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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闭到自闭症的阻断机制研究”
启动仪式在豫章师范学院拉开帷幕

本报讯（记者 朱 兵 □ 刘明清）
4月8日,在江西省南昌市豫章师范学院
的宜萱剧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声势
浩大的主题为“从自闭到自闭症的阻断
机制研究”的启动发布会，此次发布会由
豫章师范学院主办。

江西省教育厅有关领导，南昌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龙国英，江西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副主任龚建平，江西中医药大学
党委书记徐兰宾，豫章师范学院党委书
记贺瑞虎，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何剑锋，江西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
员会分党组书记、副主任，江西省侨联党
组书记、主席张知明，江西省科学技术协
会主席史可，中国残联康复协会孤独症
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贾美香，中国
优生优育协会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
书荃，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主
任、中国儿童中心研究员梅建，江西省心
理学会理事长、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董圣鸿，江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研究会理事长、华东交通大学教授舒
曼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会议。

近20年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全球

范围内自闭症患病率均出现上升趋势，
约在1%左右。如美国在2004年患病率
为 1/166，2020年最新美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报道已经上升到 1/54。目前，我
国尚缺少有关自闭症儿童的大规模流行
病学调查研究，当前较为公认的自闭症
患病率约为0.7-1%。有报道统计，我国
现有自闭症儿童达300万以上。从儿童
被诊断为自闭症到漫长的康复过程，家
长面临的困境和压力不断增加，包括经
济上、心理上以及干预知识缺乏等诸多
困境。自闭症儿童能否得到有效康复，
关系到无数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
的文明进步。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自闭症诊疗
都是基于对外显核心症状的辨识，干预
则以消除这些外显症状、提高行为能力
为主要目标。自闭症的本质到底是什
么？自闭症出现一系列异于常人的外显
行为，核心原因是什么？至今学术界并
未有明确答案，自闭症依然被认为是一
种会伴随终身的精神疾病。

豫章师范学院“自闭症康复教育研
究中心”的成员们经过十三年的理论与
实践探索认为，自闭症是个体在特殊的

先天条件下，并受后天环境影响而产生
的主观意识下的人类社会客体环境缺失
所导致的社会属性发展障碍综合症，具
体表征为语言交流缺陷、社会互动缺陷、
重复刻板行为等广泛性发展障碍。自闭
症患者一系列异于常人的外显行为是源
于社会属性的缺失，他们缺乏的不是社
交能力，而是没有建立社交意识。“自闭”
是先天的极度沉迷或拥有过人专注力的
特质，是发展成自闭症的先决条件。自
闭症是由拥有“自闭”特质的人发展而来
的，但不是每一个拥有“自闭”特质的人
都会发展成自闭症，自闭症是后天产生
的。产生自闭症这一现象的机制，在于
自闭症人士缺少有人类社会活动的体
验。如果在后天环境中，通过大量社会
化活动的导向性教育，使他们进入到与
人的活动中来，积累大量与人的活动体
验，是可以将自闭症患者从主观意识上
极端沉迷于对物或事的体验，逐渐引导
其转向体验与人的活动，从而发展出社
会属性，并实现核心症状的康复。

基于以上认识，豫章师范学院联合
深圳盛大博林少儿康复中心开展“从自
闭到自闭症的阻断机制实证研究”，并召
开研究发布会暨自闭症康复教育宣导活
动。为了使此项研究更具科学性、全面
性、专业性和权威性，中心特别邀请了我
国著名的自闭症诊疗专家贾美香教授，
我国著名的儿童保健教育专家王书荃教
授以及中国心理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江
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董圣鸿
教授，华东交通大学心理素质教育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舒曼教授等共同组成了专
家小组，进行指导、监督。

此项研究主要面向江西省内的所有
自闭症儿童家长，拟在江西省范围内分三
期免费征集共3000例自闭症患者家长的
12周以内的婴儿，免费进行为期两年的
指导性干预或介入。通过对结果的统计，
来研究“从自闭到自闭症的阻断机制”，如
果成功，将对世界自闭症的重新认知提供
有效的实证数据，对解开自闭症这一人类
的世界性难题找到开启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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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交通大学心理素质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士，教授。中国
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督导师，中国心理学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江
西中小学（幼）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江西
项目组负责人。

董圣鸿

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学科建设办主任，教授，博
士，博士生导师，江西省心理与认知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高等
学校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统计测量分会副理事
长，江西省心理学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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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从事

