践成果的转化袁
拓宽分会运行资金的来源渠道遥

二尧组织开展活动情况
各位分会委员同意袁将会议

的各项共识带回各自的单位袁尽
快组织所在单位的心理学科系

所进行野科学发展观冶的学习遥 向
各个单位通报彼此在学习与实

践过程中获得的体会尧想法及做
法袁相互促进袁以保证将会议的
各项共识落到实处遥 在一段时间
后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袁由分

会组织各位成员再次召开会议袁
相互传达各自的好的经验及所

遇到的问题袁更好地推进分会的
进一步发展遥
三尧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
会上袁 各位代表一致同意袁

要求分会积极配合中国心理学

会的改革方案袁 在组织建设尧发
展会员及发展目标等方面进行

一定的调整遥
1尧组织建设情况

在组织建设方面袁将原野中
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

学史专业委员会冶更名为野中国
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

史分会冶袁下设会长 1名袁副会长
5名袁委员 50名遥 整个分会运行
机制与中国心理学会相同遥

此外袁为了更好地推进理论
心理学与心理学史方面的研究袁
分会还在原专业委员会组织机

学会活动

科学发展观袁就要转变思想袁破
除一切与科学发展观不相符合

的观念袁用科学理念武装头脑袁
指导我们的工作遥 践行科学发
展观袁就要加强学习袁提高自身
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袁 并为部
队培养高素质的心理学专家遥
践行科学发展观袁 就要改革创
新袁与时俱进袁正确认识和把握
当前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尧新

特点袁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遥
科学发展观是对以胡总书

记的党一系列思想和理论观点

的概括曰科学发展观是精神的灵
魂袁是关于发展的本质尧目的尧内
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观点遥有
怎样的发展观袁就会有怎样的发
展道路尧 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袁
就会对实践产生重大的意义曰科
学发展观吸收和借鉴了一系列

新思想尧新观点尧新论断袁科学系
统地揭示了发展的客观规律遥

要学习理解和完整的把握

认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

科学内涵袁 用科学发展观来工
作袁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袁对科
学发展观的学习须倡导学以致

用的学风袁真正用于实践遥
军事心理学分会会长

苗丹民渊供稿冤

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心理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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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活动

构的基础上袁建立了西方心理学
史尧中国心理学史尧理论心理学
和综合研究等专业委员会袁为来
自于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者提

供了更为细化的交流平台遥
2尧发展会员情况

分会的主要目的是召集并

组织中国对理论心理学与心理

学史研究等方面感兴趣的研究

者袁为其提供健康的交流平台与
环境遥 因此袁将所有热爱这一领
域研究的学者发展成会员是分

会的重要工作之一遥 当前袁分会
会员大部分与中国心理学会会

员重叠袁 不能准确统计会员数
量遥 而且袁发展会员的途径还主

要是依靠各位委员的个人影响

力袁分会成员的主要来源还是高
校的教师与学生遥

3尧努力方向
首先袁继续拓展理论心理学

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遥 中国理论心
理学与心理学史的研究取得了

较好的成绩袁 但在研究主题方
面袁与心理学的实验或实践存在
一定的脱节袁没有充分发挥好理
论心理学的作用袁与国外理论心
理学研究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遥
今后专业委员会应大力鼓励尧支
持原创性的理论研究袁 做好中国
心理学史的研究工作袁 抢救尧发
掘尧整理尧呈现中国古代的心理学

思想袁 并试图在史学研究的基础
上进行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研究遥

其次袁 加强国际交流遥 2009
年袁分会成功承办了国际理论心理
学协会第 13届大会袁 叶浩生当选
为该协会执委遥 今后袁分会应以国
际理论心理学协会为主要平台袁拓
展与国外理论心理学界的学术交

流力度袁在介绍尧消化尧评价西方
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同时袁将中国
古代心理学思想及现代相关研

究成果推介到国外袁扩大中国理
论心理学的影响力袁向国外推广
中国悠久而独特的心理学文化遥
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分会

叶浩生渊供稿冤

在落实学会学习和实践科

学发展观的活动中袁 学习领导
小组派人赴长春对吉林省心理

学会进行了调研袁与吉林省心
理学会名誉会长车文博教授尧
吉林省心理学会会长张明教

授尧秘书长刘晓明教授袁副秘
书长路海东教授尧盖笑松教授
和缴润凯副教授一起研讨了

吉林省心理学会近期的工作

情况遥
在车文博尧张明等同志的

带领下袁吉林省心理学会组织
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袁会员总

数超过 400 人袁是目前省级学
会会员总数较大的单位之一袁
这对于推广心理学应用和普

及心理学知识具有重要的作

用遥 由于目前各地的省级心理
学会与市级心理学会之间没

有直接的管理关系袁因此很多
工作的开展存在一定困难遥 吉
林省心理学会在这方面进行

了很好的探索袁通过省心理学
会中各种应用定向的专业委

员会的建设袁充分地调动了各
市心理学骨干人员的工作积

极性袁使得工作得到了很好的

推进袁这种做法值得借鉴遥 随
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袁人民
群众对心理学的社会服务功

