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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召开党员大会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进展》被评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心理所 2012 年十件大事评选揭晓

●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召开第二届心理健康学术年会

●心理所召开 2012 年度应用板块与青年创新团队战略研讨会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热线工作会议

专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管理支撑党支部举办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会

●健康与遗传心理学研究室研究生一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学习十八大精神

●健康与遗传心理学研究室研究生二支部召开十八大精神学习座谈会

新成果  新进展

●相互区分的运动物体总是更容易跟踪吗？

●心理所研究发现鼻两侧对视觉加工表现出不同的调制效应

●如何理解明天降水概率是 70%

●心理所梁竹苑、李纾的合作论文荣获首届亚太博彩与商业博彩学术研讨会

    最佳论文奖

合作与交流

●华盛顿大学 Hillary Anger Elfenbein 教授访问心理所

●台湾辅仁大学夏林清教授访问心理所

走进科学家

●百人计划学者：李纾研究员

科技救灾

●心理所在彝良民族中学举行心理健康示范校揭牌仪式

●心理所在彝良县民族中学开展系列培训

队伍建设

●李晓庆入选 2013 年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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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 5 名博士后获第 52 批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

●陈文锋获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

综合新闻

●首届“Wiley-IPCAS 中国心理科学优秀奖”在广州颁发

●微表情研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研讨会

●心理所举行第二届 EAP 项目经理培训班

●心理所图书馆开展移动阅读讲座

●公用实验室举办眼动仪技术培训

●心理所工会工作受到院工会表彰

研究生园地

●徐婷、姚林博士获 2012 年度中科院院长优秀奖

●王莉获中科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心理所饶俪琳等同学获 2012 年中科院各项冠名奖学金

●心理所陈炜等同学获“中科院大学生奖学金”

●雪中送温暖，爱心常相伴：健康与遗传心理学研究室研究生一支部活动

年终盘点

●回眸 2012 

 新闻心解

●从“末日情结”到“末日狂欢”

●接纳还是歧视？面对艾滋，你是否心口不一？

●坚持“正能量”，人生无所畏惧！

●谁说 201314 等于“爱你一生一世”？

学会活动

●第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 

●中美科学道德诚信案例研讨会召开 

●第十一届中国生理心理学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我会与中国科协正式签订学会能力提升专项项目合同书

●理论心理学与史分会与社会心理学分会联合召开 2012 学术年会 

●普通心理与实验心理分会 2012 年学术年会在武汉召开 

●伦敦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心理训练学术论坛在北京召开 

●教学工作委员会与人格心理学分会 2012 年学术年会在广西召开 

●第七届全国心理学学术期刊联席会议在河南召开

●林崇德、张侃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中国心理学会与澳门心理学会会谈 

●中国心理学会召开第十届九次常务理事会议 

●中国心理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暨省级学会理事长联席会议

    在广州召开 

●中国心理学会第十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广州召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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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1 月 19 日上午，心

理所召开党员大会组织学习贯彻

十八大会议精神，十八大代表、

所长傅小兰传达了十八大会议精

神。心理所在职职工党员、离退

休干部党员、研究生党员近 160

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

孙向红主持。 

　　会上，十八大代表、所长傅

小兰同志向全所党员传达了党的

十八大会议盛况，对十八大的重

大意义、十八大《报告》的主要

精神和未来工作部署全面进行了

宣讲。与会同志深受鼓舞，进一

步深化了对十八大重要精神的理

解和领会，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对中华

【 撰稿：党办】

心理所召开党员大会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充满必胜信心。傅小

兰指出，学习和贯彻落

实十八大精神，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研究所各级

党组织要根据党委的具

体安排，党员领导干部

要带头学习、发挥表率

作用，全面准确地把握

十八大的精神实质；紧密联系实

际，务求实效地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 

　　党委书记李安林就学习和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作出部署，

一是以党委中心组、党支部和党

员为重点，结合实际深入学习领

会 十 八 大 精

神； 二 是 以

十八大精神为

指导，认真谋

划研究所科技

创新、人才培

养、结果调整、

文化建设、党

的建设各项工

作；三是认真

落实“一二三”战略规划，努力

推进当前各项工作，不断增强研

究所综合实力，促进跨越发展目

标的实现。所党委要求，全所党

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八

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

到完成十八大提出的各项任务上

来，着力用十八大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开创

研究所各项工作新局面。 

　　党员大会上，还进行了“文

化建设年”“文化开讲”主题演

讲比赛，各党支部选派的代表，

围绕“我们的文化”这一主题，

进一步深化研究所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演讲会评出一等奖一名、

二等奖二名和三等奖三名。

傅小兰所长做报告

获奖支部代表与所领导合影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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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期刊电子出版社、

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联合，利用 CAJ-

IJCR （2012 版），首次对中国 5025 个学术期刊表

现出来的国际影响力进行了评估。以 2011 年为统计

年，根据学术期刊国际他引频次和国际他引的影响

因子由高到低排序，排在前 5% 的被评为“2012 中

国 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排在前 5%—10% 间

的被评为“2012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心理所《心理科学进展》入选为“2012 中国国际影

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心理学报》入选为“2012

中国 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并在 5% 的行列中

排在前几名，也就是实际上属于顶端 1% 的行列。

　　　我国已有二百余种SCI/SSCI收录的英文期刊，

但很多未能进入前 5% 或 10% 的行列。《心理学报》

和《心理科学进展》虽是中文期刊，但国际影响力

达到或超过了 SCI/SSCI 收录的中国英文期刊。国际

同行跨域语言障碍，对国内心理学研究进行引用，

表明心理学的中文论文引发了国际学者的关注、思

考和认同。这两个由心理所主办的期刊不仅在国内

10 个心理学期刊中名列第一，第二，它们也已经走

向国际。

　　　颁奖大会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举行。大会强调中国学术期刊是展现中国研

究实力和反映中国科学水平的窗口，中国学术期刊

和中国科研人员需再接再厉，创建中国期刊的国际

品牌。

《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进展》
被评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撰稿：学报  林文娟  邱炳武】

《心理学报》主编林文娟研究员和《心理科学进展》

主编隋南研究员领取获奖证书

获奖证书

COMMUNICATIONS
所内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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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大职工的踊跃参与下，心理所 2012 年度“十

件大事”评选结果揭晓，

具体公布如下：

　　一、心理所所长傅小兰同志当选全国“三八”

红旗手、全国妇女创先争优先进个人和党的十八大

代表。

　　二、张建新当选国际心联执委；与德国萨尔大

学的国际合作成果获德国研究基金会高度评价；承

办亚太地区灾后心理干预研讨会，主办杰出人才的

早期培养与教育国际研讨会、Symposium on Cognitive 

and Social Neuroscience 国际研讨会。

　　二、首次获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我国儿

童青少年心理疏导与心理咨询技术和示范”；参与

并承担院 A 类先导专项课题 1 项；B 类先导专项课

题 2 项。

　　四、获批 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8 项，

其中基金委国际重大合作项目 1 项；李纾研究组承

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被评为“特优”。

　　五、研究所切实落实“一二三”战略规划，进

心理所 2012 年十件大事评选结果揭晓

一步调整结构、优化科研组织模式，规范 PI 研究组制，

并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

　　六、蒋毅研究员进入首批“万人计划”青年拔

尖人才项目公示；郭建友研究员荣获 2012 年度“院

卢嘉锡青年人才奖”；李晓庆副研究员入选 2013 年

度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七、首次开展空间站心理学实验（天宫一号）

并取得重要进展。

　　八、心理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申建院重点实

验室评估，得到专家组积极评价：实验室定位准确、

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符合国家和我院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研究所的“一二三”战略规划。

　　九、2012 年获批的修缮购置专项“行为神经生

物学平台”和“动物脑功能定量分析平台”已建设

完成；2013 年申报的项目也已顺利获批，实验平台

的质量和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十、成功举办“机关文化建设‘心 ' 视角研讨会”，

开通“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咨询热线”，积极组

织开展“9.7”彝良灾后心理援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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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1 月 30 日在广东科

学中心学术交流中心召开了第二

届心理健康学术年会，会议由中

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主

办，主题为“文化传统与心理健

康”。

　　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

验室主任罗非研究员、副主任韩

布新研究员等出席会议。心理健

康重点实验室部分师生以及浙江

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西南

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中共广东

省委党校、广州市公安局警察培

训部、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广东

商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北

京盛心阳光企业咨询公司、舒馨

心理咨询工作室等单位同行共 50

余人参加了会议。

　　 特 邀 报 告 人 台 湾 大 学 心 理

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召开
第二届心理健康学术年会

【撰稿：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赵业粉】

学 系 黄 光 国 教 授 与 大 家 分 享 了

“自我的原型”的报告，印度吉

檀 大 学 Ramakrishna Rao 做 了 题

为“Indian Psychology and Mental 

Health” 的 报 告， 国 立 阳 明 大

学 谢 仁 俊 教 授 做 了 题 为“The 

Meditating Brain: Neuroimaging 

Perspective”的报告。

　　会上， Wiley 出版社高级期刊

经理胡昌杰先生还为南京师范大

学心理学院刘昌教授颁发了“2012 

Wiley-IPCAS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以表彰他

在心理学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

　　会议共接收 26 篇论文，其中

口头报告 8 篇，张贴报告 18 篇。

此外，会议有 5 篇专题报告，分

别 是 南 京 师 范 大 学 刘 昌 教 授 的

“高道德者具有高创造性：来自

合影

ERP 研究的证据”、首都师范大

学 罗 劲 教 授 的“Cre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psychological effects and 

neural correlates”、韩布新研究员

的“宗教信仰在心理健康促进与

维护的作用——东西方宗教人神

逆位的宏观心理与行为后效”、

浙江师范大学任俊教授的“怎样

使我们更快乐幸福 : 基于积极心理

学的理解”以及罗非研究员的“心

理健康与文化环境”。

　　会议还在青年学生中评选出

了 1 名优秀口头报告和 2 名优秀

张贴报告获得者，他们分别是侯

金芹、毕丹丹、杨滢晖三位同学。

　　与会代表围绕文化传统与心

理健康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探讨，

期待从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得到心

理健康研究与促进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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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1 月 20 日 至 21 日 心 理 所 在 京 召 开

2012 年度应用板块与青年创新团队战略研讨会。这

次会议是心理所自 2012 年 5 月份调整完善 PI 研究

组制以来在应用板块与青年创新团队系统召开的一

次重要会议。所务会成员、应用板块与青年创新团

队全体成员、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各职能部

门负责人等 35 人参会。

　　心理所所长傅小兰研究员在战略研讨会中指出，

全所、全社会对心理学应用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具

有强烈的需求，所务会也全力支持应用版块与青年

创新团队的工作。研讨会上所长助理刘正奎对全所

应用板块的整体布局进行了汇报，另外，中科院北

京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彭玲和副主任许红英就全

院转移转化工作的经验和政策作了专题报告。

　　各应用板块负责人汇报并研讨了 2012 年中央国

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EAR 中心、应用发

展部和灾害心理援助与创伤研究青年创新团队等的

工作，与会人员也就各自的工作情况和未来设想进

行了汇报与讨论！

　　研讨会还分组讨论了应用板块的使命定位、目

标责任及任务分工、组织结构、发展模式、绩效考

核、个人职业规划等事项， 后达成了一系列共识，

确定了一系列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此次战略研讨会为心理所应用板块与青年创新

团队未来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开启了心理所

应用板块与青年创新团队工作的新篇章！

心理所召开 2012 年度应用板块
与青年创新团队战略研讨会

【撰稿：应用发展部  吴坎坎】 

战略研讨会会场

心理所 2012 年应用板块及青年创新团队战略研讨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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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1 月 28 日， “ 中 央

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热

线第一月度工作总结协调会” 在

心理所召开。会议对“服务热线“开

通一月以来的情况进行了总结汇

报，对 2013 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

心理健康服务工作进行了研讨。中

央国家机关工委统战（群工）部部

长、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常务

副主席谈宜彦，心理所党委书记、

副所长李安林，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部、财政部和文化部的直属机关

工会主席以及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

理健康咨询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共

20 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央

国家机关工委统战（群工）部副部

长、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副主

席孔冈主持。

　　会前，谈宜彦部长等参观了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

中心的热线室和咨询室，对接听

热线的一线咨询师给予了亲切问

候，并详细询问了热线接听的设

备使用情况以及工作流程，对咨

询中心组建的硬件设施和营造的

咨询环境给予了肯定和认同。

　　在工作总结会上，李安林书

记首先致欢迎辞。他回顾并肯定了

中心前期的工作，指出该项工作的

重要影响和价值，并提到，要对未

来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给予高度重视，扎实推进每一项具

体工作。他期待中心同事把握好这

次会议的契机，认真聆听各级领导

和专家建言献策。 后，他特别强

调了心理所将对此项工作的开展

给予高度重视和极大支持。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

询中心主任史占彪对前一阶段工作

进行了总结，汇报了热线开通以来

各项制度的制定、工作流程的完善

和工作开展情况，介绍了 2013 年

工作计划草案。随后，督导专家李

明、咨询师代表史瑞萍，以及相关

部委工会主席结合过去一个月的工

作体会发了言。与会人员并对 2013

年工作计划征求意见草案进行了积

极、深入、细致的探讨。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热线
工作总结会在心理所召开

【撰稿：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 姬利敏】

　　谈宜彦部长在充分各方面发

言之后，就热线开通以来情况以

及 2013 年的工作讲了话。针对做

好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服

务工作，他强调了三点意见：一

是要继续做好总结工作。要总结

好经验，探索好规律，形成制度

和机制，完善服务。二是要切实

抓好自身建设。要把政治觉悟高、

专业水平高、个人品德高的专家

学者充实到队伍当中。咨询师要

加强业务学习，熟悉机关文化，

重视锻炼，注重实践。三是要加

强汇报、沟通。“中心”需要和

各级领导多请示、多汇报、多沟通。

    本次会议的召开，对未来中央

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谈宜彦部长讲话

心理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安林发言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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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学习和领会十八大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大部署，

根据所党委的部署，心理所管理

支撑党支部于 12 月 4 日组织召开

了十八大精神专题学习研讨会，

支部 22 位党员出席了会议。

　　首先，支部副书记陈雪峰向

大家做了《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的辅导报告。借助历次党代会召

开时的珍贵的历史图片，陈雪峰

与大家一起回顾了历次党代会召

开的历史背景、关键内容和重要

历史贡献，展示了我党走过的波

澜壮阔、光辉的历史进程；接着

她向大家阐述了十八大报告和党

章修正案的核心内容。报告内容

丰富详实，支部党员们在会前个

人自学的基础上，通过本次集中

学习，进一步深化了对十八大精

神的领会和把握。

　　在上述学习基础上，支部党

员结合工作实际，就如何贯彻落

实十八大精神、为研究所“一二三”

发展目标服务，进行了自由发言。

支部书记周智红讲到，党的十八

大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

思想，把“科技”纳入“经济建设”

当中，在“社会建设”中突出强

调“民生”，在党建中强调“反

腐倡廉”建设，这些符合时代发

展的提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我们今后的

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党员们

就十八大报告中与当前心理所的

定位和发展有关的重要内容纷纷

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和学习体会，

就如何贯彻十八大精神做好当前

本职工作也做了深刻分析。大家

表示，要将十八大精神落实到本

职工作中，就要脚踏实地，不断

探索，深入学习，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一是不断提高自己的业

务能力，业务能力是进行科研服

务的基础，自身素质过硬才能为

一线科研工作提供良好的服务；

二是搞清服务对象的需求，明确

自身工作的当前目标和长远目标，

结合研究所未来的发展和战略规

划，做好本职工作的规划和建设；

三是依靠组织和制度建设，努力

推动建立健全各职能工作相关的

制度，力求制度以人为本，并在

执行过程中做到公开透明，加强

监督机制，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支部联系人、党委书记李安

林对管理支部的学习活动给予充

分肯定，他在发言时谈了自己的

学习体会，希望党支部和广大党

员在十八大“全面提高党建的科

学化水平”的号召下，进一步加

强工作，把十八大精神融汇到日

常工作中，争当岗位“标兵”。

　　本次会议使大家进一步深化

了大家对十八大精神的理解和把

握，取得了很好的实效。

管理支撑党支部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撰稿：管理支撑党支部】

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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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根据所党委的

