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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党委院长办公室主办         2017 年 2 月 28 日 

我院院长陆林教授课题组在《JAMA Psychiatry》杂志 

报告消除烟瘾的新方法 

2013 年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烟草流行报告指出，烟草使用是导致全球可预防死

亡的首要死因。每年导致全球近 600 万人死亡并造成数千亿元的经济损失。如果

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 2030 年时，全世界每年因烟草导致的死亡将超过 800

万人。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15 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 15 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 27.7％，其中男性吸烟率为 52.1％。吸烟者总数

在 2010 年至 2015 年的五年时间里增加了 1500 万，已高达 3.16 亿。 

烟草成瘾和依赖的本质是尼古丁依赖，是一种慢性高复发性疾病。尼古丁会

导致大脑的神经通路发生可塑性改变，形成强烈持久的尼古丁成瘾记忆，使尼古

丁依赖者持续存在吸烟欲望，这种欲望会削弱甚至摧毁戒烟的决心。因此，消除

尼古丁依赖者的病理性成瘾记忆、降低心理渴求是临床戒烟成功的关键。 

2017 年 2 月 1 日，JAMA Psychiatry（《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杂志发

表了我院陆林院长教授课题组题为“Effect of selective inhibition of reactivated 

nicotine-associated memories with propranolol on nicotine craving（应用普萘洛尔特

异性抑制激活的尼古丁相关记忆对尼古丁心理渴求的影响）”的研究论文。该研

究成功实现了从动物研究到临床试验的成果转化，首先在动物尼古丁成瘾记忆模

型中发现，采用小剂量尼古丁作为非条件性刺激唤起成瘾记忆后，再巩固时间窗

内给予普萘洛尔可以有效消除动物的所有的尼古丁成瘾记忆。在吸烟成瘾人群中

进一步研究发现，给予非条件性刺激后，在再巩固时间窗内口服普萘洛尔可以消

除吸烟相关的记忆，降低多种吸烟相关线索诱发的心理渴求。陆林教授课题组的

这一开创性研究成果为难以戒烟的人群带来福音，有望攻克尼古丁依赖等病理性

记忆相关精神心理问题无长期有效治疗方法这一医学与社会难题。     

该研究是陆林教授课题组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陆林教授课题组于 2012 年和 2015 年分别在 Science 和 Nature Communications

杂志发表论文，先后提出条件性线索记忆唤起和非条件性线索记忆唤起——消退

心理学范式，发现记忆操纵范式可消除成瘾动物和成瘾者的成瘾记忆，降低其对

于成瘾性药物的心理渴求及复吸的风险。这些研究成果也相继被国际同行在其他

成瘾动物模型和成瘾人群中重复和验证。值得一提的是，JAMA Psychiatry 同期

杂志刊登了来自美国研究人员运用陆林教授课题组提出的条件性唤起-消退范式，

开展的戒除烟瘾的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JAMA Psychiatry 杂志也在同期发表了

专 门 评 论 文 章 “Behavioral and Pharmacological Strategies for Weakening 

Maladaptive Reward Memories: A New Approach to Treating a Cor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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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in Tobacco Use Disorder（使用行为学和药理学策略减弱病理性奖赏记

忆的：一种新的针对吸烟成瘾核心发病机制的治疗手段）”，认为这些研究发现

改变了病理性成瘾记忆一旦形成就难以消除的传统观点，找到了消除物质成瘾核

心病理机制的治疗手段，是我们向治疗吸烟成瘾及其他的物质成瘾迈出的标志性

一步。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的薛言学副研究员和我院的邓佳慧博士为

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陆林教授为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和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的经费支持。 

（睡眠医学科 邓佳慧） 

北京大学和医学部领导春节前赴我院进行走访慰问 

2017 年 1 月 24 日下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大

学党委副书记敖英芳，大学副校长、总务长王仰麟，医学部主任詹启敏，医学部

党委书记刘玉村，理学部主任饶毅，医学部副主任、两办主任肖渊等二十余位北

京大学及医学部领导到我院进行春节前的走访，并对医院职工进行慰问。 

北京大学和医学部领导在院长陆林，党委书记王向群，副院长董问天、郭延

庆等人陪同下，先后走访了重点实验室、睡眠医学科、特诊科、综合一科、儿童

病房、老年科和门诊，对坚守在岗位上的医护人员表示慰问。我院工作人员也对

领导的慰问与关心表示感谢。 

领导们表示，医护工作者十分辛苦，希望大家保重身体，并祝福大家新春快

乐、阖家幸福。                                 （党院办  刘泉伶 张霞） 

 