能的需求持续上升袁地方心理
学会是提供心理学社会服务

的排头兵袁因此地方心理学会
的发展任重而道远袁需要充分
调动有关人员的积极性袁发挥
工作中的创造性袁做好科学研
究与社会服务的工作遥 吉林省
心理学会各位同仁表示袁将以
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学会组织

的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

各项活动遥

吉林省心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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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0 年 01 月 14 日召开
的中国科协七届五次全委会开

幕式上袁揭晓并颁发了第十一届
中国青年科技奖遥 经中国心理学
会组织评选并推荐的华东师范

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郭秀

艳教授获此殊荣遥
中国青年科技奖的推荐和

评审工作主要分为单位推荐尧专
家评审尧 审核与公示几个阶段遥
单位推荐由具有推荐资格的单

位通过召开专家会议等形式推

荐本系统最优秀的青年科学家曰
专家评审采取同行评议的方式袁
由中国青年科技奖评审委员会

组织各学科评审组对候选人进

行评定袁评审专家主要由院士和
各学科知名科学家组成曰评审结
果公示后袁经中央组织部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尧中国科协有关

部门审核袁 报领
导工作委员会审

批确定遥
为选拔培养

青年科技人才袁
鼓励青年科技工

作者奋发进取袁
促进青年科技人

才健康成长袁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

于 1987 年提出设立青年科技
奖袁每两年评选一次袁每届授奖
人数不超过 100名遥 1994年更名
为中国青年科技奖袁由中央组织
部尧人事部尧中国科协共同组织
实施遥 中国青年科技奖面向全国
青年科技工作者袁为实现党中央
提出的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

前沿的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

人战略目标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
青年科技人才队伍作出了贡献袁
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肯定袁并受
到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欢迎遥
附院郭秀艳简介
郭秀艳袁女袁1970年 4月生于

黑龙江省宁安市袁2001年 7月毕
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专

业袁获得博士学位袁现任华东师范
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尧
博士生导师遥 郭秀艳为中国心理

学会普通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专

业委员会委员尧叶应用心理学曳杂志
编委袁主要研究领域为内隐学习和
错误记忆等遥 发表论文六十余篇袁
出版著作多部遥 先后主持了全国
教育科学野十五冶重点课题国家青
年基金项目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等国家级尧 省部级项目九
项遥 2003年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袁2004年入选野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冶尧上海市曙
光学者袁2006年荣获野霍英东教育
基金会第十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

奖渊教学类冤一等奖冶袁2010年获得
第十一届中国青年科技奖遥

学会活动

郭秀艳教授荣获野第十一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冶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黄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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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七届五次全委会

13日在北京召开遥 中国心理学
会前任理事长尧 中国科协委员
张侃研究员袁 中国心理学会新
任秘书长傅小兰研究员出席了

此次会议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尧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

出席会议并讲话袁 要求各级科
协团结动员全国广大科技工作

者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袁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
产力作用袁为加快实现野中国制
造冶向野中国创造冶的转变多作
贡献遥

王兆国首先代表党中央充

分肯定了 圆园园怨 年科协工作得
的成绩遥他指出袁各级科协要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

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袁
切实把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

热情和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调

动激发出来袁 为战胜国际金融

危机冲击尧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

撑遥 要引导科技工作者紧紧围
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尧 培育战
略性新兴产业这个关键环节袁
着力在物质科学尧生命科学尧信
息技术尧纳米技术尧清洁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等前沿科技及交叉

学科奋力攻关袁 研发推广节能
技术尧 环保技术尧 低碳能源技
术袁推进绿色经济尧循环经济尧
低碳经济发展遥 要通过院士专
家工作站等形式袁 积极引导创
新要素尧智力资源向企业和野三
农冶聚集袁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袁夯实野三农冶发展基础遥要努
力打造跨学科尧国际化尧综合性
学术交流平台袁 培育一批针对
性强尧特色鲜明的专题论坛袁使
学术研讨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