部署，健康与遗传心理学研究室研究生一支部于 12

月 5 日组织召开了十八大精神学习座谈会。支部 16

名党员、积极分子参加了座谈会，另有 8 名因故未能

出席的党员递交了学习体会。支部联系人、所党委副

书记孙向红出席了座谈会，与大家交流对十八大报告

学习的心得，并对支部的学习工作进行指导。

　　首先，支部书记王冬梅就十八大精神的学习要

点向大家作了简要的报告。在报告中，王冬梅向大家

简单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职权，以及

十八大召开的背景、意义、议程，并重点从“一个主

题”、“四个要点”、“十一种新提法”、“三种自

信”和“十八大报告关键词”几个方面详细解读了胡

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上作的报告，并特别指出十八大

报告中明确了“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

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这对于科研工作者既是激励更是责任的要求。通过对

十八大报告较为全面的解读，使得支部党员们联系自

学体会和生活实践，进一步深化了对十八大精神的认

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后，支部党员们联系个人学习、生活实际，对

十八大精神的认识和如何从个人出发落实十八大精神

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这一次的集中学习使得党

员们深切地感受到务实作风更加具体，更加注重政策

在实践中的落实，尤其结合新一届党的领导人在当选

之后的种种举措和表现，更体现了我党进行党风会风

改革、实现法治公平公正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大家

健康与遗传心理学研究室研究生一支部召开党员大会 
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

【撰稿：健康与遗传心理学研究室研究生一支部 张柳燕】

表示提高国民科学素养、增强科研创新能力对于弘扬

科学精神、践行科学发展观有着重要作用。作为学生，

应当从自身出发，努力提高自身素养，做实事求是的

研究，应注重科研成果的基础和原始创新价值。此外，

大家还从人文关怀、经济发展、民生建设等多个层面

开展讨论，交流了意见。

　　孙向红对支部的学习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并

指出十八大对每个人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她在发言

中强调学习十八大精神首先要搞清楚十八大的动机

来源是什么，要从纵向角度、以历史传承的方式学

习十八大精神。她鼓励大家深入了解历届党代会的

发展脉络，了解每届党代会解决了什么问题、指明

什么方向，以便更加深刻地认识和学习十八大精神。

同时，孙向红在交流学习心得时指出科研创新要借

鉴党的理论成果，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

勇于实践的理论与科研实践相结合，注重科学研究

的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同时也应当认识到，

科研的务实虽不能解决个人问题，但能够引领国家

和社会的发展，因此科研工作是务实的工作，需要

大家踏踏实实地完成，并 终为国家和社会带来前

进的力量。

　　通过集体学习，大家不仅对十八大报告的内容

有了深入地了解，在交流中也解决了诸多疑问、深

化了对十八大精神的理解和认识。大家一致认为

十八大精神需要持续不断地深入学习，尤其需要将

这种精神运用在实际的科研工作中，成为大家不断

前行的精神动力。自由讨论

支部联系人、党委副书记孙向红发言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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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庆祝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为了深入学习、

领会并贯彻十八大精神，2012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健康与遗传心理学研究室研究生二支部召开了十八

大精神学习座谈会。支部 18 名党员参加了会议，支

部联系人、所党委委员周智红出席了座谈会，与大

家共同交流了对十八大报告的学习体会。

　　周智红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五位一体”中对生态文明的重视、经济建设中对

科技创新和发展的重视、社会建设中对民生的重视，

都是体现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随后，

支部党员畅所欲言，在会前对十八大报告内容的学

习基础上，就报告中提到的“幸福”概念、“五位

一体”总布局、“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等议题陆续发表了学习心得，在交流中进一步深化

思考。

健康与遗传心理学研究室研究生二支部
召开十八大精神学习座谈会

【撰稿：健康与遗传心理学研究室研究生二支部 金翊翔】

　　在关于“幸福”的话题上，辛玖岭、李小山等

结合刚闭幕的第二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从

“幸福生活”、工作的意义及成就等角度探讨了幸

福的定义。提出幸福不仅是个人表面的吃好穿暖，

要从更高层次上完善和成就人生，为社会创造更大

价值。作为心理学的研究者和传播者，一方面要思

考“幸福”的定义，另一方面要用心理学帮助他人、

把心理学传播给更多的人，为国民幸福生活贡献自

己的力量。

　　通过学习、讨论，大家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十八

大报告既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有理论上的创新，

求真务实，以人为本。作为研究生党员，深入领会

并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将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科研工作中体现出来。

十八大精神学习座谈会现场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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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演出中，摄影师有时需要在不同的时候给

不同演员特写镜头。那么，摄像师如何快速定位某

个演员呢？根据直觉，如果所有演员衣着相同，

摄像师定位某个演员可能比较困难；如果演员衣着

各不相同，定位可能比较容易。那么，果真如此

吗？在实验室里，科学家采用多物体追踪（Multiple 

Object Tracking，MOT）的实验方法来研究类似的运

动物体追踪问题。目标身份的独特性对多物体追踪

任务绩效是利还是弊呢？以往研究发现了目标独特

性促进追踪、阻碍追踪以及无效应等看似相互矛盾

的结果。中科院心理所傅小兰研究组在研究中首次

发现目标身份复杂度这一因素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即不同的复杂度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当目标身份较

为简单、易于加工时，目标独特性会促进追踪；而

当目标身份较为复杂、消耗更多注意资源时，目标

独特性则会阻碍追踪。研究指出，目标独特性的作

用关键在于有限的工作记忆中追踪操作与目标身份

信息加工两个过程的权衡。

　　研究包括三个实验，实验一和实验二选用阿拉

伯数字作为刺激材料，通过改变数字的长度（一位

数至四位数）来控制复杂度；实验三的刺激材料是

常用的简体中文汉字，分为简单字和复杂字。实验中，

被试需要追踪 10 个项目中的 5 个目标，并在追踪结

束后指出这 5 个目标的位置。三个实验的结果一致

表明，当所有项目外观完全相同时，追踪容量不受

复杂度的影响；而当所有项目具有各不相同的身份

时，追踪容量则随着复杂度增加而减少。此外，当

目标简单时（一位数或简单字），追踪不同目标的

绩效好于追踪相同目标的绩效；当目标较复杂时（四

位数或复杂字），追踪不同目标的绩效则差于追踪

相同目标的绩效；而当目标复杂度中等时（两位数、

三位数），两者绩效相当。

　　目标复杂时，目标独特性对追踪绩效有阻碍作

用。这表明多物体追踪任务中的身份加工在一定程

度上是强制性的，而这种强制的身份加工既有利又

有弊。一方面，目标的身份有助于人们确认追踪的

目标，找回丢失的目标；另一方面，身份加工又会

占用注意资源，使得追踪操作可用的资源减少。目

标独特性对追踪的影响正在于利与弊之间的权衡。

或许演员们各自不同的着装对摄像师追踪的影响还

取决于服装的复杂性。

　　这项研究得到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2011CB302201) 和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的支持。研究

成果已发表于 Vision Research 期刊上。　

　　

　　Liu, T., Chen, W*., Liu, C., & Fu, X. (2012). Benefits 

and costs of uniqueness in multiple object tracking: The 

role of object complexity. Vision Research, 66, 31-38.

相互区分的运动物体总是更容易跟踪吗？
——物体独特性在多物体追踪中的损益效应

【撰稿：傅小兰研究组 季琭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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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实生活中，视觉和嗅觉都可以帮助人类习

得和辨认物体，同时这两种通道之间也存在相互影

响。已有的研究显示，视觉信息可以促进人们对相

应嗅觉信息的探测，嗅觉信息也能反过来调节视觉

信息的加工。但是人们对于这种跨通道交互作用发

生在大脑加工的哪个阶段还不是很清楚。中国科学

院心理研究所周雯研究员及合作者 近通过实验发

现鼻两侧对视觉加工表现出不同的调制效应，从而

证明了在大脑加工的初级阶段就已经发生了视觉和

嗅觉的跨通道整合。

　　实验一中，研究者巧妙利用了视觉系统和嗅觉

系统在初级信息加工中神经传导通路的偏侧化现象

（初级视觉信息加工为对侧传导，初级嗅觉信息加

工为同侧传导）。实验采用“双眼竞争”范式，在

被试左右眼同一视野（左 / 右）同时分别呈现两张

不同的图片，同时向被试的一侧鼻孔（左 / 右）呈

现相应的嗅觉刺激。实验结果显示，当图片与其相

应的嗅觉刺激为对侧呈现时（投射到同一侧大脑半

球），被试在双眼竞争中感知该图片的时间更长。

这种偏侧优化效应证明嗅觉对视觉信息的调控在大

脑的初级加工阶段就已发生。

　　实验二中，研究者进一步探讨嗅觉对视觉的调

制是否也作用于类别选择特异性的视觉区域（例如，

文字字形主要在左半球梭状回得到加工，对身体的

特异性表征位于右半球梭状回和纹外皮层）。实验

者在被试双眼的中央视野分别同时呈现文字和身体

图片，同时给被试一侧鼻孔（左 / 右）呈现与图片

一致或无关的气味刺激。实验结果显示，当被试右

侧鼻孔闻汗液气味时，他们在双眼竞争中感知身体

图片的时间显著增长。这种偏侧优化效应也就验证

了嗅觉对于类别特异性的视觉加工过程的影响。

　　实验三中将双眼竞争的图片替换为呈现在中央

视野的香蕉图片和文字“玫瑰”，并向被试的鼻子

一侧呈现玫瑰或香蕉气味。虽然“玫瑰”的字形和

语意的加工都偏侧化在左半球，但在这个实验中并

没有出现实验一与实验二中嗅觉对视觉调制的偏侧

优化效应，即被试左侧和右侧鼻孔闻玫瑰气味对“玫

瑰”文字主导时间的影响是相仿的。由此，实验一

与实验二中嗅觉对视觉基于解剖和功能偏侧化的优

化调节与语义加工无关，而是一种发生在大脑加工

初级阶段，基于感觉输入一致性的整合过程。

　　 该 文 章 以 已 发 表 于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Zhou W., Zhang X., Chen J., Wang L., & Chen D. (2012) 

Nostril-Specific Olfactory Modulation of Visual Perception 

in Binocular Rivalry. J Neurosci, 32 (48): 17225-17229. 

心理所研究发现鼻两侧对视觉加工
表现出不同的调制效应

【撰稿：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周雯研究组】

的错误指数。

　　 该 研 究 部 分 受 国 家 重 点 基 础 研 究 发 展 计 划

(2011CB711002)、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71071150，

31170976)、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基础前沿专项

研究 (KSCX2-EW-J-8)、北京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资助。其前期结果已在线发表于 SCI-CD 期刊《科

学通报》，并受到评审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上

述实验范式和推论逻辑，对探究风险决策心理过程

具有重要的方法学意义。该研究具有理论深度和高

度，实验设计科学、巧妙，推论严谨，结论可靠，

对澄清风险决策的真实心理过程具有重要价值。”

后续的 fMRI 研究正在进行中。

　　梁竹苑 , 徐丽娟 , 饶俪琳 , 蒋田仔 , 李纾 . (2012). 

“20% 的概率获得蛋糕”=“获得蛋糕的 20%”？

检验风险决策的期望法则假设 . 科学通报 , 57(35): 

3421-3433. doi: 10.1360/972012-691 

（下接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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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雨季节，很多人每天都会习惯于看一看天

气预报，来决定自己出门是否需要携带雨具。天气

预报中常常用“降水概率”一词来对雨雪天气这一

风险事件发生概率进行预测。那么，“明天的降水

概率是 70%”的含义是什么呢？是指明天有 70% 的

地区会下雨？还是说在历史上的这一天，70% 的日

子都下雨了？气象学家告诉我们，这两种对降水概

率的诠释都是错误的（http://www.islandnet.com/~see/

weather/whys/pop.htm）。

　　这两种诠释错在何处？假如我们把一个风险事

件（如，是否下雨）看成一个完整的蛋糕，这两种

诠释把风险事件的 终结果理解为，在这个蛋糕上

切出 70%（降水概率）的一块来。有趣的是，无独

有偶，主流风险决策理论采用了类似的思路来理解

人们如何进行风险决策。从经典的期望价值理论，

到诺贝尔奖得主 Daniel Kahneman 提出的预期理论，

风险决策主流理论以期望法则的计算为核心假设，

认为决策者需要进行“加权求和”的期望值计算过程：

即以概率（或主观概率）为权对各损益结果（或效

用）进行加权（乘法过程）并求和。由于“期望法则”

提供了一种非常简洁的方法，可以将概率和结果整

合为一个单一的“价值度量”（Starmer, 2000），它

成为经济学等领域中为人偏爱的建模工具。经济学

等许多学科都基于期望法则（乘法法则）进行风险

决策分析，甚至一些学科以这种理性决策理论为基

础（如微观经济学）。因此，检验期望法则假设成

为一个重要的基础科学问题。 

　　近期，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李纾研究员团队（李纾、

梁竹苑、饶俪琳）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蒋田仔团

队（蒋田仔，徐丽娟）合作完成了一项研究，为这

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独特的解答。

　　该项研究巧妙地、创造性地设计了一种新的实

验范式——将概率决策任务（人们的自主风险决策

过程）和比例决策任务（遵循期望法则的决策过程）

相比较，来探究人们的风险决策是否按期望法则进

行。该研究采用相同的视觉材料设计了两类任务：

将“%”看成“概率”的概率决策任务 ( 风险决策 )

和将“%”看成“比例”比例决策任务 ( 计算决策 )（见

图 1）。该研究并采用了认知心理学中经典的双分

离推论逻辑，通过比较概率决策任务和比例决策任

务的影响因素（计算能力、概率能力等）是否相同，

来推测两类决策是否包含相同的心理过程。

　　(a: 注视点 ; b, c: 获得 / 损失效价的刺激呈现 ; d, 

e: 获得 / 损失效价的比例决策任务反馈 ; f, g: 获得 /

损失效价的概率决策任务反馈 ; h: 黑屏 )

　　研究结果发现，计算难度和算术能力只影响比

例决策任务绩效 ( 其反应时更长，基于期望值选择

的比例更高 )，但不影响概率决策任务绩效。相反，

与“期望值计算”似乎无关的“概率能力”和“感

觉寻求人格”只影响概率决策任务绩效，但不影响

比例决策任务绩效。这表明，概率能力和人格对风

险决策的行为绩效起调节作用，人们在风险决策中

可能并未按照期望法则的精确计算方式做出决策。

这一结果为质疑期望法则提供了有力证据，说明期

望法则家族理论将“加权求和”结果作为人类风险

偏好的单一指数，或许是一种人为创造（上转 11 页）

如何理解“明天降水概率是 70%”?
检验风险决策的期望法则假设

【撰稿：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 梁竹苑 李纾】

图 1 概率与比例决策任务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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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1 月 5-8 日， 首 届

亚太博彩与商业博彩学术研讨会

（First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Gambling and Commercial Gaming 

Research） 在 澳 门 理 工 学 院 博

彩 教 学 暨 研 究 中 心 举 行。 中 国

科 学 院 心 理 研 究 所 行 为 科 学 重

点 实 验 室 梁 竹 苑 助 理 研 究 员、

李 纾 研 究 员 在 会 议 上 做 了 题 为

“Not all gamblers are created equal: 

Which game to play depends on the 

personality trait”的报告，并获得

了首届亚太博彩与商业博彩学术

研 讨 会 佳 论 文 奖（conference 

best papers）。 该 奖 于 11 月 7 日

在澳门颁发，包括获奖证书和现

金奖励。

　　梁竹苑、李纾及其研

究团队在行为决策与博彩

研究领域进行了系列研

究，已先后在博彩领域的

顶 级 学 术 期 刊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y 以 及 国、

内外相关领域期刊发表了

多篇研究论文。

　　本次获奖论文，是梁

竹苑、李纾和合作者继续

围绕博彩的领域特异性这一问题，

采 用 潜 在 类 别 分 析（latent class 

analysis）的方法，探索了澳门居

民对不同赌博种类的风险偏好以

及人格特质对其的影响。研究发

现，人们对不同种类赌博的偏好

可以分为四类：随机型赌博、竞

争型赌博、技巧型赌博和娱乐型

赌博。更重要的是，并非所有的

人格特质均可以一致性地预测人

们对这四类赌博游戏的偏好。其

中，只有攻击性特质可以预测人

们对所有类型赌博游戏的偏好，

冲动性特质可预测竞争型和技巧

型赌博的偏好，而感觉寻求和神

经质特质仅能分别预测人们对技

巧型和竞争型赌博的偏好。该研

究说明人们对特定赌博游戏的偏

好与其人格特质相关，并可对博

彩行业发展及病态赌博的干预等

心理所梁竹苑、李纾的合作论文荣获首届
亚太博彩与商业博彩学术研讨会最佳论文奖

【撰稿：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 梁竹苑 李纾】

图 1  澳门理工学院副院长殷磊（Yin Lei）

颁发 APCG2012 最佳论文奖并与获奖者合影

提供理论依据。

　　 亚 太 博 彩 与 商 业 博 彩 学 术

研 讨 会 是 由 亚 太 博 彩 研 究 学

会（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Gambling Studies）组办的博彩研

究领域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本

次 会 议 共 有 来 自 十 余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研 究 者 参 会， 提 交 并 报

告 了 涉 及 博 彩 研 究 多 学 科 多 领

域 的 66 篇 论 文， 如 问 题 赌 博、

负 责 任 赌 博、 博 彩 业 监 管 与 公

共 政 策、 不 确 定 决 策 等。 会 议

通 过 专 家 盲 审 的 方 式， 从 参 会

论文中评选出 5 篇 佳论文奖。

获 奖 者 分 别 来 自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及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图 2 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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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交流

　　2012 年 10 月 31 日 下 午， 华 盛 顿 大 学 圣 路 易

斯 分 校 Hillary A.Elfenbein 教 授 访 问 心 理 所， 在 和

谐楼一层报告厅做了题为“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Negotiation Performance”的报告。报告由张侃研究员

主持，心理所部分师生参加了交流活动。

　　H.Elfenbein 毕 业 于 哈 佛 大 学， 现 任 教 于 华

盛 顿 大 学 圣 路 易 斯 分 校 奥 林 学 院（Olin School of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她 主 要 的 研 究

领域为工作场所中的情绪问题，特别研究情绪智力

和情绪的文化差异对全球背景下的工作的影响。

同时她也从社会心理学和个体差异的角度对谈判

工作做了大量研究。相关论文发表于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th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th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和 Psychological Science 等期刊。

　　在报告中，Elfenbein 教授介绍了她自己关于个体

差异对谈判表现的影响的相关研究。长期以来，对

个体差异对谈判表现是否存在影响的研究结果有较大

争议。Elfenbein 教授及其团队从新的视角，采用较以

往更为完善的研究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他们将研究目标锁定在一些有效的谈判行为上，发现