携手并进，赢战鸡年 

——我院召开 2016 年总结表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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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24 日下午，我院 2016 年总结表彰会在英魁厅召开。会议由董

问天副院长主持。我院党政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各职能处室、临床科室及研究室

的负责人，各部门考核优秀及获奖人员代表等近百人参会。 

首先，我院陆林院长做 2016 年工作总结。他结合“两学一做”教育活动，改

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等内容，从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对医院 2016 年

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与分析。然后，王向群书记从医院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等

方面做 2017 年工作计划汇报。 

在颁奖环节中，刘靖副书记宣布 2016 年考核优秀职工名单，院领导为考核

优秀职工颁发证书。随后，廖金敏、张雪梅和魏屹分别代表医疗、护理和管理岗

位的考核优秀人员发言，分享自身的工作体会和感受。陆林院长宣布 2016 年获

院长会特别奖集体及个人，院领导为获奖集体及个人颁发证书。此奖旨在表彰过

去的一年中对医院建设发展有重要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其中集体奖为咬文嚼

字奖——优秀病历点评核心专家组；口传心授奖——教学门诊团队；价格守护者

——医保（物价）办；医患双赢奖——老年病房；乐眠筑梦奖——睡眠医学科和

勇往直前奖——科研秘书团队。个人奖的共同富裕奖由张岱、陆林、于欣三位老

师获得，青年才俊奖由李俊、刘璐获得，彭卓获得默默奉献奖。 

王向群书记宣布 2016 年第九届金笔奖及科普宣传奖名单，院领导为获奖的

集体及个人颁发证书，并请获奖代表依次上台领奖。此奖项旨在表彰过去的一年

中对医院新闻宣传、健康科普工作有重要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最后，董问天

副院长宣布 2016 年度其他获奖名单，至此，表彰会圆满结束！ 

新的一年，北大六院人将继续携手共进，在精神卫生领域再创佳绩！ 

（党院办  刘泉伶 张霞） 



4 

 

 

 

2017 年新春贺词 

雄鸡唱晓，转眼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在大家的关注中度过了硕果累累的

2016 年，我们将满怀期许地迎来丁酉年新春。在这辞旧迎新、欢乐祥和的美好

时刻，我们谨代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领导班子向全院职工以及节日期间仍要坚守

岗位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及其家人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向一直以来支持

北大六院建设与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患者及家属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和美好的祝愿！ 

在 2016 年中，经过医院全体职工的努力，在科学规范的管理下，北京大学

第六医院连续七年获得中国医院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精神医学专科首位，在中国

医学科学院发布的“2016 年度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中蝉联精神医学学科

第一。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始终秉承“以科学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的理念，凝心聚力，

加快建设，促进发展。2016 年医院党委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赴

延安革命老区学习革命精神，并将先进的精神卫生理念和服务带到革命老区；开

展“医德医风建设”对话活动，将行动落到实处，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切实提高

医疗服务水平，改善患者看病就医体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与京蒙对口支援、

援黔医疗卫生对口帮扶等精准扶贫工作，为实现国家精神卫生事业的协同发展做

出努力。 

在 2016 年中，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医疗服务量持续攀升，全院门诊人次近 30

万，医疗效率和质量持续提升。教学工作再开新篇：精神科专科医师培养正式启

动，招生宣传和在职研究生招生取得突破进展，研究生导师能力进一步提升。科

研工作再创佳绩：获批科研项目经费及数量再创新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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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市脑计划等喜获资助；在国际上发表科研论文质量

和数量稳步提升，多个课题组在 JAMA Psychiatry，Mol Psychiatry 等权威杂志上

发表数篇重要学术论文。2016 年底，北大六院分院扩建工程正式封顶。医院经

济管理、行政管理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获得上级部门和业界同行的广

泛认可。 

风正潮平，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更须策马加鞭。2017 年，北京大学

第六医院将以建设国家精神卫生中心为目标，立足精神卫生及相关领域，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推进“心理健康中国”建设，为中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院    长：陆  林 

党委书记：王向群 

2017 年春 

新春迎金鸡，欢喜大拜年 

——我院领导给医院职工拜年 

2017 年 1 月 26 日是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院院长陆林，党委书记王

向群，副院长董问天、姚贵忠带领职能处室干部来到医院各职能部门和科室，向

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的职工拜年。 

领导们对医院职工的辛勤工作表示慰问，并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党院办  刘泉伶 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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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除夕，护卫健康 