源头活水遥 要大力开展各种形
式的主题科普活动袁 探索建立
社会科普资源集成共享机制袁

扎实推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工

作遥 特别是要围绕服务科学决
策袁打造一批有特色尧有影响的
科协决策咨询品牌袁 积极推动
国家科技思想库建设袁 为社会
进步提供启迪袁 为治国理政提
供良策遥

王兆国强调袁 科协工作是
党的群众工作和国家科技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各级党委政
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科协

工作的领导袁 为科协开展工作
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遥 各级科
协要以改革精神加强自身建

设袁 不断提高为科技工作者服
务的能力和水平袁 切实把科协
办成野科技工作者之家冶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尧 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会
上作了题为野坚定信心袁开拓奋
进袁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袁
推动科学发展作出新贡献冶的
全委会工作报告遥

学会活动

中国科协七届五次全委会在北京召开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黄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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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活动

中国心理学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第二次学习活动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黄端]

2010年 2月 4日上午袁中
国心理学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第二次学习活动在

中科院心理所二层多功能厅内

VIP室召开袁 学会学习实践活
动小组副组长梅建主持会议袁
在京及京外的部分常务理事尧
分支机构负责人及秘书处工作

人员等参加了会议遥
杨玉芳组长传达了中国科

协全国学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有关文件袁
介绍科协全面启动全国学会学

习实践活动情况和在组织工作

方面的几点特色院1冤 领导高度
重视曰2冤目标明确袁重点突出曰
3冤以党建促工作袁突出强调野四
个结合冶曰4冤分片组织袁责任到
人曰5冤结合实际袁分类指导曰6冤
措施得力袁注重实效遥 当前袁学
习实践活动进入第三阶段要要要
整改落实阶段袁叶关于进一步做
好全国学习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

整改落实阶

段有关工作

的通知 曳中
强调院 要高
度重视整改

落实工作 袁
认真制定整

改 落 实 措

施曰 切实加
强 组 织 领

导袁 探索建
立学会科学

发展的长效

机制曰 注重
及时总结学

习 实 践 活

动袁 巩固和
扩大学习实践成果遥

梅建副组长汇报中国心理

学会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阶段总结袁包括基本情况尧党建
情况尧组织开展活动尧整改措施

和努力方向等遥
会议对学会开展学习实践

活动情况及阶段总结给予肯定袁
并希望按照具体尧细化的整改措
施袁继续做好有关落实工作遥

杨玉芳组长传达相关文件

学习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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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会召开 2010年新春茶话会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黄端]

学会活动

2010年 2月 4日上午袁野2010
年中国心理学会新春茶话会冶在
中科院心理所举行袁 在京和部分
京外常务理事尧 理事和学会分支
机构负责人欢聚一堂袁 喜迎新春

佳节遥 茶话会由中国心理学会常
务副秘书长梅建主持遥 中科院心
理所李安林书记代表学会挂靠单

位中科院心理所向各位来宾致以

新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袁 前任

理事长张侃研究员向大家传达了

中国科协七届五次全委会精神遥
茶话会上袁大家热烈交谈袁其

间还插入了抽奖活动袁整个会场沉
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遥

全国学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总结大会会议纪要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黄端]

中国科协全国学会深入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会

于 2010 年 2 月 25 日在中国科
协召开遥 科协主管的 187个全国
学会的秘书长尧党组织负责人和
党员代表等 200 余人参加了大
会袁参加第三批深入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活动的 108 个学会均
有代表参加袁中国心理学会常务
副秘书长梅建教授参加了会议遥
会议由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

长尧中国科协全国学会深入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

副组长沈爱民主持大会袁中国科

协副主席尧书记处书记尧党组副
书记尧中国科协全国学会深入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

组组长齐让出席了大会遥
会议分二个阶段进行遥 第一

阶段由中国抗癌协会党支部书

记张静尧中国声学学会秘书长张
春华尧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常务副
秘书长林宪东尧中国总会计师协
会常务副秘书长蒋宝恩尧中国农
业工程学会秘书长秦京光等学

会代表作了第三批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活动经验介绍遥 以上 5
个学会分别从工作涉及不同的

角度汇报和介绍了各个专业学

会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尧
经验和体会遥 这五个学会的共同
点是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活动与本会工作相结合袁树立
加强服务于本会会员的思想和

建立服务制度与服务规范为根

基袁在加深为会员服务的深度与
广度上为目标遥 他们的不同之处
是在于积极扩大与政府联系尧承
担社会职能和服务社会尧为会员
搭造学术平台尧促进学术交流和
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各有千秋遥
第二阶段由中国科协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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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活动