谈判人员的人格特点等个体差异会通过影响其谈判行

为、而对谈判表现和结果产生间接影响。报告结束

后，与会师生与她进行了深入交流。张侃研究员向

H.?Elfenbein 教授赠送了纪念品，以表达对她的感谢，

并期待双方今后保持学术交流并开展深入合作。

华盛顿大学 Hillary A.Elfenbein 教授访问心理所
【撰稿：社会心理行为调查中心  郭菲 】

　　2012 年 11 月 22 日下午，台湾辅仁大学夏林清

教授应心理所继续教育学院北京心理学函授学院邀

请前来心理所进行学术交流。夏教授在和谐楼一层

报告厅做了题为“走出一条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解

殖之路”的报告。报告会由张建新副所长主持，心

理所部分师生及受邀的北京中、小学教师们参加了

交流活动。

　　夏林清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台湾辅仁大

学心理学系主任，台湾行动研究学会创会理事长。

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及心理学院、人民大学社

会学系等建立了广泛的学术合作，是北师大与台湾

行动研究学会多年共同主办的“海峡两岸行动研究

研讨会”的发起人之一。

　　讲座中，夏林清教授以知识的去殖民化为理论

视角，以辅仁大学心理系的实践探索为个案，探讨

如何运用行动研究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及

辅仁大学心理系的课程结构设置与学生培养的变革。

在讨论中还介绍了行动研究在家庭和谐和中小学教

师心理健康方面的应用。

　　学术交流结束后，张建新副所长代表心理所向

夏林清教授赠送了纪念品以表谢意，并期待双方今

后开展深入合作。

台湾辅仁大学夏林清教授访问心理所

【撰稿：继续教育中心 曹慧】

张建新副所长代表心理所向夏林清教授赠送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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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科学家

　　 李 纾， 男，1956

年 生， 研 究 员， 博 士

生导师，于 1994 年在

澳 大 利 亚 新 南 威 尔 士

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心理学院

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位委员会副

主席，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学位委员会主席，中

国科学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百人计划入选者，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第十届）理事、中国

心理学会（第十届）社会心理学分会副理事长，北

京市心理学（第九届）会常务理事、心理科学协会

（APS）、美国科学发展协会（AAAS）、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Academy of Management 及南洋

学会会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注册心理学家，

澳门科技大学行政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研究员，亚太博彩研究

学会学术委员会会员，《心理科学进展》副主编，《心

理学报》、The Open Ethics Journal 编委，PLoS ONE

等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审稿专家。

　　他的研究工作涉及风险决策，跨期选择等行为

决策主要领域，并已取得了创新性的成果。他所带

领的行为决策研究团队借助大规模人群调查、情景

模拟、实验室实验、眼动记录法、脑成像等技术系

统探讨不确定环境下决策的行为和神经机制，为回

答“风险决策是否遵循补偿性原则”这一问题提供

行为和神经水平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其中，

具有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一，是突破传统决策模型，

发展了在确定、不确定及风险状态下的行为抉择模

记中国科学院

                           学者李纾研究员

“百人计划”

 【撰稿：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 李纾研究组】

型，该模型及随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对决策行为

提 出 了“ 齐 当 别”(Equate-to-differentiate theory: A 

coherent bi-choice model across certainty, uncertainty 

and risk) 的抉择见解。另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发现人

们在面临非常规突发性事件时，无论是空间还是时

间维度上，越接近高风险地点，民众的心理越平

静。此种现象背后的效应被称为“心理台风眼”效

应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 ，其相应的

研究结果在 PLoS ONE 期刊上连续发表了学术论文 2

篇。英国《自然》杂志高级编辑 Noah Gray、Lancet（柳

叶刀）、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英 国 心 理 学 家 协 会 会 刊 The Psychologist 等 多 家 杂

志，及 Nature 高级编辑分别报道或评述了“心理台

风眼”效应的发现，认为该研究“对于政策制定者

在决定如何更好地对抗公共健康风险时很重要”，

“甚至可以协助人们预测事件发生不久后关键时期

内公众的反应。”生物谷（BIOONNEWS）将其评点

为“2010 年度国内生命科学领域高水平文章荟萃”。

截至 2011 年 11 月，在 Google 中搜索中文关键词“心

理台风眼”能找到约 75,700 条结果；搜索英文关键

词“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能找到约 16,700 条结果。

　　 李 纾 团 队 学 术 成 果 颇 丰， 已 在 PLoS ONE,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等 50 余种期刊发表行为决策相关的

学术论文 100 余篇。他本人获得了 2008、2010 年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BHP Billiton 导师科研奖，2011 年

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奖，2012 年中国科

学院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研究团队被评为心理研

究所 2009 年度“创新团队”奖 , 他所培养的研究生

历年来多次获得各类奖学金及荣誉称号；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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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SFC：70671099）

在结题后评估中被评为“特优”。

　　研究团队代表性工作如下：

　　1. 非补偿性决策模型——“齐当别”决策理论

模型的建立及多方面的验证

　　“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

是富有前景和重要意义的科学难题，从适应性行为

的观点来看，主流决策模型（包括 Prospect Theory）

所假定的补偿性风险决策过程是一个错误的共识，

因此强调生态理性的研究将纠正这个似是而非的前

提假设。李纾研究员的主要工作是发展了一个在确

定、不确定及风险状态下的行为抉择模型。这一决

策模型有别于传统的计算“ 大或 小期望值”模

型，它假定：左右人类风险决策行为的机制不是

大限度地追求某种形式的期望（expectation）值，而

是在某种形式上辨察选择对象之间是否存在优势性

（dominance）关系。由此他提出了“齐当别”决策

模型，指出人们决策的时候是在某种形式上辨察选

择对象之间是否存在起绝对性优势作用的维度，然

后将“弱优势”或差异不明显的维度“齐同”掉，

只比较具有“强优势”或差异较大的维度，从而做

出选择。他的假设得到了行为、眼动、ERP 和 fMRI

等多方面实验数据的验证。

　　2. “心理台风眼”效应的提出

　　李纾研究员发现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

中，随着灾情严重程度的增加，居民对健康和安全

的担忧反而随之降低的现象，他将该发现命名为“心

理台风眼”（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效应：越接

近高风险地点，心理越平静。这一效应的发现为“人

们面临不确定时如何应对风险”这一问题提供了有

价值的新观点。随后进行一系列补充完善了相关理

论，表明除了在空间维度上存在此效应，心理台风

眼效应还在“人际关系”和“时间维度”上存在不

同的变式：a. 与财产遭受损失的受灾人的亲缘关系越

接近，居民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反而越低；与生命

健康遭受伤害的受灾人的亲缘关系越接近，居民对

健康和安全的担忧反而越低。项目组成员将这两个

变式称为“关系”版的“心理台风眼”效应。b. 其

对灾区学生学业成就的担心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

逝（从震后 1 个月、6 个月到 12 个月）而降低，反

而呈增长趋势，表现出“时间”维度上的心理台风

眼效应。

　　上述研究成果对认识突发公共事件公众的心理

特征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为人类适应性决策的研

究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探索我国民众应对灾

难事件的心理与行为的变化特征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3. 突发公共事件后中国民众的后继风险决策和

跨期选择特性研究

　　突发公共事件具有小概率高风险的特征，多伴

有较重的次生危害。该类事件不仅对民众即刻的心

理行为产生巨大冲击，且在其后较长时期内会持续

影响民众后继的风险决策，从而对全社会产生深远

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突

发公共事件已成为我国公共管理中必须面对的课题。

李纾研究团队研究了我国近年多次重大突发公共事

件对民众风险决策的影响及其变化特征，如 2008 年

中国南方雪灾、手足口病疫情和汶川地震等事件，

取得了重要的发现和突破性进展：

　　(1) 通过损失与获得并存的研究范式，修正了前

人关于突发公共事件对人们风险态度影响的错误认

识。发现在灾难等事件后，人们并非稳定地表现出

更加高估小概率的倾向：人们在面临损失时，的确

更加风险规避，但在面临获得时，却更加风险寻求。

这为研究“小概率高风险事件”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提供了新视角。

　　(2) 发现灾难事件后，个体在弱势情况下表现出

更多亲社会行为的现象。并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

提出了弱势会导致亲社会行为的假说：在面对自然

图 1：面对灾害的心理台风眼效应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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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时，一个独立的个体是弱小且无助的，而个

体间的互相帮助、合作则大大增加了个体生存的概

率。该研究发现为亲社会行为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

视角。

　　(3) 发现发生小概率高风险的事件，会降低人们

的过分自信水平。为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中“理性”

本质之争提供了新证据，表明重大社会事件与自然

灾难可能起到纠正“过分自信偏差”的作用。

　　(4) 发现灾难事件后，人们的时间折扣效应更强：

更倾向于索要“现在的获得”，更倾向于承受“以

后的损失”。这为理解人类如何适应性地做出跨期

选择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5) 通过获益和损失对称设计的实验范式，首次

发现外侧额叶和后顶叶区域在折扣未来获益和损失

都有激活，但在折扣未来损失时激活更强。该研究

成果对认识跨期选择的神经机制有重要意义。

　　4. 博彩及其他日常风险决策行为的预测和特征

探索

　　作为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风险决策行为之一，

博彩行为所涉及的心理健康问题众多，值得重视。

李纾研究员针对博彩行为的心理特征认知过程，心

理特征，博彩进行中的心理及环境影响因素，进行

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了丰富而具有突破性的成果，

这些研究全面考察了博彩行为心理特征，深入探讨

了博彩决策中，风险知觉、对博彩行为的信念、对

博彩结果的预期等影响人们参加博彩的意愿和行为，

并创新性地区分了这些因素对不同种类的博彩游戏

行为的不同影响及其机制。这一系列研究不仅在国

内外博彩研究领域引起学界的关注，也在公众媒体

上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这些研究不仅对博彩行为

进行了心理学的解释，同时也为探索博彩失调，从

而预防和治疗博彩失调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5. 领导参与我国首次空间站心理学实验

　　李纾研究员组织并参与我国首次在空间站进行的

心理学实验。在太空环境中，人类所做的决策中极可能

包含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风险与时间。以航天员进行“交

互对接”的决策为例，这一决策的风险非常高：失误

的后果轻则可能是撞毁交互对接装置，重则可能是“船

毁人亡”；航天员的决策必须考虑时间因素：每次对接

只有 10 分钟，航天员需要对操作的耗时与精度进行合

理的权衡。李纾研究团队主要采用了形式有趣的经典风

险任务和跨期选择任务范式，考察了在太空环境中人类

进行风险决策和跨期决策的主要特征，由此展开的一系

列研究结果不仅可为“失重条件下人类的认知功能是否

发生改变”这一重要问题提供基础性证据，也可为进一

步了解航天条件下人类的认知规律奠定基础。

图 2：不同受灾情况个体在不同时间表现出的
亲社会行为程度

图 3：不同受灾条件下个体对不同事件的过分自信程度

图 4： 受灾和非受灾人群在跨期选择中选择
“较近”但“较小”收益 / 损失选项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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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1 月 30 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

增爱公益基金会和世界宣明会的支持下会同昭通市

教育局、共青团彝良县委、彝良县教育局在彝良民

族中学举行了心理健康教育示范校揭牌仪式，心理

所所长助理刘正奎、昭通市教育局副局长王静波、

共青团彝良县委副书记陈巍、马博，彝良县教育局

副局长袁光贤，彝良民族中学校长宋盛友及民族中

学全体师生参加了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为今后彝良地震灾区心理健康工作的

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心理健康教育示范校是以平

复师生灾后心理创伤、预防可能发生的心理问题以

及促进师生心理健康为目标，通过定期的培训心理

健康骨干教师，逐渐培养起当地心理健康服务团队，

推动当地学校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并以此辐射周

边群体，促进全民身心健康。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示

范校的建立与发展，各级领导都表示了予以支持，

心理所在彝良民族中学举行
心理健康教育示范校揭牌仪式

【撰稿：心理援助彝良工作站 唐山 陶晓阳】

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和展望。

　　随后，参加揭牌仪式的各单位领导们共同参观

了灾后心理健康辅导室，并就心理健康今后工作的

开展进行了交流。

揭牌仪式大会

参观咨询室并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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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彝良民族中学心理健康教育示范校成立后，

中科院心理所在彝良县民族中学开展了系列灾后心

理调试和骨干教师的培训活动。在彝良县民族中学

引起了强烈反响、取得了良好效果。

　　2012 年 11 月 30 日，中科院心理所王思睿博士

在彝良县民族中学开展“心理调试与压力平衡”的

讲座，全校 80 余名教师参加。王思睿首先对压力产

生原理及应对压力的形态进行了讲解，随后结合教

师群体的特性，介绍了具体的减压方法。讲座过程

轻松愉悦，参加培训的教师们积极参与讨论，不时

传来阵阵欢笑声。这次讲座使教师们对压力有了新

的认识，掌握了积极应对压力的一些方法，为日后

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2 年 12 月 3 日，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王文忠

受邀在彝良县民族中学开展“我们在哪里”的主题

培训，参加此次培训的主要是由学校领导、中层领

导和班主任老师及年轻教师组成的心理骨干教师队

伍共计 30 余人。培训主题是关于人的认识对自我的

影响作用，结合中学教学过程中的实例请大家感受

教师与学生互动的合适方式有哪些，鼓励教师要多

观察自己，从不同角度去处理问题。培训结束后，

与校领导进行了座谈，一起探讨自我认识对管理工

作的影响。通过培训，大家明白了不同的认识对自

我会带来不同的影响，应该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

题，多进行自我观察，不断提高自己心理活动的自

主性和灵活性。

心理所在彝良县民族中学开展系列培训活动
【撰稿：心理援助彝良工作站 唐山 陶晓阳】

王思睿博士与参训老师互动

王文忠老师的培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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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个人申请，所学术委

员会评审和推荐，院人教局

审 批， 心 理 所 李 晓 庆 入 选

2013 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创

新促进会会员。此次全院共

有 318 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入

选。

   李晓庆，女，生于 1977 年

10 月。2005 年 6 月毕业于中

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获博士学位。2005 年 7 月起

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2010 年 3

月晋升为副研究员。2005 年 3 月至 2007 年 2 月期间，

在荷兰 F.C. Donders Centre for Cognitive Neuroimaging

进行科研合作项目的研究工作。她主要从事言语

理解及其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正在主持 1 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已经完成 1 项国家自然科

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 1 项心理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在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Biological 

Psychology、Neuropsychologia 等杂志上发表 SCI 期刊

论文 9 篇，其中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为 8 篇）。

李晓庆入选 2013 年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撰稿：人教处 王成】

　　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获得不仅为所里赢得了荣誉，

更为博士后开拓更多的基础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这批 5 名博士后获得资助充分反映了心理所十分重

心理所 5名博士后获第 52 批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

【撰稿：研究生部 管吉吉】

　　根据中博基字（2012）19 号《关于公布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第五十二批面上资助获资助人员名单

的通知》，心理所此次有 5 位博士后获二等资助。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2 批面上资助共有 1945

人获得，其中一等奖有 90 人，二等奖有 1855 人获得。

一等资助金额为 8 万元，二等资助金额为 5 万元。

　　心理所 5 位博士后获奖情况如下：

视博士后的培养，博士后队伍建设为我所科研创新

发挥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姓名 项目名称 合作导师

何晓松 路径熟悉度对驾驶时实际目标检查影响的神经机制 张　侃

李胜光 疼痛易化焦虑障碍的早期干预及神经机制 罗　非

王甦菁 彩色微表情视频的张量表示及其特征抽取的研究 傅小兰

许贵芳 人情调控中国老年人积极效应的神经机制 韩布新

袁　艺 基于胜任特征评价模型的狙击手心理选拔 张　侃

20



COMMUNICATIONS

2012 年 12 月（总第 191 期） 21

队伍建设 

　　根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的通知，心理所

认知与发展心理学研究室副研究员陈文锋获第 45 批

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教育部留学回国

科研启动基金是为支持留学人员回国后开展教学、

科研工作设立的。该项资助的评审原则是“专家评审、

择优资助”。主要资助对象是在国内外取得博士学位、

在外留学一年以上、年龄在 4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和

科研人员，回国后两年内提出申请。

　　陈文锋受资助的项目名称是“多物体追踪中身

份加工的损益效应”。物体在动态时空中如何维持

连续性表征的机制是认知科学的热点问题。该项

目从研究该问题的经典实验范式和现象多物体追踪

(MOT）出发，以人们如何追踪多个相异物体为切

入点研究物体连续性表征问题，以运动物体连续性

表征中的物体识别过程为中心，具体研究内容为多

相异物体追踪中物体的身份加工对追踪的促进和损

害等现象及其作用机制，从 MOT 的独特角度探讨

“What”和“Where”的交互作用机制。相关研究成

果有助于揭示动态时空中的物体连续性和视觉注意

机制，深入理解物体连续性表征问题，并可用于计

算机视觉和飞行员、驾驶员的选拔与培训等应用领

域。

　　陈文锋在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下于 2009 年留学英

国 Hull 大学，2010 年结束回国，继续在心理所傅小

兰研究员课题组从事视觉认知研究。他曾获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英科学家网络新基金项目、

中国科技部“973”重大项目 3 级课题、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等经费资助。

陈文锋获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
【撰稿：人教处 王成】

授，中国政法大学杨波教授、姜振宇博士，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中国政法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江西中医学院等科研院校的师生，