——我院领导除夕慰问医院值班人员 

    2017 年 1 月 27 日是农历除夕，我院值班人员坚守在除夕护卫健康的第一线。

他们将病房装扮的红红火火，春意十足，今天，他们将和患者共度除夕，让患者

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陆林院长、刘靖副书记等领导来到医院，向节日期间仍然坚守在岗位上的值

班人员送去春节的祝福。陆院长一行分别到各个病房，询问了值班人员的工作情

况以及住院患者的情况，对值班人员牺牲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岗位、护卫患

者健康的精神表示感谢，并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党院办  刘泉伶 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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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隆重召开离退休职工迎新春联欢会 

1 月 17 日上午，我院离退休办公室组织了一年一度的离退休职工迎新春联欢

会。联欢会由我院离退休办公室主任李晓霓主持，各位院领导、职能处室负责人

和离退办工作人员与 70 多位离退休人员欢聚一堂，气氛热烈。 

首先，陆林院长致词，他总结回顾了我院 2016 年整体工作，并展望了 2017

年医院的中心工作。接着，各位院领导为“健康之星”、2017 年本命年的退休老

师等送上了祝福。在今年新增加的“灯谜会”环节上，各位离退休老师跃跃欲试，

快速抢答出了与新春有关的谜语。联欢会中穿插着由各位退休老师精心编排的舞

蹈及各种精彩节目，台上台下互动连连，不时传来阵阵笑声。最后，王向群书记

作了精彩的总结发言。 

联欢会后，参会人员合影留念，并共进了午餐，整个活动在愉快热烈的气氛

中圆满结束。  

我院离退休职工的队伍日益壮大，截至目前，我院已有 138 位离退休人员，

在日常的关心、慰问和帮助外，离退办每年组织春游、秋游及相应的文体娱乐活

动，丰富离退休老师们的生活，并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为离退休职工搭建了联络互

动平台，例如建立微信交流群、给远在海外的离退人员送去节日的祝福等。 

（离退休办公室  吕博雅）  

 

台湾阳明大学林庆波教授来我院进行学术交流 

2016 年 12 月 27-28 日，应睡眠医学科主任孙洪强教授的邀请，台湾阳明大

学林庆波教授来我院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学术交流。 

12 月 27 日下午，林教授在我院正谊厅做了题为“Reorganization of Brain 

Connectivity during Sleep”的学术汇报。首先，林教授针对核磁共振的原理进行了

讲解，并针对结构像核磁共振、功能像核磁共振和核磁共振血流成像在科研中的

不同应用进行了讲解，然后林教授以自己的科研结果为例介绍了核磁共振在睡眠

障碍等疾病中的应用和发现。报告结束后，我院和医学部的师生跟林教授就精神

疾病中功能核磁共振的研究做了进一步交流。12 月 28 日，林教授就睡眠医学科

承担的课题中涉及到核磁共振研究的部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同时，双方

分别就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合作需求的设想并达成合作意向，计划在未来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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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的合作内容落实到未来的课题研究中。 

林庆波教授简介： 

台湾阳明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现为 Brain connectivity, Frontier in 

Brain Imaging Method 副主编。长期致力于研发脑神经网路与功能影像技术以及

脑网络体（Brain connectome）相关技术研发与应用。迄今发表 SCI 论文百余篇，

论文总被引用超过五千次（H index=29）。 

（睡眠医学科  马运东 孙洪强） 

 

我院药剂科参与用药科普微电影拍摄活动 

为了提高药学工作者学习交流的积极性、展示药学工作者多姿多彩的工作风

貌、促进药学工作者对药学服务重要性的认知，同时普及合理用药知识，促进药

学人员科普能力的提升，2016 年 12 月，北京市药学会开展了关于用药科普微电

影活动，我院药剂科参加了此次活动。 

微电影围绕“解密-药物剂型与装置”为主题展开，我院药剂科以“给患者一片

蓝天”为命题，以普及精神科长效药物剂型知识为内容，拍摄形式生活化，寓教

于乐，真实展现患者对用药咨询的客观需求与药学人员应对的技巧与态度，突出

展现了正确的用药方法与技巧，如某些特殊药品的正确服用方法与注意事项等。

药剂科全体人员参与，拟订详细的拍摄剧本，设定故事情节，分工合作，出演角

色。药剂科全体成员期望通过微电影交流的形式，让大众轻松掌握精神科所涉及

的药品知识，，安全用药，提高药物疗效。 

通过参加此次微电影科普活动，加强了药学人员、医护人员、患者与大众、

以及药品研发与管理者等多方的对话与沟通，从而促进药学服务整体水平的提升。

通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选，我院药剂科拍摄的微电影获得了此次活动的优秀奖。

我们也希望借微电影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示药学团队、药品管理、药学服务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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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等发展变革的光辉历程，激励药学工作者积极开展实践与创新活动。 