处书记尧党组成员尧中国科协全
国学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冯长根

同志对中国科协第三批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行了总结遥
总结报告以全国学会学习实践

活动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曰全国学
会学习实践活动的主要成效尧体
会和明确整改任务袁以及完善长
效机制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学习
实践活动成果等三个大的方面袁
从 10 个小的方面对自 2009 年
10月下旬至 2010年 2月的第三
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

行了较详细总结袁他确认通过扎
实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袁初步取得
了以下成效曰1冤既通过开展学习

实践活动袁各全国学会党员干部
努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袁把中
央的要求转变为推动科学发展

的实际行动袁 努力开拓创新袁探
索发展思路袁 制定有效措施袁各
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曰2冤通过学
习实践活动袁全国学会党组织建
设进一步加强袁全国学会自身能
力建设进一步加强袁促进学会科
学发展的外部环境进一步优化曰
3冤 各全国学会将科学发展观的
学习转化为谋划学会科学发展

的正确思路袁形成了以下四点共
识袁一是必须坚持党对学会工作
的领导袁不断加强学会党组织建
设遥 二是必须坚持以会员为本袁
不断提高服务会员的能力和水

平遥 三是必须坚持学术交流与经
济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袁
不断提高质量和实效遥 四是必须
坚持体制机制的创新袁不断加强
学会自身能力建设遥
冯长根同志最后号召袁在学

习实践活动中袁各全国学会着力
在活动载体的野实践特色冶上做
文章袁充分利用中国科协会员日
这一活动平台袁 结合学会实际袁
围绕促进学会科学发展尧弘扬科
学道德尧壮大会员队伍尧服务会
员尧服务社会等设计会员日活动
主题袁着力推动学会工作再上新
台阶袁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国科
协八大的胜利召开浴

国际组织任职及后备人员培训班在吉林长春举办
[供稿院学会秘书处 黄端]

2010年 1月 26日至 29日袁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与中科院

国际合作局共同举办的野国际组
织任职及后备人员培训班冶在吉
林省长春市召开遥 我会秘书长傅
小兰研究员作为国际心联后备

专家参与了培训遥 此外参加会议
的还包括来自外交部尧 科技部尧
中国科协尧社科院和中科院的 40
余名国际组织任职及后备人员遥

中国科协副主席尧国际科联
执委符淙斌院士袁中国科协国际
联络部部长张健生袁副部长梁英
南袁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曹

京华袁 外交部国际司处长杨晓
坤袁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参赞王启
明等 11位相关部门领导和专家
应邀作了专题报告袁分别介绍了
国际科联渊ICSU冤的现有政策和
未来发展尧 中国科协对外合作尧
国际科技组织涉外问题尧中科院
对外合作尧国际形势与对外合作
和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等

情况遥
会议围绕如何与国际组织

开展实质性项目合作袁如何发挥
国际组织中委会的协调作用袁目
前与国际组织合作存在的机制

和经费问题尧人才问题以及如何
通过国际组织充分吸收国际科

技资源等问题进行了积极讨论遥
与会人员表示袁本次培训内

容丰富袁紧密联系国际合作管理
工作的实际需求袁有很强的实用
性和针对性袁对今后的工作有很
大帮助遥 通过本次培训袁使与会
人员更好地掌握了国际形势和

相关国际合作政策曰促进了国际
组织任职及后备人员间的沟通

交流曰且对加强国际合作队伍建
设尧规范国际合作管理具有重要
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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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正红

横批院五福临门
上
联
总
春
风
春
雨
春
雪
涌
春
潮

下
联
总
新
年
新
月
新
日
展
新
貌

寅虎春联

上
联
总
牛
勤
耕
种
谷
满
仓

下
联
总
虎
威
镇
宅
福
安
康

庚寅春联
横批院三阳开泰

闲
情
雅
趣

张
嘉
棠2010

年
春
节
书

春茶味香浓
每逢春雨发茶香袁香醇气高盛久长曰

千杯万盏斗茶高袁几多诗歌颂茗汤遥

高尔夫球谜
起杆挥向前袁流星落洞天曰

海阔联广宇袁观潮胜大千遥

冬泳娱乐
清华冬泳唱欢歌袁蛙仰蝶爬赛百舸曰

寒冬腊月练三九袁老少平安乐呵呵遥

乐活谣
酸甜苦辣炼柔刚袁喜怒哀乐和中道曰

锅碗瓢盆乐口福袁乐事勤工活到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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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记事

每期记事

荫

荫

荫

荫

荫

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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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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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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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ineprin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