以及来自公安司法部门的一线工作人员，近百人参

加了此次研讨会。

　　会上，傅小兰总结和回顾了微表情研究的进展，

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姜振宇报告了心

理应激微反应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研究；杨波报告

了暴力犯罪的相关研究；宋胜尊报告了司法实践中

的谎言识别研究；王甦菁、陈文锋、申寻兵、赵科

和颜文靖分别报告了傅小兰研究组执行的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信息科学部面上项目“面向自动谎言识

别的微表情表达研究”在自动微表情识别、面孔识

别和微表情识别及其脑机制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研讨会加深了与会者对微表情研究及其成果应

用前景的认识和了解，为加强各研究单位间的合作，

促进微表情研究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发展奠定了

良好基础。

（下接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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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立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共同发起

的“Wiley-IPCAS 中国心理科学优秀奖”每年评选一

次，评选对象包括该年度在《心理学报》、《PsyCh 

Journal》期刊上发表的原创性强、对本领域发展有

重要贡献的华人心理学家或在中国工作的心理学家。

获奖者可获得 5000 美元奖金，并可被推荐到国家级

心理学会议上做特约报告。

　　首届优秀奖近日揭晓，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

院刘昌教授获得 2012 年度的奖励。颁奖仪式 2012

年 11 月 30 日在广州科学中心举行，并由《PsyCh 

Journal》期刊主编之一张侃研究员在第 15 届全国心

理学大会闭幕式上进行了宣布。 

　　刘昌教授及其团队利用古老的汉字谜语，借助

脑电研究技术对顿悟的时间进程和半球效应方面对

顿悟的脑机制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首次排除了以

往研究中记忆成分对顿悟脑机制的影响，揭示了人

类大脑右半球在顿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受到评委

的普遍认可。

　　关于该奖项的设立，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傅小兰

说到：“该奖项将鼓励中国心理学家做出更多高水平、

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并促进中国心理学期刊质量的

总体发展。对于中国的心理学研究界而言，这一新

的年度奖项是展示中国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机会。”

　　优秀奖的联合授予机构威立公司副总裁兼社会

科学与人文科学出版部董事总经理 Philip Carpenter

先生则表示，他对中国心理学的快速发展印象深刻，

对与心理所的未来合作充满信心。他说到：“我们

很自豪能够帮助中国开创性心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成

就，我们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合作强调了我

们致力于将中国研究成果呈现给国际读者的承诺。”

首届“Wiley-IPCAS 中国心理科学优秀奖”
在广州颁发

【撰稿：PsyCh Journal 期刊编辑部 王日出】

　　2012 年 12 月 22 日，“微表情研究在司法实践

中的应用研讨会”在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召开。中国

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傅小兰研究员，中央司法警

官学院副院长章恩友教授、宋胜尊教（上转 21 页）

“微表情研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研讨会召开
【撰稿：傅小兰研究组 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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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员 工 支 持

计划）作为企业为员工提供的一项长期、系统的支

持机制和精神福利项目，通过对员工和组织状态的

评估分析，提供专业指导建议、培训和咨询，帮助

员工及其家庭成员解决心理和行为问题，帮助组织

改善环境、氛围和管理机制，从而提升个人幸福感

和组织绩效。心理所心理健康促进中心（EAP 中心）

作为国际 EAP 协会（EAPA）中国分会的合作机构，

近些年不断推动着中国 EAP 规范化的发展，并承担

起提供标准的行业 EAP 服务的责任。

　　2012 年 11 月 12—16 日，由心理健康促进中心

主办的“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第二届 EAP 项目经理培

训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二位学员参加了培训，

其中包括了国内 EAP 服务机构负责人、心理咨询机

构负责人、文化公司负责人、企业 HR 经理、国企

相关部门负责人、科研机构相关领域负责人等。在

开幕式上，心理健康促进中心主任史占彪做了讲话，

明确了培训目标是整合出一个有志于从事 EAP 事业

的精英团队，打造规范优秀的 EAP 联盟，帮助从业

人员成长，共创 EAP 事业在中国的美好未来。

　　培训邀请到了国际 EAP 协会中国区督导、国内

资深 EAP 公司创始人、资深的 EAP 督导、顾问和项

目经理，各位专家们通过大量生动翔实的案例，有

针对性地组织了现场小组演练和模拟活动等形式，

对 EAP 的核心理念和技术、标准化服务系统、客户

需求分析、方案设计评估、市场推广及商务谈判、

项目运营管理等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剖析、讨论和

演练。随后，培训安排了座谈会，请专家与学员进

行细致深入的讨论，并对学员们从理论 - 技术 - 实

际操作提供系统深入的培训。

　　培训结束后，学员们反馈都非常好，认为通过

培训明确了 EAP 项目运营体系，夯实了 EAP 项目经

理的运营管理理论基础、提升了 EAP 项目经理实际

操作技能，并且与中科院心理所建立了初步的 EAP

项目合作关系，来之前内心忐忑，来之后感觉物超

所值、大有收获。

　　心理所 EAP 项目经理班将作为心理健康促进中

心的专题培训班之一，每年两期滚动举行。旨在依

托于心理所的平台和研究积累，借鉴国际 EAP 协会

的标准和经验，为中国 EAP 事业的普及发展培养更

多的运营管理人员，共同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为

企事业单位提供标准、实效的 EAP 服务。

心理所举行第二届 EAP 项目经理培训班
【撰稿：心理健康促进中心 卢敏】

中科院心理所第二届 EAP 项目经理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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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数字图书馆的升级形态，“泛在图书馆”

将成为未来图书馆发展的一种新态势，其基本依托

之一就是智能移动设备，如手机、平板电脑和电纸

书设备等。由于智能移动设备具有快捷、方便、移

动性强、便于随身携带和良好的阅读体验等诸多优

点，人们借助此类设备进行阅读越来越成为主流趋

势。与此同时，擅于抓住商机的众多软件开放商和

内容出版商设计了不计其数的软件来支持读者的移

动阅读活动。

　　为了顺应这种趋势，帮助大家了解移动阅读的

具体过程，心理所图书馆有针对性地开设了移动阅

读服务的系列讲座。11 月 7 号，第二次培训的主题

是“智能移动阅读服务——如何在 iPad 等移动终端

使用数据库”，主讲人为心理所图书馆馆员卫垌圻。

心理所图书馆开展移动阅读系列讲座
【撰稿：图书馆 卫垌圻】

　　卫老师在讲座中以 iPad 和 iPhone 为例，讲解了

基于移动操作系统的三方面应用：文献检索、文献整

理和组织以及文献阅读。文献检索部分，主要介绍

了 ScienceDirect、EBSCO、Springer、Taylor & Francis、

PNAS 等数据库商开发的文献检索工具。文献整理

和组织部分则重点介绍了优秀的个人知识管理软件

Evernote 和 Clearly， 还 有 文 献 管 理 软 件 Mendeley。

GoodReader 作为在 iOS 系统上 有影响力的 PDF 阅读

软件，在文献阅读部分对其做了详细介绍。

　　整个讲座内容紧凑详明，生动通俗，给听众提供

了很多在 iPhone 或 iPad 上进行文献查阅和管理的小

知识和小技巧。到场听众有心理所研究人员、学生和

所外相关领域人员。心理所图书馆还会继续关注快速

发展的阅读形态的新变化，将培训工作做得更好。

　　2012 年 10 月 25 日， 心 理 所 公 用 实 验 室 举 办

Eyelink 1000 眼动仪技术培训。本次培训为期一天，

共有所内外 60 余名教师和研究生参加。

　　EyeLink 1000 眼动仪集高分辨照相技术、先进

影像加工算法以及符合工效学的实验界面于一体，

在心理学相关领域如阅读、物体识别、视觉注意等

方向具有广泛的应用。如何使用 EyeLink 1000 眼动

仪自带的 Experiment Builder 软件和 Data Viewer 数据

分析软件来编辑实验刺激程序以及处理实验数据，

是 Eyelink 1000 使用者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培训主讲者为 Eyelink 1000 眼动仪的资深工程

师秦楷，他首先为学员讲解了 Eyelink 1000 眼动仪

的组成及工作原理、不同实验条件下的硬件配置及

参数设置等基础知识，再通过现场演示和实际操作，

一步步带领学员使用 Experiment Builder 软件编辑实

验程序，并用 Data Viewe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培训中，学员就自己关心的问题与秦楷进行了

交流与沟通，一些在研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得到了解决。此次培训得到参与者的一致好评，取

得了预定的效果。

公用实验室举办眼动仪技术培训
【撰稿：公用实验室 黄景新】

COMMUNICATIONS

24

综合新闻



2012 年 12 月（总第 191 期）25

　　2012 年 12 月 20 日至 21 日，中国科学院工会第

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这次大会对

在工会各项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

了表彰。我所社会与工程心理学研究室分工会获得

院京区“先进分工会”荣誉称号，所工会常务副主

席杨晓燕获得院京区“优秀工会干部”荣誉称号。

　　社会与工程心理学研究室分工会，本着“加强

组织的凝聚力、愉悦身心”的目的，在室主任和所

工会的带领下，积极开展有益于科研人员身心健康

的各种活动，在活动中充分展现了我分工会团结与

合作的精神风貌。2011 年，荣获心理所“优秀工会

小组”荣誉称号。

　　杨晓燕在院工会和所党委、所务会领导下，在

全所职工大力支持帮助下，认真工作，热心为大家

服务，不计较个人得失，虚心向前辈们请教，不断

向同行取经，与工会委员和小组长们有序地开展各

项工作。为心理所的稳定和发展发挥出辅助性积极

作用。

心理所工会工作受到院工会表彰
【撰稿：工会 】

　　除庄媛、杨春亮外，其余 5 人目前是心理所硕

士一年级新生。

　　该奖学金此次面向全国各高等学校科研实践能

力强的优秀本科生，规模 1000 名，每人奖金 1000 元。

   “中科院大学生奖学金”提出“科教结合，协同育人”

的口号。该奖学金结合大学生科研实践计划、大学

生暑期学校、大学生夏令营以及联合培养大学生等

计划，奖励在各项科研实习或学术交流活动中，表

现突出，综合能力强，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大学生，

以进一步鼓励大学生参与科研实践，激发科研兴趣，

提升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目的是促进科研与教

育深度融合，探索高校与科研院所联合培养创新创

业人才的新模式。

　　希望明年心理所能有更多同学获此奖项。

（下接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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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近日公布了 2012 年度中

国科学院院长奖、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评审结果，

全院共有 50 名同学获院长特别奖，300 名同学获院

长优秀奖。心理所徐婷、姚林同学获院长优秀奖。

　　 徐 婷 同 学 于 2008 年 入 所 学 习， 于 2010 年 转

博，2012 年提前毕业。她跟随陈楚侨研究员从事认

知神经科学方向的研究。学习期间，她一直积极努

力，踏实认真。在精神分裂症神经软体征及认知功

能相关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进展，并有部

分研究论文发表。目前已在 PLoS ONE，Behavioral 

and Brain Functions，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Schizophrenia Bulletin 等期刊上分别发表 4

篇文章。一些研究成果也在国际、国内不同的学术

会议上展示。

　　姚林同学于 2007 年入学，2009 年转博，导师为

张侃研究员和吴昌旭研究员。在学期间，他认真努力、

勤奋踏实，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电动自行车的危险性驾驶行

为分析》，发表 SCI\SSCI\EI 论文多篇。

　　中国科学院院长奖设立于 1989 年，面向全院各

研究生培养单位和中国科技大学，是对中国科学院

在学研究生的 高奖励，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激励研

究生勤奋学习，创新进取，发现和奖励优秀年轻人才，

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徐婷、姚林博士获 2012 年度中科院院长优秀奖
【撰稿：研究生部 管吉吉】

　　 根 据 中 国 科 学 院 人 事 教 育 局 科 发 人 教 字〔

2012〕150 号文件，“关于公布 2012 年度中国科学

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

教师奖评审结果的通知”中获悉，2012 年度全院共

有 99 篇论文被评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心理所王莉博士获此殊荣，她的论文题目为《局

部生物运动信息的加工特异性及其功能》。她的指

导老师蒋毅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此次共有 97 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教

师。

　　王莉于 2006 年入所学习，2008 年转博，2011

年毕业留所。在学期间，王莉曾获得多项奖励。她

曾于 2010 年获一等研究生奖学金、所长奖、博士研

究生学术新人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BHP Billiton

奖学金；2011 年获优秀毕业生奖、中科院院长优秀奖；

2012 年获强生亚洲优秀生命科技研究生论文奖（亚

洲地区共 30 人获得该奖项）、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

杰出研究生（中科院仅 4 人获得该奖项）。

     王莉博士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目前已在生物运

动知觉研究领域取得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她系统地

总结了有关生物运动加工特异性的研究工作，提出

局部生物运动信息加工特异性假说，挑战生物运动

知觉是一个单一现象的观点，相反，至少有两种不

同水平的加工在起作用，即基于整体结构信息的加

工以及基于局部运动的加工。

　　她 近的一项有关生物运动时距知觉的研究成

果已发表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权威学术期刊 PNAS

（5-yr IF: 10.591）。另一项关于局部生物运动信

息搜索不对称性的研究已经被美国心理科学协会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的顶级学术期

刊 Psychological Science（5-yr IF: 6.328）接收发表。

　　她所从事的有关局部生物运动信息加工特异性

的探索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能进一步推动对

视觉加工特异性以及生物运动加工机制的研究。

王莉博士所取得的这些研究成果均在视觉领域的

权威国际学术会议（Annual Vision Sciences Society 

Meeting 2010 - 2012）中展示，并得到同行的广泛

关注和认可。

王莉获中科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撰稿：研究生部 管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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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科院人事教育局人教字（2012）105 号文件

获悉，心理所 2012 年获中科院各项冠名奖学金的有：

　　饶俪琳获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学金     李纾研

究员获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

　　张瑞睿、赵婧获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徐婷

获地奥奖学金（二等奖）           

　　饶俪琳同学 2007 年入学，2009 年转博，导师李

纾。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了 15 篇论文。

其中 SCI/SSCI 索引 12 篇，有 8 篇属于 Q1 类，CSCD

索引 3 篇。她的科研成果大大超出博士生的平均研

究水平，成果显著。在学期间，曾多次获得 BHPB、

院长奖、宝洁奖、所长奖等多种奖项。2012 年毕业

留所后，被破格提拔为副研究员。

　　李纾研究员获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李纾研究

员担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位委员会

副主席、心理所学位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他指导的

研究生每年都获得多项院级、所级的奖项。

　　宝洁奖获得者张瑞睿同学是硕士三年级，导师

是郭建友研究员。目前以第一作者发表 CSCD、SCI

论文各一篇。她曾获“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等荣誉称号。另一位获奖者赵婧同学是博士二年级，

导师是毕鸿燕研究员。她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三篇，其中两篇在 Q1 类期刊上。

　　地奥奖学金获得者徐婷同学于 2008 年入所学

习，于 2010 年转博，2012 年提前毕业。她跟随陈

楚侨研究员从事认知神经科学方向的研究。学习期

间，一直积极努力，踏实认真。在精神分裂症神经

软体征及认知功能相关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

究进展，并有部分研究论文发表。目前已在 PLoS 

ONE，Behavioral and Brain Functions，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Schizophrenia Bulletin 等期

刊上分别发表 4 篇文章。一些研究成果也在国际、

国内不同的学术会议上展示。

　　在对以上同学表示祝贺的同时，也希望所里其

他同学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学习，勤奋钻研，珍惜

在所里的每一天。

心理所饶俪琳等同学获2012年中科院各项冠名奖学金
【撰稿：研究生部 管吉吉】

心理所陈炜等同学获“中科院大学生奖学金”
【撰稿：研究生部 管吉吉】

　　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关于印发〈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的通知》（科发人教字【2012】120 号），

2012 年“中科院大学生奖学金计划”开始启动。

　　心理所推荐的 7 名同学获“中科院大学生奖学金”。他们是：

序号 姓  名 来源学校 指导教师

1 陈  炜 西南交通大学 周雯

2 陈星洁 华中师范大学 王亚

3 王超逸 吉林大学 李勇辉

4 庄  媛 华南师范大学 周雯

5 杨春亮 武汉大学 刘勋

6 周  蕾 北京师范大学 梁竹苑

7 朱幸婷 北京大学 李会杰

（上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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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1 月 4 日心理所健康与遗传心理学研究

室研究生第一党支部组织支部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

探访了“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这次活动是

支部为响应心理所文化建设年组织的重要活动之一。

　　“太阳村”也称儿童村，是一个非政府的慈善

组织。十多年来以无偿代养、代教服刑人员的未成

年子女为己任，对无人抚养的孩子们开展特殊教育、

心理辅导、权益保护及职业培训服务，使得他们能

在一个相对安定、温馨的大家庭里健康成长。

　　考虑到孩子们的需求，我们去之前做了充分准

备，通过募捐和购买的方式，筹集了手套、袜子、

衣物等 130 多件过冬御寒的衣物和 10 箱牛奶，给孩

子们送去一些温暖。活动当天，北京突如其来的雨

雪天气使得我们的送温暖活动更加温暖了。在捐赠

物品之后，工作人员带领我们参观了“太阳村”， 

大礼堂，校舍，食堂，菜地、宿舍等孩子们平时学

习生活的地方，通过纪录片、展板，我们了解了“太

阳村”的创建、发展过程等。在与孩子们的短暂接

触中，他们的天真可爱、热情大方也深深地感染着

我们每一位党员同学。

　　随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党员同学们兵分

两路开展义务劳动，一队帮助工作人员整理、录入

资料，另一队则到厨房帮助剥玉米。大家干得热火

朝天，活动结束后仍意犹未尽。

　　在返回的路上，大家纷纷表示，虽然天气寒冷，

但奉献爱心让自己感受到帮助他人的温暖，也希望

通过自己的力量能更多地关爱“太阳村”的孩子们，

更希望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帮助孩子们在心灵上更

好的成长！这次活动不仅为孩子们送去了爱心和温

暖，对于支部全体党员也是一种激励和鼓舞。相信

在未来“太阳村”能更多地感受到我们的温暖。

雪中送温暖  爱心常相伴

——心理所健康与遗传心理学研究室研究生第一党支部

探访“太阳村”活动

【撰稿：心理所健康与遗传心理学研究室研究生第一党支部 严超】

与党旗和照片墙合影

义务劳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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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1、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带着院党组的关心与厚爱亲切看望了心理所前所长