                                                 （药剂科  杨畅） 

 

鸡鸣报新春，歌舞共欢腾 

——我院举办 2017 年春节联欢会 

 

2017 年 1 月 24 日下午，我院举办了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我院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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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科室职工欢聚一堂，共贺新年。丰富多彩的表演形式，活泼向上的舞台气氛，

充分展现了医院职工良好的精神面貌。 

首先，离退休老师们带来的舞蹈《祝酒歌》和门诊部舞蹈《红红的日子》将

晚会的气氛瞬间提到了高潮；接着，康复中心和绿丝带志愿者协会带来了武术表

演《八段锦》，儿童心理卫生中心带来舞蹈《鸡年大吉》给大家欢喜大拜年；随

后，医技科和特诊病房带来舞蹈《釜山行》，动感十足；接着，综合一科表演的

舞蹈《吉米来唱》，反串表演让人忍俊不禁；综合三科带来温情歌曲《和你一样》，

临床心理科带来舞蹈《大海航行靠舵手》，激起了大家斗志昂扬的精气神；老年

科带来情景剧歌舞《当我们老了》，讲述发生在老年科的温情故事；综合二科的

舞蹈《咋了咋了》、睡眠医学科的舞蹈《good boy》以及药剂科舞蹈《HULA》给

本台晚会带来了动感青春的氛围，大家连连鼓掌叫好，最后，行政后勤、科研教

学工会小组带来歌曲《小梦想，大梦想》，为本台晚会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北大六院人将继续

秉承“以科学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的院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赢战鸡年，携手

共进，再创佳绩！                               （党院办  刘泉伶 张霞） 

我院召开医院布局规划研讨会 

为进一步推荐医院建设，切实落实“十三五”期间医院发展规划，保障北京

大学第六医院异地扩建工程内装修工程的顺利开展，做好新院区和老院区功能的

合理布局，扎实推进国家精神卫生中心的建设，我院于 2017 年 2 月 10 日在门诊

楼正谊厅举行医院布局规划研讨会。我院党政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各研究室主

任、各临床科室主任及护士长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王向群书记主持。 

首先，董问天副院长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布局规划”为题，从新院区和老

院区的面积、新院区设计概况、分院功能设置、具体楼层分布以及新老院区的布

局设想几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地介绍。随后，姚贵忠副院长介绍了分院及老院区医

疗工作布局的设想，重点介绍了医院设置一期临床试验病房和急诊留观病房设想，

解释了医院医疗布局的设置考虑， 

在两位领导的介绍之后，参会的各位老师在王向群书记的主持下针对医院的

布局规划进行了讨论。各位老师分别针对临床与科研的融合发展，新院布局与学

科的建设，学科组团队为框架的科室建设，部分新增科室的布局和建设，职工食

堂设置等方面的内容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最后，陆林院长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新院和老院是一个整体，在布局上要考

虑到学科的发展以及临床和科研的融合，希望各位老师站在医院和学科发展的角

度多提出建议。对于医院的规模和床位设置，他表示要以合理的大小获取最优的

利益，同时满足科研和教学的需求。 

王向群书记表示，研讨会是布局规划的开始，医院也会采取多种途径征求各

位老师的意见，希望各位老师多提意见、建议，共同促进国家精神卫生中心的建

设。                                            （党院办  孙思伟 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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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淀提高，砥砺前行 

——我院召开职能部门干部述职评议会 

2017 年 2 月 17 日下午，我院在英魁厅召开职能部门干部述职评议会。会议

由党委副书记刘靖主持，我院党政领导、党委委员、临床科室正副主任、正副护

士长、研究室正副主任等 50 余名干部参加，9 名职能处室正职干部进行了述职。 

首先，陆林院长讲话。他首先感谢上一年所有职能处室在 2016 年中对医院

各方面工作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并对医院中层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大家要