儿科临床和儿童保健；20 世

纪 80 年代涉足儿童精神医学

和心理学领域，对儿童的研究

由单纯的医学模式转变为医

学—心理—社会模式；20世纪

90 年代调入了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进入了特殊教育领

域，工作重点是针对有各种问

题的儿童进行以生理为基础

的心理和教育研究。21 世纪

以来，着力推动 0-3 岁儿童的

早期综合发展。从业近50年，

一直从事儿童发展与发展中

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贾美香

1978 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
（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从医四十
年来，始终坚守一线，从事儿童及
青少年精神医学专业研究和精神
疾病诊断治疗，是我国最早发现、
诊断并积极推广孤独症临床治疗
技术的专家学者之一。在孤独症
的诊断、评估与制定干预性治疗康
复方案等领域代表了我国较高临
床水平，并积极倡导“婴幼儿期孤
独症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
干预”的理念，多次参与政府部门
关于儿童残疾筛查技术规范的制
定以及孤独症康复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
多项科研协作的课题；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及主编出版十
几本孤独症相关的专业书籍。现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中国残联
康复协会孤独症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会
长，中国残联福利基金会特邀理事，宋庆龄儿科医学奖专家评委会委员，中
华预防医学会早产儿优化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法院公告栏
李先洪：本院受理原告王兴勇诉你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在外，无法与你取得
联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
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桂阳、蔡国文：原告杨秋如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地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间、举证期间均为公告
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 9:3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王忠华：本院受理原告黄绍忠诉你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黔 2328 民初 1525 号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黔西南州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熊祖建：本院已受理了原告陈爱华诉你
（2021）鄂 2823 民 初 1253 号 离 婚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风险告
知书、婚姻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后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
证期分别在送达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
定于 2021年 7月 13日 14时 40分开庭审理，
逾期则缺席审理。

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
麻绍兵：原告龙丽与麻绍兵离婚纠纷一案，
本院于 2021年 2月 25日立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
知当事人诉讼风险、权力义务告知书、举
证、告知审判人员通知书、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于 2021年 6月 28日 9时 00分在本
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你未按时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张志强：本院受理的原告廖兴军等人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30 日，逾期不提交即视
为放弃答辩、举证。本案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上午 10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屈忠、史翠英：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弟光等人
诉你劳务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30日，逾期不提交即视为放弃
答辩、举证。本案于2021年6月22日上午11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史翠英：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仕果诉你劳务
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30 日，逾期不提交即视为放
弃答辩、举证。本案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下
午 14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审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王小琴、李学军：本院受理贵州安龙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铸鑫诚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李学军、王小琴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黔 2328 民初 79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
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宗大亮：本院受理周俊波诉宗大亮、谷冀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新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
刘通：本院受理原告冀臣忠、冀秀杰诉你和
张龙龙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马俊然：本院受理韩大中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于 2021 年 4 月 6 日作出(2021)川
1321 民初621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被
告马俊然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韩
大中人民币35000元并支付利息；二、驳回原
告韩大中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
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县复兴镇博古村 5组 25号马
欣：本院受理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由被告马欣于本判决生效十五日内向原告
微贷公司支付代为偿还借款本金 48393.52
元及利息、代为偿还分期手续费 560.07 元
及复息 131.81 元共计 691.88 元、律师费
4397 元；原告微贷公司享有对被告马欣名
下抵押起亚牌汽车（车牌号：川B355DH，车
架号 LJDMAA225G0339087）在拍卖、变卖
等方式处分的价款中享有优先受偿权。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 0922 民初 5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
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县东岳乡樟树村 1组 35号任
武：本院受理王艳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不准原告王艳君与被告任武离
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 0922民
初 3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
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县东岳乡兔生沟村 8组 7号陶
敏：本院受理杜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一、准予原告杜飞与被告陶敏离
婚；二、婚生子杜林泉、婚生女杜玉霞随原告
杜飞生活，并自行承担抚养费；三、驳回原告
杜飞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川0922民初3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石板镇观音村一组王
继柏：本院受理赵土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由被告王继柏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赵土修支付借款
10000 元及利息，利息从 2020 年 9 月 9 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资金利率计算至
付清之日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川 0922民初 56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县双溪乡朝真村 12组钟小勇：
本院受理王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准予原告王霞与被告钟小勇离婚。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县天仙镇窑坝村1组陈华均：本
院受理(2020)川 0922 民初 959、960 号你与
范建明、李从琼、税清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范建明、李从琼、税清弟请求判令你偿
还借款。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本案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 9：00
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
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三台县广利乡萧家沟村9组35号赵
先爱：本院受理(2020)川 0922民初 352号原
告陈德建与被告赵先爱离婚纠纷一案，原
告陈德建请求判令与被告赵先爱离婚。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案于 2020年 5月 7日 9：30在本院天仙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拍 卖 公 告

通许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 10
时至 2021年 5月 11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
通许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对通许县迎宾大道南段迎宾御花园小
区 9号楼 4单元 3层 301号房产进行第一次
公开拍卖活动。特此公告。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拍 卖 公 告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04 月
29 日 10 时至 2021 年 04 月 30 日 10 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尉氏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被执行人申乾龙名
下的车牌号为豫 K961E5 的车辆。详情请
参看尉氏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发布的相关调查资料。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8/07。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