张侃研究员。

　　2、心理所网站连续两年（2010 年、2011 年）荣获“中国政府网站优秀奖”。

　　3、由中科院心理所发起并主办，三大心理学一级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社会

心理学会）共同协办，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承办的、以“心理科学与文化建设”为主题的学

术研讨会在心理所召开。

　　4、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召开首届心理健康学术年会。

　　5、社会与工程心理学研究室召开 2011 年度学术年会。

　　6、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召开灾害心理援助与创伤研究青年创新团队年度会议，从临床心理学、

管理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不同学术领域汇报了一年来心理援助相关服务

和研究工作的进展。

　　7、心理所灾害心理援助与创伤研究青年创新团队在上海增爱基金会、世界宣明会、远东慈善基金会的

支持下，组织策划了“暖春盈江——与盈江人民共度春节”的活动。

　　8、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神经心理学与应用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王亚副研究员和黄佳助理研究员获澳大

利亚政府 Endeavour 留学基金资助。他们将先后赴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健康与医学研究所，与该校 David 

Shum 教授进行为期半年的合作研究。

　　9、心理所郭泓被评为中科院 2011 年度 ARP 系统明星用户。

二月

　　1、 春节前夕，为表达对老同志的关心，心理所领导集体或分头慰问了部分离退休老同志，祝福他们新

春吉祥、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2、心理所陈楚侨研究员喜获表彰，荣获“2009-2010 年度创新文化建设先进个人”光荣称号。

　　3、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李纾课题组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突发公共事件后中国民众的后继风

险决策》（NSFC：70671099）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组织的结题项目绩效评估会上被评为“特

优”。

　　4、“心智适应：神经与环境对学习和记忆的约束”是一项获得德国研究基金会（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 即 th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资助的中德国际合作培训项目“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aining Group”（IRTG），研究人员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所”）和

德国萨尔大学（Saarland University）心理学系及神经放射学系。IRTG 的主要目的是培养高水平的研究型博

士生，研究目标是探索人类学习和记忆加工的认知和神经机制，这一研究主题是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

的研究热点之一。2012 年 2 月 3 日，DFG 对 IRTG 第一期执行情况和第二期研究计划进行了现场评估，评

回眸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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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们高度肯定了该项目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及未来的研究计划，给出了“优秀”的评估等级。

　　5、 心理所党委认真组织了学习观看《人民的好儿女》活动。共有 165 人参加学习。随后，所党委组织

了座谈会，各支部代表共近 20 人参会，会议围绕学习观看《人民的好儿女》受到了哪些教育、向优秀党员

学习什么、怎样立足本职岗位创先争优、今后打算等交流了学习体会。

　　6、心理所党委召开扩大会，全面部署研究所党委、纪委及工青妇工作。

　　7、心理所召开 2012 年度春季战略研讨会。

　　8、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召开 2011 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

　　9、由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 ICSU）支持、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IUPsyS）主办、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承办的亚太地区灾后心

理干预研讨会在心理所召开。

　　10、心理所尝试探索与高校联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机制和模式：应南方科技大学邀请，心理所选派包括

2 名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士和 8 名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学者在内的 18 名一线科研人员自 2 月

13 日起为南方科技大学开设普通心理学课程，作为低年级学生的通修课。

三月

　　1、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一行到心理研究所调研指导工作。张亚平一行考察了工程心理学实验室、

人类嗅觉实验室、视知觉实验室、眼动跟踪实验室、ERP 实验室和虚拟现实实验室，听取了实验室负责人

对研究背景、实验原理、研究进展及预期工作目标等的情况介绍。

　　2、心理所召开 2012 年度工作会议，传达贯彻院、分院工作会议精神，并部署 2012 年研究所各项工作。

　　3、 为深入研讨如何更好地开展机关文化建设“心”视角论坛调研工作，如何在中央国家机关更好地开

展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由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承办的“机关文化建设‘心’视角座谈会”在

心理所召开。

　　4、由北京市劳动局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和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促进研究中心联合实施的课题“职业道

德考核可行性调研”项目结题评审和研讨会在北京京民大厦举行。中科院心理所的李安林书记、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的张亚男副主任、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陈蓓副局长等领导和课题参与

双方的主要项目人员出席了会议。

　　5、为加强支部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年的创建活动，不断提高支部的凝聚力、创造力、

战斗力，心理所党委在所的“萃英斋”举办了党支部书记沙龙。

　　6、作为心理所“文化建设年”系列活动的开幕活动，同时为了庆祝第 102 个“三 .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所妇委会组织了“巾帼建功”主题报告会。

　　7、心理所 3 人获得 2012 年度院公派出国留学计划“访问学者”项目资助，将分别赴美国和英国留学。

　　8、心理所毕业生王莉博士荣获 2012 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杰出研究生奖，同时成为“强生亚洲优秀生

命科技研究生论文奖”（Johnson & Johnson Asia Outstanding Graduate Thesis Award in Bop-tech）的有效候选人。

王莉博士系 2011 届毕业生，指导教师是蒋毅研究员。

　　9、2011 年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科技创新与社会实践资助专项评审结果日前揭晓，傅小兰研究员的博士

生赵科申报的《高自我信息本身就是一种奖赏？》获得科技创新类项目资助。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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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心理所公共实验室高级实验师卫星等 5 人获“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优秀仪器管理员”

荣誉称号。

　　11、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召开 2011 年度学术会议和学术委员会会议。

四月

　　1、心理所所长傅小兰研究员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妇女创先争优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为考察和学习兄弟研究所的先进经验，深入推进学习型研究所建设，进一步开阔党政领导班子和中

层干部的战略视野，提升研究所管理水平和发展能力，促进研究所“一二三”战略目标的实现，心理所所

长傅小兰率队组织到遗传发育所和动物所考察学习。

　　3、由中国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心理所共同主办的传统文化与心理学沙龙在心理所隆重召开。

　　4、所工会邀请院工会委员、地理资源所工会常务副主席鲁正中同志为心理所工会委员、工会小组长及

工会财务人员作先进职工之家经验介绍。

　　5、中国科学院修购专项工作办公室对心理所 2011 年的修购工作组织现场验收。经过现场技术测试、

文档检阅和讨论，专家组一致认为，心理所的两个项目在执行中均符合财政部和科学院对修购项目的各种

规定，仪器设备全部到位，性能达标，准予通过验收。

　　6、“杰出人才的早期培养与教育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超常儿童研究中心

与《父母必读》杂志社联合举办的“杰出人才的早期培养与教育国际研讨会”专题报告会引起了众多与会

人员的关注。

　　7、心理所召开了“百人计划”候选人鲍敏和左西年博士的招聘答辩会。

　　8、心理所党委举行支部培训会。

　　9、心理所团委召开了 2012 年度工作安排会议。

　　10、心理所毕业博士王莉荣获第二届“强生亚洲优秀生命科技研究生论文奖”（Johnson & Johnson Asia 

Outstanding Graduate Thesis Award in Bio-tech）二等奖。

　　11、由全国妇联和中科院心理所合作课题“中日合作地震灾区心理援助人才培养项目指导培训教材”

编写专家审稿研讨会在心理所举行。

五月

　　1、中央国家机关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八大”）

代表 184 名，心理所所长傅小兰研究员当选。

　　2、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何岩，在中国科学院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郭建军的陪同下，

到心理所反馈院巡视组调研意见和建议。郭建军向所务会全体成员宣读了院巡视组对心理所的调研报告，

在充分肯定心理所班子及每位干部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意见和建议。

　　3、为进一步优化科研组织模式，保障研究所“一二三”战略目标的实现，心理所召开全所大会，所长

傅小兰作了调整优化研究所科研组织模式的报告，对进一步健全完善“PI 制”问题进行了说明，所务会成

员现场解答职工提出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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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心理所邀请中央纪委驻中科院纪检组原副组长、院监察审计局原局长沈颖为管理支撑部门职工作人

员做如何提高管理工作的报告。

　　5、李安林书记代表所务会向所退休老同志张志清表达了 95 岁生日祝贺和亲切问候。

　　6、心理所研究员郭建友荣获 2012 年度“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

　　7、为配合“2012 全国科技活动周”及“第八届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心理所举办了系列科

普开放活动。活动主题是“心理学与人类生活”。

8、心理所图书馆在 2011 年度“中国科学院系统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中成绩优秀，7 项指标中有 5 项

名列前十。

　　9、华盛顿大学 W. Art Chaovalitwongse 副教授访问心理所。

　　10、受 PsyCh Journal 期刊编辑部邀请，威立 (Wiley) 出版社亚太公司的四位代表受邀访问心理所，就心

理学 新研究资源以及作者实践举行工作坊。

　　11、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授予心理所陈春萍等 16 人“三好学生”荣誉称号；授予饶俪琳等 3 人“优秀

毕业生”荣誉称号；授予李晶等 2 人“三好学生标兵”荣誉称号。

　　12、在 5·12 汶川地震四周年纪念日和母亲节到来之际，北川工作站组织了向北川的母亲们献花的活动。

　　13、心理所舟曲工作站与北京仁爱基金会、本土心理联盟共同组建成立了岷县心理援助工作站。

六月

　　1、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九十一周年诞辰，深入推进研究所“文化建设年”活动的开展，心理所举办了“文

化开讲”主题报告会。

　　2、受斯里兰卡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邀请，中科院心理所副所长、中国心理学会国际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

张建新研究员分别在科伦坡和中部城市康堤作了两场关于中国灾后心理援助模式的报告，总结介绍了中国

心理学家在灾后心理援助中获取的经验，并访问了斯里兰卡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s Foundation, 

NSF）、 著 名 的 佩 拉 得 尼 亚 大 学（University of Peradeniya） 和 基 础 科 学 研 究 所（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Studies）。

　　3、心理所科研道德工作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心理所召开。对心理所已正式发布的《科研道德规范

及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建议的讨，同时也讨论了拟发布的《科研道德规范及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具体

条款进行了研讨。

　　4、中科院心理所磁共振成像研究中心组织召开Symposium on Cognitive and Social Neuroscience国际研讨会。

　　5、心理所张侃研究员课题组博士后郭孜政获第 51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名称

是“危险性驾驶持续注意状态识别方法研究”。 

　　6、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罗非课题组研究生郭一飞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第七届国际神经元与脑疾病会议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Neurons and Brain Diseases) 上荣获大会设立的 Poster Award 二等奖。

　　7、心理所于 2010 年上半年部署的 16 项青年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项目正式结题。

　　8、公用实验室举办了主题为“操作性条件反射基础理论与操作”和“啮齿类动物脑立体定位手术”的

技术培训。

　　9、所团委根据所党委“文化建设年”的部署，以“竞争与合作，谁更有利于科研发展？”为题，举办

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主题辩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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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盘点

　　10、管理支撑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前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白洋淀，开展了“踏寻雁翎队足迹，学习革命

先烈精神”主题党日活动。

　　11、为庆祝“六一”国庆儿童节，丰富职工子女的文化生活，6 月 1 日，心理所妇委会组织职工和家属

子女举办了一场富有心理学味道的亲子活动。

　　12、心理所 2012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在和谐楼九层多功能会议厅隆重举行。

七月

　　1、第 30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在南非开普敦举行，心理所 30 多位科研人员和学生参加此次盛会。国际心

联选举产生新一届执委会，心理所副所长、亚洲社会心理学会主席张建新研究员当选新一届执委。

　　2、《Cerebral Cortex》（《大脑皮层》）杂志封面文章刊出了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学者、中国科学

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左西年研究员课题组关于人脑功能连接组网络中心度的文章。

　　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发来通知，经心理所推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审核，心理所罗非、黄昌兵、

李兴珊、傅小兰、周雯、朱莉琪、张建新、蔡华俭、张弢、隋南、刘勋、吴昌旭、施建农、陈楚侨、孙向红、

韩布新、蒋毅、李纾等 18 人被聘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4、由民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

目交流展示会在深圳市隆重举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牵头发起的“我要爱”灾后心理援助行动作为本次

展会中唯一的灾后心理援助项目备受观展嘉宾与新闻媒体的瞩目。

　　5、第十二届亚太区超常教育会议（The 12th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Giftedness）在阿联酋迪拜国际会

展中心召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超常儿童研究中心主任施建农研究员带领中心成员一行 5 人参加了此次

会议。在闭幕式上，本届亚太地区超常教育联合会主席 (2010-2012) 施建农研究员致闭幕词，并代表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为第 13 届亚太地区超常教育在中国北京召开播放视频宣传片，

并邀请大家两年后在北京相会

　　6、心理所 2012 年在“网络心理与虚拟行为” 重点培育方向和“心理疾患的早期识别与干预” 重大突

破领域分别引进了两名“百人计划”学者朱廷劭和鲍敏研究员。

　　7、心理所完成为期两天半的针对本科生进行的夏令营活动安排。此次活动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

学院主办，研究生院外语系、自然科学史所、心理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办。

八月

　　1、心理研究所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贯彻中科院党组 2012 年夏季扩大会精神。

　　2、心理所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申请 2012 年度项目共计 78 项， 终获批 28 项，其中：面上项目 13 项，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4 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1 项。

　　3、由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工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央国家机关职

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承办的“机关文化建设‘心’视角研讨会”在中国

科学院学术会堂隆重召开。

　　4、为缅怀我国著名心理学家、中国心理学会原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前任所长匡培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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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会和中科院心理所共同举行匡培梓先生追思会。

　　5、心理所召开 2012 年度夏季战略研讨会。这是心理所自 2012 年 5 月份调整完善 PI 研究组制以来召开

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落实中科院“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三位一体战略使命、落实心理所“十二五”

规划和战略重点“一二三”的重要举措。

　　6、8 月 3 日，在北京市团委社会工作部组织的 7.21 特大暴雨房山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动员会上，市团委

社会工作部部长龚波指出，此次心理援助行动应借鉴中科院心理所“我要爱”灾后心理援助行动已有的工作

模式，形成政府主导、专业力量支援、社会资源融入的“共助”心理援助体系。

　　7、心理所“认知神经影像技术培训团”的团组申报，获得 2012 年度“创新人才培训计划”技术人才技

能提高项目的资助。

　　8、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王薇（Wei Wang）博士受邀访问心理所。

　　9、应届博士毕业生古若雷和饶俪琳被心理所破格聘任为副研究员

　　10、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促进中心与国家电网山西太原供电公司联合主办的“山西太供中层干部 EEP

（员工心理资本提升工程）专项心理技能培训”在中科院心理所顺利举办。

九月

　　1、 心理所召开全所干部职工大会，传达贯彻中科院党组 2012 年夏季扩大会精神。

　　2、为落实机关文化建设“心”视角研讨会的会议成果，深入推进中央国家机关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中

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主席姚志平率队到心理所调研。

　　3、由教育部组织、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牵头、北京师范大学参与的“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我国

儿童青少年心理疏导与心理咨询技术和示范”项目启动会在心理所召开。

　　4、在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的“基层组织建设年征文”活动中，由心理所党委推荐、詹环蓉同志撰写的《如

何设计贴近党员的组织活动方案》一文荣获一等奖。

　　5、云南彝良灾后第一时间，心理所派出专家赶赴灾区，与当地政府密切配合开展工作；同时，向党和

政府提交了《借鉴汶川地震以来救灾经验，开展彝良震后社会心理援助》。

　　6、在共青团彝良县委的统筹和增爱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心理所分别在彝良地震灾区的新场中学安置

点和毛坪中心小学安置点陆续成立了彝良震后心理援助工作站，这是彝良地震后重灾区建立的第一批心理援

助工作站。

　　7、2012 年全国科普日举办之际，受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的邀请，由心理所设计开发的多件心理学科普

展品参加了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举办的“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第二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

　　8、由中宣部、国家体育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和中国残联联合主办的残奥事迹全

国首场巡回宣讲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在中国残联直属机关团委的大力支持下，心理所部分师生参加

了此次活动。

十月

　　1、科技部基础司彭以祺副司长到心理所调研。调研工作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参观实验室和与科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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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座谈。

　　2、由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主办、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承办的“中央国家机关职工

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热线全面开通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隆重召开。

　　3、应心理所之邀，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 Lars-Göran Nilsson 教授于 10 月 8 日至

14 日访问心理所。

　　4、10 月 27 日是心理所退休老同志李沂 90 岁大寿。26 日上午，傅小兰所长代表所领导与离退办李苏炜、

杨晓燕及离退休老同志马某超一同前往李沂家中祝寿。

　　5、心理所博士后王宁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

　　6、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Hillary A. Elfenbein 教授访问心理所。

　　7、离退休干部工作局在全院离退休干部及工作人员中开展了“老干部工作 30 年与改革开放同行”主题

征文活动。心理所离退休老干部张嘉棠所投的稿件——“心理科普暖人心”，在全院征集的 180 余篇作品中

获得二等奖。

　　8、心理所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继续开展彝良灾区心理援助工作。在昭通市教育局和昭阳区教育局的支持下，