勇于创新、勇于担当，在新的一年带领各职能处室为医院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随后，9 名职能处室正职干部：总会计师、计财处处长李秀华，党院办主任

张霞，人事处处长李晓霓，医务处处长佘永军，护理部主任王涌，科研处处长陈

冬雪，教育处处长王丰，总务处处长黄文升以及公共卫生事业部主任马宁，依次

按照汇报要求，从科室工作概况、2016 年工作亮点、工作改进与创新、不足与

困难以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5 各方面进行了汇报。 

最后，王向群书记讲话。他对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及相关科室工作人员一年来

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希望新的一年大家能够再接再厉，继续推进医院工作更好

更快地发展。会议结束后，参会代表将评议表投入投票箱，至此，此次职能部门

干部述职评议会圆满结束。                       （党院办  刘泉伶 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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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同道赴我院进行交流 

2017 年 2 月 17 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温浩、临床医学院常务

副院长郑宏、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主任伊琦忠，专业学科建设部副主任蒲红伟，

专业学科建设部干事郑晓洁一行五人来我院进行交流。我院陆林院长、姚贵忠副

院长、岳伟华副院长、党院办张霞主任参加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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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林院长对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同道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陆林院长

介绍了我院的基本情况并系统地为来宾介绍了我院院际合作的形式和背景。接着，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温浩从地理位置、医院文化、病床及设备、人才

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系统地介绍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基本情况，

特别对该院精神科的情况和开展的工作进行了介绍。温院长希望我院能够为新疆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发展提供指导，特别希望在精神专科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等方面提供支持与帮助。我院参会人员针对来宾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与回应，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此次合作交流会圆满结束。 

（党院办  刘泉伶 张霞） 

 

我院甘一方主任医师参加国家卫计委离退局 

“京医百名老专家智力支持海南”项目工作交流会 

2017 年 2 月 17 日上午，国家卫生计生委离退局组织召开了“京医百名老专

家智力支持海南”项目工作交流会，来自十三家在京委属委管医院的老干部工作

主要负责人及老专家代表出席会议并进行交流。会议由国家卫生计委离退局副局

长朱尧耿主持。 

“京医百名老专家智力支持海南”项目是为贯彻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

进一步支持海南省卫生计生事业改革发展，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离退局选派委属委

管医院百名老专家分批赴海南开展的为期 1-6 个月的智力支持活动，是落实国家

卫生计生委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建设国际旅游岛医疗卫生事业合作协议》的重要

举措。该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在三亚市正式启动，已先后派出两批共三十余

名老专家分赴三亚、万宁、东方、陵水等市县相关医疗机构，开展门诊、示范性

手术、带教查房以及学术讲座等智力帮扶活动，以提升受援医疗机构的临床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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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水平和专科能力，更好地为海南本地群众和游客们提供优质医疗保健服务。 

交流会上，老专家代表从不同角度对帮扶工作进行了汇报。我院甘一方主任

医师作为第二批完成支持任务返京的老专家代表，就他在海南的工作情况进行了

汇报交流。甘一方主任医师于 2017 年 1 月 5 日赴三亚市人民医院进行了为期一

个月的帮扶活动，以门诊、会诊、授课等多种形式帮助当地医院建设精神心理科。

帮扶期间，甘大夫还多次自发自愿前往三亚市慢性病防治中心进行学术交流。他

充分肯定了这项活动的现实意义，并建议前往帮扶工作的老专家们要充分尊重当

地的工作节奏，结合帮扶医院的实际情况，积极融入当地的工作氛围，逐步提高、

改善海南的医疗水平，使帮扶活动常态化、持续化。甘一方主任医师的汇报得到

了朱尧耿副局长的高度赞赏和充分肯定。朱尧耿副局长指示，老专家们应当像甘

大夫一样，按需工作，无缝对接，及时总结报告。坚持退休不褪色，继续发挥老

专家的各项优势，认真完成好诊疗和教学任务，积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

量，为健康海南做出应有的贡献。 

国家卫计委离退局根据海南当地医院的需求，将于 3 月派出第三批老专家分

赴五指山、琼海、万宁等地，继续深入开展健康扶贫工作。 

（离退休办公室  贾焱） 

 

主    编：王向群 

副 主 编：刘  靖 

责任编辑：张  霞 

 编    辑：刘泉伶 

何小璐 

孙思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