心理所心理援助彝良工作站对昭阳区及所属 18 个乡镇的 110 名中、小学校长和重灾区的 60 名校长进行了灾

后心理健康工作实务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9、心理所公用实验室举办 Eyelink 1000 眼动仪技术培训。

　　10、人事教育处综合档案室组织召开了 2012 年度科研课题档案工作总结暨交流研讨会。

十一月

　　1、心理所召开党员大会组织学习贯彻十八大会议精神，十八大代表、所长傅小兰传达了十八大会议精神。

随后各党支部开展学习十八大会议精神的学习活动。

　　2、心理所在京召开 2012 年度应用板块与青年创新团队战略研讨会。

　　3、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热线第一月度工作总结协调会在心理所召开。

　　4、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召开了第二届心理健康学术年会，主题为“文化传统与心理健康”。

　　5、威立出版社和中科院心理所共同发起的“Wiley-IPCAS 中国心理科学优秀奖”每年评选一次，评选

对象包括该年度在《心理学报》、《PsyCh Journal》期刊上发表的原创性强、对本领域发展有重要贡献的华

人心理学家或在中国工作的心理学家。获奖者可获得 5000 美元奖金，并可被推荐到国家级心理学会议上做

特约报告。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刘昌教授获得 2012 年度的奖励。颁奖仪式 11 月 30 日在广州科学中心举行，

并由《PsyCh Journal》期刊主编之一张侃研究员在第 15 届全国心理学大会闭幕式上进行了宣布。

　　6、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梁竹苑助理研究员、李纾研究员在首届亚太博彩与商业博彩学术研讨会上做了

题为“Not all gamblers are created equal: Which game to play depends on the personality trait”的报告，并获得了首

届亚太博彩与商业博彩学术研讨会 佳论文奖（conference best papers）。

　　7、心理所王莉博士的毕业论文《局部生物运动信息的加工特异性及其功能》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

　　8、根据中博基字（2012）19 号《关于公布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十二批面上资助获资助人员名单的

通知》，心理所此次有 5 位博士后获二等资助。

年终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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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心理所徐婷、姚林同学获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

　　10、台湾辅仁大学夏林清教授应心理所继续教育学院北京心理学函授学院邀请前来心理所进行学术交

流。

　　11、心理健康促进中心主办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第二届 EAP 项目经理培训班”。

　　1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增爱公益基金会和世界宣明会的支持下会同昭通市教育局、共青团彝良县

委、彝良县教育局在彝良民族中学举行了心理健康教育示范校揭牌仪式。

　　13、心理所健康与遗传心理学研究室研究生第一党支部组织支部响应心理所“文化建设年”的号召，组

织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探访了“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

　　14、心理所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系列培训活动。

十二月

　　1、“社会态度和集群行为监测与预警指标体系研讨会”在心理所召开。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潘教峰出

席会议并讲话。

　　2、《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进展》被评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由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

期刊电子出版社、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联合，利用 CAJ-IJCR （2012 版），首次对中国 5025 个

学术期刊表现出来的国际影响力进行了评估。心理所《心理科学进展》入选为“2012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

学术期刊”。《心理学报》入选为“2012 中国 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3、心理所社会与工程心理学研究室分工会获得院京区“先进分工会”荣誉称号，所工会常务副主席杨

晓燕获得院京区“优秀工会干部”荣誉称号。

　　4、心理所 2010 年第二批青年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项目正式结题。该批次项目共 15 项，批准金额 150 万元，

其中除 3 个项目因负责人在执行期内离职未参加答辩外，其余 12 个项目均参加了本次结题答辩。

　　5、“微表情研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研讨会”在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召开。

　　6、认知与发展心理学研究室副研究员陈文锋获第 45 批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

　　7、认知与发展心理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李晓庆入选 2013 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8、心理所饶俪琳等同学获 2012 年中科院各项冠名奖学金，心理所陈炜等同学获“中科院大学生奖学金”

　　9、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王文忠受邀在彝良县民族中学开展“我们在哪里”的主题培训。

　　10、心理所 2012 年十件大事评选结果揭晓。

效得到了中美双方科学家的充分肯定。本次研讨会

中的案例经与会科学家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将以中、

英文两种语言编辑成册，经中美双方专家审定后，

形成科学道德教育读本，供中美乃至世界科技工作

者学习和借鉴。

    中国科协和美国科促会作为中美两国主要的科学

共同体，近年来在科学道德领域合作密切，双方已

经于 2007 年和 2009 年分别在中国北京和美国圣地

亚哥，以“科学家社会责任”和“科学道德教育”

为题举办了两届中美科学道德研讨会。美国科促会

还多次委派科学家参加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

论坛。鉴于合作取得的良好成效，双方确定中美科

学道德研讨会将坚持举办下去，并初步商定第四届

中美科学道德研讨会将于两年后在美国举办。

（下接 42 页）

年终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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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 

　　人类在所谓的“玛雅预言的

世界末日”中平安度过，谣言不

攻自破，末日炒作只剩节日气氛。

末日逃生包、“末日船票”等都

成了热卖品，以“重生”为名，

外出聚餐的人这几天也格外多。

值得一提的是，“西藏”旅游业

借着末日在这个传统的旅游淡季

里火了一把。 

心理解读： 

　　你放末日假了吗，你买船票

了吗？不管你的末日是如何度过

的，现在看来是时候庆祝重生了。

在这场“末日狂欢”里，有人欢

天喜地庆祝大难不死，有人为了

信仰的迷失捶胸顿足；当然了，

更多的人买着船票、刷着微博、

凑着热闹，俨然是在过节。 

“末日”恒久远，“情结”永流

传 

　　“世界末日”的预言流传已

久，一个预言倒下了，立刻又有

新的预言站起来，可谓前仆后继，

生生不息。科技的发展始终无法

消除一些人的“末日情结”，不

是因为科技还不够发达，而是因

为人们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恐惧不

可动摇。 

　　末日的实质就是“集体死亡”，

对于死亡的未知使人们陷入恐惧。

恐惧越强烈，人们越是倾向于关

注负面危险信息以增加控制感；

而越是关注负面信息反而增加了

恐惧感，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在

终极恐惧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末

日论就永远“很有市场”。玛雅

人的世界末日被证伪了，人们就

会全然否定“末日预言”吗？“怎

么可能，这一个是假的，不代表

下一个也是假的啊！” 

　　另一方面，“末日情结”可

以反射出不同人的心理状态和情

绪状况。价值模糊、内心焦虑、

情绪不稳定的人显然更容易被外

界的负面信息所影响。相反的，

虔诚的教徒们将末日当作自己的

救赎日，当作信仰的 终见证，

他们也许是末日论 坚定的“死

忠者”：一切都只是时候未到而已。 

　　2012 已经过去了，下一个世

界末日还会远吗？ 

末日缘何变成了节日？ 

　　“末日情结”源远流长，想

象中的末日心情应该有点淡淡的

担忧，有点隐隐的“刺激”……

然而，12 月 21 日可不是这样的，

这一天俨然一副“狂欢节”的模样，

恐怕即将到来的圣诞、元旦都要

嫉妒呢！这不，“末日逃生必备品”

摆上了热卖的柜台；西藏旅游被

加上“热门”标签；“末日船票”

也非常醒目，还可以印上持票人

姓名——完全抢去了贺卡的风头；

出去聚餐的人也格外多：大家冬

至末日一起过，还相约明天再庆

祝“重生”。 

　　末日缘何变成了节日呢？商

家的“节日营销”可谓做足了功夫，

关于末日的一系列产品都非常吸

引消费者的眼球。即应景，又好

玩；即贴心，又时尚，符合年轻

群体的消费需求；而且造势到位、

定价合理，很容易就能勾起购买

欲望。有人可能要问了，船票、

逃生包等等似乎都是没用的东西，

为什么人们愿意花钱去买呢？这

是因为节日消费更多是情感性动

机，用来满足某种心理上的需求，

例如社交需求、审美需求等，因

而对实用价值就不那么在乎了。 

　　总之，末日也许只是一个借

口，跟朋友聚聚、犒劳自己才是

真正的动机。既然世界末日没有

到来，那么就让我们更加努力、

更加幸福地活着吧！

从“末日情结”到“末日狂欢”
【撰稿：心理信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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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

　　今年的 12 月 1 日是第 25 个

世界艾滋病日，“行动起来，向‘零’

艾 滋 迈 进”（Getting to Zero） 是

这一天的宣传主题；中国确定的

副题是：“全民参与，全力投入，

全面预防”。

心理解读：

　　艾滋病、HIV，这些字眼在

大众的意识里总是跟“死亡”、

“吸毒”等负面词语联系在一起，

让人避之不及。然而，“向‘零’

艾滋迈进”需要人类共同的努力。

如果社会中每个个体对待艾滋病

人或 HIV 感染者的态度是拒绝、

躲避、歧视的话，那么整个社会

又怎能正视、接纳、帮助他们？

如果你的朋友感染 HIV，你会像

以往一样待他吗？”

　　不少研究者都调查过人们对

艾滋病人的态度，结果非常令人

欣慰：人们对艾滋病人充满了同

情和关爱。例如，李小明等调查

发 现 在 大 中 学 生 中 有 86.4% 对

艾滋病患者表示关心和同情；在

乔慧等的研究中有 94.9% 的青少

年认为艾滋病人有就医的权利，

还 有 77.1% 的 人 认 为 应 为 艾 滋

病人保密；何忠虎等的研究显示

89.52% 的大学生认为“HIV 感染

者值得我们同情”，85.15% 的学

生表示“如果我的朋友感染 HIV

我会像以往一样待他，甚至更好”。

　　此外，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也

在随着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普及而

有所好转。2011 年研究者对云南

省 3 个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多数

人可以接纳艾滋病人和感染者，

46.6％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身边

的亲人或朋友如果感染了艾滋病，

自己将会“泰然处之”。

　　这些数据反映出社会对艾滋

病人的理解和关爱在一步步增加。

不过，以上讨论仅仅是泛泛而谈，

涉及到具体“行为”的话情况又

会如何呢？另外，“社会赞许性”

的影响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即人们是真的愿意关爱艾滋病人，

还 是 仅 仅 向 调 查 者 给 出 了 一 个

“对”的答案？

你愿意和艾滋病人一起用餐吗？”

　　当研究者换用具体问题来进

行 调 查 后， 结 果 显 示 人 们 依 然

不 自 觉 地 排 斥 和 拒 绝 艾 滋 病 患

者。例如，王萍等的研究揭示有

91.2% 的被调查青少年表示不愿

意和 HIV 感染者同班学习。何忠

虎等研究发现仅有 20.70% 的学生

反对“隔离 HIV 携带者”，真正

愿意与感染者一同学习（59.20%）、

进餐（43.96%）或作为志愿者去

帮助感染者（64.95%）的学生比

例明显低于表示将会“关爱”他

们的人。

　　同样考察大众对艾滋病人的

接纳程度，为什么改变了“问题”，

“答案”竟然完全不同呢？这就

要说到“投射”了。“投射”是

指个人将自己的思想、态度、愿望、

情绪、性格等特征，不自觉地反

映于外物或者他人的心理作用。

简言之，“心中所想”会反映在

一切“眼中所见”中。

　　所以，社会心理学家常常用

投射技术绕开被询问者的心理防

御，排除一些社会心理因素的干

扰，以获得敏感问题的真实结果，

例如，研究者想了解“你怎么看”

就应该问“你觉得他怎么看”；

想知道“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

就应该问“你是否会做符合这一

观点的行为”。回到对艾滋病人

的态度问题上，由于被调查者所

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很大程度上

源于内心良知和社会赞许度的压

力，所以用具体行为设问往往更

能投射出真实的态度。

写在最后

　　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令人深

思的是：为何所谓的关爱态度和

具体的行为竟然如此脱节？或许

大多数人在能否接纳艾滋病患者

的问题上处于某种相类似的状态：

人们知道什么是对的行为，但是

却做不到。这一切的根源很大程

度上来源于对艾滋病本能的恐惧。

　　希望随着人们对艾滋病相关

知识的了解越来越多，对艾滋病

的恐惧和逃避能够一点点消退，

这样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才能慢

慢消除。向零艾滋迈进，需要每

一个人的行动！

接纳还是歧视？面对艾滋，你是否心口不一？
【撰稿：心理信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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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心理信息服务中心】

 新闻事件： 

　　近日，《咬文嚼字》杂志发

布 2012 流 行 语 排 行 榜， 年 度 热

词“正能量”位居榜首。“正能

量”的流行源于英国心理学家理

查德·怀斯曼的专著 Rip it up（中

文译名《正能量》），其中将人

体比作一个能量场，通过激发内

在潜能，可以使人表现出一个新

的自我，从而更加自信、更加充

满活力。 

心理解读： 

　　2012 年，“正能量”一词大

为流行，媒体为所有积极向上的、

催人奋进的、给人力量的、充满

希望的人和事，贴上“正能量”

标签。 

积极心理学与《正能量》 

　　《正能量》是英国心理学家

理查德·怀斯曼的著作 Rip it up

的中文译名，书中用轻松诙谐的

语言介绍了一些积极心理学的理

念，力图帮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

生活。作者认为：身体可以影响

头脑的运作，行为可以和情绪相

互作用，所以，情绪是可以控制的，

快乐是可以创造的，做出改变激

发正能量，就能成为全新的自己。 

　　如何获得正能量呢？ 简单

的办法就是微笑了，根据心理学

家詹姆斯的理论，人们会因为微

笑而变得更加快乐。所以，为了

提高快乐指数，你可以将自己开

怀 大 笑 的 自 画 像 放 在 显 眼 的 地

方，让它们时时提醒自己记得微

笑——催生正能量，就是这么简

单。 

　　除此之外，爱的正能量也可

以被“制造”。怀斯曼在书中介

绍了一些有趣的心理学研究。例

如，让参与者两两搭配共同完成

一个游戏，或者让参与者相互对

望，或是让陌生人相互分享自己

的秘密等等。这些研究都发现，

表现地像开心的情侣一样的参与

者会感觉与对方亲密地多。这说

明，人们只要花点时间表现地好

像被对方吸引，就有可能真正爱

上对方，爱的正能量并没有想象

地那么难以获得。 

心理更灵活，正能量更多！ 

　　现实生活中总是会遇到各种

烦心事，“积极面对”可是说到

容易做到难，想要控制情绪往往

不是“笑一笑”那么简单，那么

要 如 何 才 能 实 现 更 幸 福 的 人 生

呢？ 秘 诀 就 在 于“ 心 理 灵 活 性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美

国内华达州大学心理学教授海思

（Hayes） 提 出 的“ 接 纳 与 承 诺

疗法（=Acceptance & Commitment 

Therapy）”认为，人生的痛苦不

可避免，纠结也好，控制也罢，

都只能让自己陷入泥沼，苦苦挣

扎。相反，带着痛苦一起前进、

不僵化，观察真我、活在当下，

过有价值的生活，做出行动追求

梦想才是幸福的真谛。 

　　海思提出了“心理灵活性”

的概念，认为消极情绪的降低、

负面情感的消除都不是心理干预

的 终目的，提高心理灵活性才

能让来访者自如地处理各种生活

困境、情绪陷阱，持续保证健康

的心理状态，这才是终极目标。

可以这样说：心理灵活性高了，

正能量才能源源不断。 

　　或许回答以下这几个问题可

以帮助了解一下自己的“心理灵

活性”高低：你是否无法控制自

己的担忧？你的情绪是否会扰乱

你的生活？你是否瞻前顾后以至

于停滞不前？你是被别人的评论

所禁锢？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

那就请你活在当下，摒弃僵化的

认知，提高心理灵活性，用 流

行的话就是：你可能需要一点儿

正能量。 

写在最后 

　　虽然“正能量”并不是一个

心理学专业术语，但“正能量”

的流行让大众开始关注那些积极

向上的、给人希望的人和事，这

和积极心理学所倡导的理念一致，

也是心理健康工作者们希望看到

的。2013，希望“正能量”继续

点亮我们的生活。 

坚持“正能量”，人生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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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 

　　2013 年 1 月 4 日本是一个平

常的工作日，然而因其谐音“爱

你一生一世”却让这一天成为了

各地民政部门 忙碌的日子。据

媒体报道，全国多个省市的结婚

登记部门在这一天都迎来了众多

“扎堆”领证的新人们：门口排

起长龙。更有人为了赶上这个“吉

日”不惜选择闪婚的。 

心理解读： 

　　“201314”只是一串没有意

义的数字，人类神奇的语言功能

将这串数字谐音成了一句有意义

的语句“爱你一生一世”。其实，

这只是人类语言的一些本质特性

在作怪罢了。 

为什么“201314”会跟“爱你一

生一世”联系起来呢？ 

　　有人会说：当然是因为“谐

音”了。没错，表面来看的确是

这样，但要深入讨论这种联系产

生的机制，就需提到“关系框架

理 论（Relational Frame Theory，

RFT）”了。“关系框架理论”

是美国心理学家海斯等人在斯金

纳（B. F. Skinner）关于“言语行

为（Verbal Behavior）”观点的基

础上提出的有关人类语言和认知

的行为分析。这一理论认为，人

类的语言具有极强的在事物之间

建立起抽象的、随意的“联系”

的能力。 

　　联系的建立非常容易，甚至

于 初可能是随意的。例如“桌子”

这个词用来指代某种家具就是随

意确定的，“201314”也仅仅因

为“谐音”就和“爱你一生一世”

建立起了联系。但是想要打破已

经建立的联系就非常困难了，所

以每一次看到“201314”都会禁

不住想到“爱你一生一世”，想

忘也忘不了。恐怕这也是新人们

在这一天扎堆结婚的原因之一：

只要提到了结婚日期就自然想起

了“爱你一生一世”的誓言。 

难以想象语言对人们有多大的控

制力！ 

　　语言不但能在事物之间建立

联系，这种联系还具有功能传递

性，也就是说，语言的功能也能

在这种联系中迁移。现实生活中，

这种功能传递性对人们有着巨大

的控制力。例如，极度恐惧蛇的

孩子在听到“蛇”这个字也能吓

出一身冷汗（这一动物的“吓人

功能”就传递给了“蛇”这个词）。

所以，“201314”一旦和“爱你

一生一世”联系在一起，就具有

了后者的功能，或者说在功能上

等于后者了。于是，“201314”

就从一串冷冰冰无意义的数字变

成了世上 动听的誓言，具有了

让人“心跳加速、沉浸在美好爱

情中”的功能。 

　　其实，撇开谐音的“201314”

不谈，“爱你一生一世”这句话

对人们的控制力也值得好好揣测

一番。六个字，一句话而已，为

什么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么重要？

这是因为人们往往将这句话等同

于“爱人承诺将会永远爱我”的

全部“事实”，同样的，根据功

能传递性，这句“语言”就拥有

了“事实”才应有的功能，从而

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控制力。 

　　为什么“语言”不能等同于

“事实”呢？因为某一语句一旦

产生就是静态的、不变的、绝对

的；而事实永远是动态的、即时

的、相对的。所以有些情况下，

这种等同会让人们徒增烦恼，成

为痛苦的根源。例如，有些人会

将小时候父母“不许这样”、“不

许那样”的教育当作一生的行为

准则，不管时空如何变迁，不管

情境如何变化，其行为还在受僵

化的语言规则控制，造成心理的

不灵活。 

写在最后 

　　“201314”和“爱你一生一世”

都只是抽象的语言文字，想要美

满的婚姻生活仅仅靠“一生一世”

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用心经

营爱情吧，甜言蜜语说的再动听

也只是“语言”而已，每一天的

相濡以沫才是“事实”！  

谁说 201314 等于“爱你一生一世”？
【撰稿：心理信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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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张蔓】

    2012 年 9 月 1 日上午，第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

会议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学

术委员会主任杨玉芳理事长主持，部分大会学术委

员会委员及分会代表共 14 人出席了会议。

　　截至 8 月 29 日下午 5 点，本届会议共收到论文

摘要 2355 篇、专题报告申请 9 个，与会专家就此次

各分会的审稿程序和细节达成了一致意见。此外，

本次大会还首次安排了分会自行组织的专题报告，

各分会负责人将继续邀请相关专家，做好分会专题

报告会的组织工作。

　　2012 年 8 月 15 日，第十届八次常务理事会通过

了《全国心理学大会重点报告产生办法》，秘书处

按此办法发出征集重点报告的通知后，收到了 6 封

推荐邮件。经过与会专家的研讨， 终确定拟邀请

乐国安、张建新、李健、周欣悦、苗丹民、钱铭怡、

彭凯平、舒华等 8 位教授为本次大会重点报告人。

第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学术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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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系的罗劲教授做了知觉决策和学习、面孔识

别和情绪体验以及认知重构方面的报告。正如大会

报告主持人罗跃嘉教授所言，当前，认知心理学和

认知神经科学在心理学领域举足轻重。它不仅是一

门分支科学，更是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学基础，它

的发展和进步反映并制约着心理学的整体发展。

　　20 日上午 8 点至下午 15 点 40，72 篇论文作者

分别就语言、情绪、记忆、思维、社会认知、认知应用、

知觉与注意和网络心理与行为方面进行分会场报告。

　　20 日下午 16 时整，大会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

由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脑与认知研究所主任周治

金主持。主办单位领导会议主席周晓林从学术成果、

理事会改选工作、关系建立和将来工作四个方面对

本次会议做了详细总结。他指出，本次会议充分展

现了现有的科研水平，一些研究已经达到国际水平，

而一批年轻学者的成长和加入，更是为学术的发展

注入了新鲜血液。他还提出了关于召开专题研讨会、

设立讲学班、建立会员制以及健全网络系统等方面

的建议。承办单位领导会议主席周宗奎院长致答谢

辞，他用“三高——高水平、高情感、高投入”评

价本次会议。闭幕式上，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杨玉

芳对普通心理与实验心理分会给予高度评价，并对

分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鼓励及支持措施。

    2012 年 10 月 20 日 17 时许，武汉市第五届科学

年会心理学分会场：中国心理学会普通心理与实验

心理分会 2012 年学术年会圆满落下帷幕。

（下接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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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9 月 21-22 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美

国科学促进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美科学道德诚信

案例研讨会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中美两国三十余

位科学家汇聚一堂，围绕科学道德诚信案例进行了

深入而热烈的研讨。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记处

第一书记陈希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美国科促会

科学责任、人权与法律项目主任马克·弗兰克博士

代表美方致辞。我会理事长、中国科协第八届常委

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委员杨玉芳教

授参加了此次会议。

　　陈希表示，中国科协与美国科促会组织两国杰

出的科学家 , 召开中美科学道德案例诚信研讨会 , 共

同剖析、挞伐弄虚作假、玷污科学圣洁的科研不端

行为，共同撰写科学道德诚信案例，对于加强科学

道德建设，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中美科技交流，具

有重要的意义。他指出，科学道德建设，关键在于

教育、制度、监督三个环节，其中教育在科学道德

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科学道德诚信案例以其直

观明了、记忆深刻、激发思考的特点，对科研人员

尤其是即将接触科研的青年学生和刚走上科研岗位

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陈希从正面感召作用、明辨是非的警示作用、

负责任的科研中的诠释作用三个方面阐述了科学道

德诚信案例的重要作用。他提出，要挖掘科学历史

长河和我们身边更多蕴含科学精神、科学品格的事

例，感召科研人员和科研后备力量，让他们自科研

生涯的开端便树立崇高的科学理念，养成良好的科

学研究道德操守；要将前人经历过的不端行为和恪

守规范准则的典型案例展示出来，指导和帮助广大

科研人员更加正确地掌握科研规范、更为严格地遵

守各项科研准则；要将负责任的科研推动科学事业

发展、为人类带来福祉，不负责任的科研对科学事

业造成伤害、甚至为人类带来灾难的经验和教训作

为鲜活的科学与责任的案例，引导科研人员走好科

学研究生涯的第一步。

　　陈希还表示，中国科协是中国主要的科学共同

体，同时也是世界科学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繁

荣科学发展、推进科技创新、造福人类，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是中国科协光荣的使命。中美两国国情不

同，文化也有差异，中国科协与美国科促会的友好

合作，将为推动中美两国科学道德建设和科技事业

发展、深化两国交流与合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弗兰克博士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教育者在促进

学术诚信的教育中使用特定案例的重要性。他强调，

尽管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时不能低估规章制度的重

要性，但 终仅有规章制度还是不够的。教育才能

培养科学研究者端正的学术行为习惯。科学研究者

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品质，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告诉

他们要遵纪守法，更多的是因为端正学术行为对科

学和社会是有益的。他表示，他和美国同事们对于

能够与中方专家合作、一起参与到推进科学道德的

事业中都感到非常荣幸，并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合作。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科学道德诚信案例研讨，

中美两国科学家在会前经过充分的研究和协商，选

取了目前科学道德领域四个热点、难点问题作为议

题，分四个单元进行了研讨。四个议题分别是“署

名权和名誉”、“利益冲突”、“剽窃和原创作品”、“合

作”。在每个单元中，中美两国科学家分别围绕议题，

报告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性、代表性案例，介绍其背景，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现场的专家则通过分组讨论、

双方辩论、开放式讨论等形式研究其具有的教育和

警示意义。研讨会现场气氛热烈，讨论深入，其成

中美科学道德诚信案例研讨会召开
【供稿：学会秘书处  黄端】

（上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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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生理心理学分会】

　　由中国心理学会生理心理学分会主办，南京师

范大学心理学重点学科、江苏省心理学会承办的“第

十一届中国生理心理学学术研讨会”于 2012 年 9 月

23 日 -26 日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隆重召开。

　　本次学术研讨会包括特邀报告、专题研讨、研究

生论坛及技术交流和培训专场等多种交流形式。会议

邀请了英国剑桥大学实验心理学系主任、英国科学院

院士 Trevor W. Robbins 教授；英国剑桥大学临床心理学

系主任、英国科学院院士 Barbara J. Sahakian 教授；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周江宁教授；南京

军区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卢光明教授和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陈林教授做大会特邀报告。会议首

次采用了理事牵头组织“专家专题研讨”的形式，特

别邀请了 60 余位国内外生理心理学及相关研究领域卓

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参加专题研讨，专题讨议题涵盖情

绪与认知，学习、记忆与思维，环境、应激与健康，

心理免疫，感觉、运动及其整合神经科学，心理疾患

的病理机制和心理药理学等生理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热

点和焦点问题。为了促进中国生理心理学专业的发展

和青年人才队伍的培养，会议特别设立青年人才论坛

和研究生论坛，同时为介绍和表彰 35 岁以下的在读研

究生或青年科技工作者的 新优秀工作成果设立了“青

年人才优秀会议论文奖”。经生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评选专家组评议和无记名投票，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

封春亮和吴婷婷获得“青年优秀论文奖”。

　　本次会议还设立了行为学实验产品和技术交流

专场，国内外多家知名动物行为仪器和生物技术厂

商，包括北京赞德仪器有限公司，诺达思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瑞沃德，北京神州津发科技有限公司，

埃德仪器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拜谱公司，

第十一届中国生理心理学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Trevor W. Robbins 教授做大会特邀报告

Barbara J. Sahakian 教授做大会特邀报告

周江宁教授做大会特邀报告 

陈林教授做大会特邀报告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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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升学会综合能力，充分发挥科技社团在推

动全社会创新活动中的作用，经财政部批准，中国

科协决定自 2012 年起组织实施学会能力提升专项。

该专项通过以奖代补和开展重点活动相结合的方式，

旨在提升学会服务创新能力、服务社会和政府能力、

服务科技工作者能力以及自我发展能力，打造一批

社会信誉好、发展能力强、学术水平高、服务成效

显著、内部管理规范的示范性学会，把学会建设成

为中国特色的现代科技社团。中国科协通过严格的

评审，共评选出 45 个优秀科技社团奖项，其中一等

奖 5 项，二等奖 15 项，三等奖 25 项。中国心理学

会荣获二等奖。

　　近期，按照中国科协的要求，我会正式与中国

科协签订了项目合同书，进一步明确了本项目第一

年的工作任务和考核指标。在未来的一年中，我会

将开展多项工作，进一步加强学会自身建设，不断

提升学会社会服务能力及科普能力。在学科与组织

建设方面，我会将进一步做好服务和发展会员的基

础工作，并继续推动学会体制机制改革并大力提升

学会学术交流能力。在提升服务社会能力方面，我

会将加强相关量表和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推

动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培训督导项目的实施，并继

续举办青年心理学者研究能力培训班。在加强科普

能力建设方面，我会将建立并完善中国心理学会科

普基地，继续举办相关主题科普活动，并在相关工

作基础上形成《公众心理科学素养纲要》。

　　能力提升专项对中国心理学会未来的工作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我会将按照合同书的内容，认真推

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扎实推进学会工作再上新台阶。

 

 

北京铭泰佳信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北京天鸣宏远等 11

家公司参加产品和技术交流。

　　此次会议共用来自全国 58 家单位的 200 余名代

表参加交流，尤其令人高兴的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

专家学者也首次参会。本次研讨会加强了国内外生

理心理学学术交流，全面展示了生理心理学领域的

前沿学术成就和 新研究技术，获得了广大参会

者的一致赞扬。

　　10 月 23 号晚，与此次中国生理心理学大会同

步召开了分会的理事工作会议。此次工作会议上，

分会会长隋南从“第十一届中国生理心理学学会会

议筹备情况”、“生理心理学分会”网站、“分会

组织建设”三个方面做了工作汇报，与会的理事就“分

会理事增选”、2014 年“第十二届中国生理心理学

学术研讨会”预备工作以及分会下一步工作建议等

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随着生理心

理学与神经科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众多学科

交叉，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工作者开始涉足生理心

理学，本届理事会在未来的工作将更加充分利用资

源优势，加强单位间和学科间的合作和联合攻关，

为我国生理心理学事业的发展搭建好平台。

　　在会议闭幕式上，分会会长隋南给会议优秀论

文获奖者颁奖并致闭幕词。他肯定了此次研讨会的

举办对学科发展、学术交流的推动作用，也对下届

的会议提出了殷切期望，并对此次研讨会的圆满成

功表示热烈的祝贺！大会在代表们长时间热烈的掌

声中落幕。

我会与中国科协正式签订学会能力
提升专项项目合同书

【撰稿：学会秘书处  黄端】

（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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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辛自勇、冯永辉】

　　中国心理学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分会与社会

心理学分会 2012 学术年会由湖南师范大学承办，在

10 月 12-16 日在湖南张家界市成功召开。此次年会

共有来自全国 50 余家单位参会，其中包括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人民

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华女

子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南开大学、安徽师范大学、

鞍山师范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广东警官学院、广

东商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医学院、广西

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

大学、河南大学、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湖南农业大

学、湖南女子学院、吉首大学、暨南大学、解放军

装备学院、辽宁师范大学、南京审计学院、南京师

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三亚学院、山东师范大学、

山西师范大学、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

沈阳工程学院、沈阳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肇庆学院等，近 15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摘要 144 篇，

并编辑了《中国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分会暨理论心理

学与心理学史分会 2012 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

　　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叶浩生教授、理论心理

学与心理学史分会会长彭运石教授与社会心理学分

会会长金盛华教授，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讲话。学会副理事长乐国安教授、学会原副理事长

车文博教授为会议发来了贺辞。

　　本次学术年会主题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理

论心理学创新与社会心理问题研究。本次学术年

会主要采取大会报告与分组报告两种形式进行。

其中，理论与心理学史分会安排的大会报告有 :（1）

郭本禹：我国精神分析研究的进展；（2）高申春：

科学的含义与心理学的未来；（3）杨绍刚：存在

心理治疗的方法论省思；（4）彭运石：思维方式

的变革与理论心理学的创新；（5）燕良轼：差序

公正与差序关怀：中国人道德取向中的集体偏见。

与会代表就各报告主题展开了积极的提问和热烈

的讨论，并就社会心理学与理论心理学学科的发

展现状、前景、存在的问题、国际化、方法学变

革以及与中国社会实践接轨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

颇为深入的探讨。

　　社会心理学分会安排的大会报告主要有（1）金

盛华：当代中国的价值参照危机与精神健康；（2）

佐斌：性别态度的情境激活效应研究；（3）俞国良：

认知神经科学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4）周欣悦：

控制感和认知变化；（5）王沛：刻板印象激活与语

义激活——一项 ERP 研究。

　　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分会共安排了 4 场分组

报告。66 名作者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

心理学基本理论课题研究、心理学方法论问题研究、

心理学历史与现状研究、心理学具体问题的理论研

究等研究领域。

　　社会心理学分会共安排了 8 场分组报告。75 名

作者报告了自己的 新研究成果。内容涉及社会变

迁心理、群体心理、网络心理、社会认知、文化心理、

价值观研究、道德心理、学生心理等研究领域。

　　会议还安排了张家界及凤凰地区社会心理与心

理健康教育状况的考察与调研。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本次学术年会由两个分会联合召开，既丰富了会议

的研究主题，又拓展了与会代表的学术视野，是一

次成功的学术年会。

理论心理学与史分会与社会心理学分会
联合召开 2012 学术年会

主席台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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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十月江城，景色无边，秋意渐浓。湖北

武汉迎来了心理学脑与认知领域的一场高规格学术

盛会。2012 年 10 月 19 日 8 时 20 分，武汉市第五届

科学年会心理学分会场：中国心理学会普通心理与

实验心理分会 2012 年学术年会在华中师范大学科学

会堂一楼报告厅拉开帷幕。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杨

玉芳出席并代表中国心理学会祝贺会议的胜利召开，

武汉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卢光发作了重要讲话。中

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心理学会普通心理与实

验心理分会会长周晓林致开幕词。华中师范大学党

委副书记何祥林教授致欢迎词， 中国心理学会常务

理事、武汉暨湖北省心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华

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周宗奎主持了开幕式。

　　本次会议由武汉心理学会暨与中国心理学会普

通心理与实验心理分会联合举办，湖北省心理学会

与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承办，华中师范大学科学

技术协会协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及天津师范大学等近百所高等院校所

院校的 170 余位心理学界翘楚汇聚桂子山，围绕心

理学发展创新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这一主题，集思

广益，畅所欲言，探讨中国基础心理学发展思路，

交流 新学术研究成果，将为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提供新的理念、新的思路和新的模式。另有百余

位武汉高校心理学研究生列席旁听。

　　此次心理学学术盛会作为武汉市第五届科学年

会分会场会议，对于促进建设幸福武汉和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开启了武汉市学会活动、

学术发展、学科建设、社会经济发展及人民幸福安

康的新篇章。会议收录学术论文 128 篇，展现了当

前基础心理与实验心理领域 前沿的研究内容。随

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迅速发展，许多复杂社会

问题不断出现，如何保持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

和成熟的心态，是我们心理学科技工作者要面对的

心理研究课题。古语说人心难测，但是心理学，特

别是基础和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和进展使得这一 为

不可捉摸的莫测之物显山露水，有了切实可证的标

准和模样。通过对语言、记忆、情绪、思维、社会

认知、认知应用、知觉与注意和网络心理与行为等

方面的不懈钻研和连番验证，心理的方方面面有了

科学的描述和解释，基础与实验心理学的发展也日

新月异，从而带动了整个学科以至科学技术的发展

与进步。

　　19 日上午 9 时 30 分至 11 点 40 分和 14 点 10 分

作大会报告，，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

系的刘子立教授，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方方教授和

教育部网络心理与行为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

/ 美国孟菲斯大学心理学院的胡祥恩教授分别做了运

动知觉学习、显著地图和计量心理学的报告。14 点

10 分至 16 点 10 分，来自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李晟

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

实验室的刘嘉教授以及首都师范大学（上转 41 页）

普通心理与实验心理分会
2012 年学术年会在武汉召开 

【撰稿：武汉暨湖北省心理学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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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体育运动心理学分会】

　　2012 年 10 月 19~21 日，由中国心理学会体育

运动心理分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分会、

北京市体育科学学会和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

学院联合举办的“伦敦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心理训练

学术论坛”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来自北京体育大学、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等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所的 18 位

运动心理学工作者做了心理训练的专题报告并与听

众进行了气氛热烈的学术研讨。 

分会代表张力为教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

分会代表张忠秋研究员和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

学学院代表毛志雄教授分别致开幕词。

　　20 日上午的论坛由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研究员

张忠秋和武汉体育学院教授黄志剑主持。首先，国

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的研究员丁雪琴作了题为《国家

队备战奥运会心理科技服务工作三十年》的报告，

将她 30 年来从事运动队心理科技服务工作的经验体

会与听众分享。她讨论了心理学在体育科学中的定

位，阐述了运动心理学在运动队所起的作用，对运

动场上的经典心理案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运动

队心理科技服务的特点。精彩的报告赢得了台下听

众的阵阵掌声，也为此次学术论坛的报告水平树立

了标杆。之后，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上海体院、

中国民航大学和北京体育大学的张忠秋、黄俊红、

任杰、林岭和孙国晓分别介绍了中国跳水队、举重

男队、乒乓球队、柔道队伦敦奥运会备战、参赛的

心理训练情况。 

　　10 月 20 日下午的论坛由北京体育大学的毛志

雄和香港体育学院的姒刚彦主持。来自国家体育总

局科研所的王智、山西体科所的王霆、首都体育学

院的徐守森、天津体育学院的戴群、武汉体育学院

的祝大鹏、北京体育大学的许小冬和香港体育学院

的姒刚彦分别作了关于中国举重女队、射箭队、羽

毛球队、女子水球队、拳击男队、跆拳道队和中国

香港队备战参赛伦敦奥运会的心理训练的报告。其

中，香港体育学院的姒刚彦教授以《SDT 视框下的

个案比较及心理咨询角度》为题，以个案、女性、

华人、社会——文化环境和自我决定理论为关键词，

结合当下时事热点，进行了精彩的学术汇报。他与

在场众多学者、听众积极讨论，包括对运动员和教

练员自身觉悟和幸福感等问题的讨论。 

　　北京市体科所的任未多教授和北京体育大学的

伦敦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心理训练学术论坛
在北京召开

现场听众踊跃提问，与主题报告人互动

　　10 月 20 日上午 8：30，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

科学学院副院长毛志雄教授宣布学术论坛开幕，北

京体育大学科技处代表王荣辉教授、国际运动心理

学会代表姒刚彦教授、中国心理学会体育运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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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为教授主持了 10 月 21 日上午的论坛，来自华

东师范大学的吴敏、广州大学的王润平及苏水生、

北京体育大学的张力为、王英春和张凯继续为大家

做了具有启发性的学术报告。张力为教授讨论了他

在中国蹦床队进行伦敦奥运会备战、参赛的心理训

练活动中的理论收获和实践收获。他以蹦床队董栋

在决赛 后关头选择 17.8 的高难动作为引子，引述

了董栋在夺冠后采访中的话：“我只是在那个时候

做该做的，告诉自己不思好不思坏平常心”，并以

此为切入点，对“平常心”和“超越自我”进行了

剖析，指出“科学的 高殿堂是理论”，运动心理

学必须考虑追寻和秉持的学理倾向，考虑大、中、

小型理论的指导，考虑小型理论指导下的应用操作。

报告引发了听众的思考，他们与张力为教授就“哲

学”、“人本主义”、“本国文化”和“理论与应用”

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来自北京体育大学教育

学院的张凯 后做了《中国文化与心理训练之我见》

的报告。她从“逐本溯源”、“格物致知”、“他

山之石”、“术以载道”四个方面讲述了中国文化

对运动心理学研究的渗透影响。她的别开生面的话

题和流畅自如的表达令台下掌声阵阵。   

　　21 日中午 12 时，张力为主持了论坛的闭幕式。

他首先邀请首都体育学院的赵红霞同学进行了总结

性发言。然后，姒刚彦教授向刚刚退休的北京市体

育科学研究所的任未多研究员颁发了一枚“金钥匙”

特别奖，以感谢他几十年来对运动心理学所做的贡

献。 后，张力为邀请为此次论坛辛苦工作的全体

志愿者上台，与会者为他们的奉献致以真诚感谢。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本次学术论坛体现了两个特点：第一，应用性强。

大会报告的内容反映了心理训练实践领域的 新的

学术观点和操作手段，给与会者以多层面的启迪。

第二，与会学者对心理训练与学科发展表现出很强

的参与感和使命感。

    “伦敦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心理训练学术论坛”闭

幕了，但思考和研讨永远不会结束，学者们的探索

精神和敬业精神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国运动心理

学的前途和希望。本次学术论坛给每一位与会者留

下了美好的记忆。

全体嘉宾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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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0 月 22—24 日，由中国心理学会心理

学教学工作委员会与中国心理学会人格心理学分会

联合主办，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承办的中国

心理学会心理学教学工作委员会与中国心理学会人

格心理学分会 2012 年学术年会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

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学工作者 100 多人参加

了学术年会。

　　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枬教授出席了开幕式

并致欢迎辞，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陕西师范大

学副校长游旭群教授代表中国心理学会对会议的召

开表示祝贺，教育部人格与认知重点实验室主任、

心理学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辽宁师范大学副

校长李红教授和人格心理学分会秘书长、北京大学

心理学系侯玉波教授分别代表两个分会发表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院长孙杰远

教授也在大会上讲话。大会开幕式由广西心理学会

副理事长文萍教授主持。

　　本次学术年会的研讨主题是：心理学人才培养

教学改革计划和文化繁荣下人格心理学的新使命。

在学术年会上，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陕西师范

大学副校长游旭群教授做了“我国教师职业心理健

康标准及测评体系研究”主题报告，辽宁师范大学

副校长李红教授做了“科研与创造——兼论心理学

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题报告。学术年会还分三个

会场就认知与教学、人格与社会、心理健康与咨询

进行了分组报告和讨论。此外，中国心理学会心理

学教学工作委员会还召开了委员工作会议，与会委

员对心理学教学工作委员会的定位，高层次心理学

人才培养以及心理学课程建设、教材建设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经过与会代表的努力，大

会开得简洁、有效，取得了圆满成功。

　　本次年会的召开，必将有力地推进心理学学科

和专业教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教学工作委员会与人格心理学分会
2012 年学术年会在广西召开

【撰稿：文萍、张仲明】

会议主席台

届细节等方面展开了深入讨论，并提出了一系列可

行性建议。

　　经过会前交流与自愿报名，心理学普及工作委

员会、生理心理学分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分会、

军事心理学分会、广东省心理学会、贵州省心理学会、

江苏省心理学会、广西省心理学会、湖北省心理学会、

河南省心理学会、河北省心理学会和上海心理学会

的负责人分别报告了相关分支或省级心理学会的工

作情况。    

　　本次会议进一步增进了全国同仁间的沟通与了

解。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学会在过去三年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特别是在发扬民主、推动改革创新方面

成绩斐然。中国心理学会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不断增强学会综合实力，以促进心理和谐、构建和

谐社会为目标，更加努力地开展各项工作。

（下接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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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0 月 24-25 日，第七届全国心理学学

术期刊联席会议在河南大学召开。本次期刊联席会

议由《心理研究》主办。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原《心

理学报》主编杨玉芳研究员，《心理学报》主编林

文娟研究员，《心理科学》主编李其维教等，教育

部长江学者、《心理发展与教育》副主编方晓义教

授，《心理科学进展》主编隋南研究员，国务院学

科评议组成员、《应用心理学》主编沈模卫教授，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心理与行为研究》副主

编白学军教授，《心理学探新》主编胡竹箐教授，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编辑部主任周世杰教授，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编辑部靖华编辑，《人大复

印资料心理学》编辑部解军编辑《心理教育》副主

编七十三教授，《心理研究》编辑部主任李永鑫教

授等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围绕进一步提升心理学学术期刊的质

量，从多角度进行了研讨和分析。杨玉芳针对心理

学学术期刊的办刊原则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她说，

心理学学术期刊应该发挥三方面的作用，即促进学

术发展、促进人才培养和为社会服务。林文娟从审

稿责任制、责任编委、评审上一年度优秀学术论文

三个方面发表了意见。李其维从建立三审制度、强

调英文摘要的质量、不同分编委的责任权力方面发

表了意见，同时提出了举办心理科学青年学者学术

写作研讨班的建议，以期为中国心理学界培养更多

的优秀研究人员。其他学术期刊的与会代表围绕提

升办刊质量分别进行发言，为今后心理学学术期刊

的质量提升提出了有效的见解。

第七届全国心理学学术期刊联席会议在河南召开
【撰稿：王明辉】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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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学会秘书处  黄端】

　　根据科协发组字〔2012〕43 号 " 关于表彰全国

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决定 "，由中国心理学会推荐的北

京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中科研心理所张侃研究员

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据悉，本次评选工作经推荐单位评选推荐、公

众投票、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评审委员会评审、中

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共有 10 名同志

获“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45 名同

志获“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奖”，973 名

同志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中国科协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向受到表彰的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学习，学习他们严谨求实、勇

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

团结协作、淡泊名利的团队精神，报效祖国、服务

社会的奉献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求真务实，攻坚克难，以更加旺盛的创

新热情和创造活力，积极投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

大实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林崇德、张侃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简要事迹

　　林崇德，男，汉族，1941 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科研成果出色：原创性的智力结构观在国内外引起重视；应用研究实验点遍

布 26 省市，受益学生 30 余万；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国外发表物 20 余篇，有的影

响指数达 6.8；创造性心理学研究教育部用“成果简报”呈于中央；主持科技部

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研究。

　　培养优秀科技人才，1/2 省级以上师范学校的心理学学术带头人是他的学生，

育人事迹被中宣部和教育部多次表彰。

　　推进全国心理学学科建设，支持各地的心理学博士点、科研、队伍和学科平

台建设。

　　张侃，男，汉族，1949 年生，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多年来将其研究工作

服务于我国军队建设，领导了我国心理学界的抗震救灾和心理健康工作，先后

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国际国内核心刊

物发表论文 100 多篇（含和工作团队共同发表），2010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他的工作得到我国心理学同仁的一致好评，并在国际心理学界发挥了积

极的影响，2006 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008 年当选国际心理科学联合

会副主席。2010 年获得国际应用心理学会突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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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的指导与协调下，中国

心理学会与澳门心理学会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在中国科协进行了座谈。双方就未来在中国心理学

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注册系统（以下简称“注册系

统”）方面可能开展的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

科协国际联络部副部长李秀亭、国际联络部港澳台

交流处处长杨容、国际联络部港澳台交流处项目主

管仇志伟、澳门心理学会理事长陈思恒、中国心理

学会常务理事、注册系统注册工作组组长钱铭怡、

注册系统伦理工作组组长樊富珉、注册系统秘书长

徐凯文出席了会谈。

　　期间，李秀亭部长介绍了科协及科协所属学会

的基本情况，并对特别行政区专业学会及人员加入

内地学会的情况和相关政策作了说明。陈思恒理事

长介绍了澳门心理学会的情况以及澳门心理咨询相

关工作的现状及管理机制，希望未来能和中国心理

学会注册系统开展合作，以对澳门心理咨询从业人

员进行更加规范的管理。钱铭怡和樊富珉分别介绍

了中国心理学会及学会改革的情况，并介绍了注册

系统相关工作及其对国内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人员

的管理情况。

　　会谈中，科协领导对中国心理学会与澳门心理

学会的有关合作及操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中国心

理学会将依照科协精神以及相关文件办法，进一步

促进与各界同仁的沟通与合作。

中国心理学会与澳门心理学会会谈
【撰稿：学会秘书处  黄端】

【撰稿：学会秘书处  黄端】

　　中国心理学会第十届九次常务理事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晚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召开。杨玉芳

理事长主持会议，学会候任理事长莫雷、常务理事

（以汉语拼音为序）白学军、方平、傅小兰、韩布新、

金盛华、李红、李其维、刘华山、卢家楣、钱铭怡、

桑标、沈模卫、舒华、苏彦捷、杨丽珠、叶浩生、

游旭群、乐国安、张侃、张厚粲、张建新、张文新、

周晓林、周宗奎出席了会议，学会秘书处梅建、李扬、

黄端、张蔓列席了会议。

　　与会常务理事讨论并通过了“第十届二次全体

理事会议暨各省级学会理事长联席会议议程”、“第

十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议程”及“第

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议程”，详细研讨了“换

届方案草案”文稿，一致通过南京为 2013 年换届大

会暨学术大会召开地点。

　　会议还就分支机构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商议，并

对相关工作的开展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中国心理学会召开第十届九次常务理事会议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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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暨省级学会理事长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

学会活动

【撰稿：学会秘书处  黄端】

　　2012 年 11 月 29 日 至 11 月

30 日上午，中国心理学会第十届

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暨省级学

会理事长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

此次会议由中国心理学会主办，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承办。 

　　会议由学会理事长杨玉芳、

秘书长傅小兰、副理事长沈模卫、

常务副秘书长梅建和候任理事长

莫雷分别主持。出席会议的还有

常务理事（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白学军、方平、韩布新、金盛华、

李红、李其维、刘华山、卢家楣、

钱铭怡、桑标、舒华、苏彦捷、

杨丽珠、叶浩生、游旭群、乐国

安、张厚粲、张建新、张侃、张

文新、周晓林、周宗奎；理事戴

海琦、樊富珉、高定国、葛明贵、

郭本禹、郭永玉、胡竹菁、江光

荣、雷雳、李美华、李伟健、连榕、

凌文辁、刘电芝、刘鸣、鲁忠义、

罗劲、罗跃嘉、苗丹民、彭运石、

石文典、时勘、孙时进、谭顶良、

陶云、王洪礼、王重鸣、翁旭初、

吴庆麟、吴艳红、肖少北、杨继

平、阴国恩、余嘉元、张力为、

张明、张奇、赵国祥、周爱保、

佐斌；省级学会及分支机构负责

人陈红、陈健芷、邓铸、傅宏、

高文斌、侯玉波、李玫瑾、李永

鑫、卢雄、莫文、牧新义、庞维国、

七十三、水仁德、司继伟、陶沙、

王伟、王玮文、王振宏、韦义平、

徐鸿、杨玲、姚树桥、张丽锦、

张敏强、赵慧莉、赵俊峰、钟建军。

中国心理学会秘书处李扬、黄端、

张蔓列席了会议。

　　会议上，各位代表听取了杨

玉芳作“学会三年工作报告”，

张建新作“学会三年财务报告”，

傅小兰作“学会换届方案报告”。

经过热烈的分组讨论，与会代表

杨玉芳作“学会三年工作报告”

张建新作“学会三年财务报告”

傅小兰作“学会换届方案报告”

一致通过了“学

会换届方案”，

决 定 从 2012 年

11 月起正式启动

中国心理学会第

十一届理事会的

换届改选工作。

各分组还就学会

会员发展、分会

活动、理事会换与会代表合影留念

（上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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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心理学会第十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下午在广州大学举行。本

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共计 295 人，出席本次会

议的代表共 210 人。出席代表的人数超过了总规模

的三分之二，符合章程有关规定。

　　大会由傅小兰秘书长主持。在通过了大会议程

后，全体与会代表首先听取了杨玉芳理事长作“学

会三年工作报告”。 随后，会议进行了学会新任侯

任理事长的选举。

监事会 2 位成员及现场推荐的 4 位会员代表担任监票

员和计票员，发出选票 201 张。通过全体与会代表无

记名投票后，收回选票 201 张，其中 194 票同意，2

票不同意，3 票弃权，废票 2 张。会员代表大会正式

选举南开大学乐国安教授为中国心理学会新任侯任理

事长。至此，我会 终完成了“三理事长制”改革的

全部进程，由前任理事长杨玉芳、现任理事长莫雷、

候任理事长乐国安共同主持学会工作。

中国心理学会第十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在广州召开

【撰稿：学会秘书处  黄端】

　　今年 4 月下旬，学会启动了提名和选举产生新一

任候任理事长的工作，经过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资

格、网上公示、上报中国科协等环节， 终得到科协

函学字 [2012]177 号“中国科协关于同意中国心理学

会选举第十届理事会候任理事长人选的批复”。 本

次大会严格依照学会章程履行民主选举程序，由学会

杨玉芳（左）、莫雷（中）、乐国安（右）
三位理事长合影留念

　　大会计票期间，张侃、张建新作“学会参加国

际心联 30 届大会情况报告”。 后，傅小兰秘书长

向全体与会代表通报了 2013 年理事会换届的时间安

排。

　　会员代表大会圆满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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