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28日，第四届“上电杯”全国
科技翻译大赛颁奖典礼以线上会议的
形式举行。上海市科协学术部副部长
葛朝晖，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服务委员
会秘书长顾小放，上海市科技翻译学
会资深顾问、前理事长、《上海翻译》名
誉主编方梦之教授，中国科学院科技
翻译协会秘书长李伟格，上海外国语
大学语料库研究院院长、上海市科技
翻译学会常务副理事长胡开宝教授，
科大讯飞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刘俊
华，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翁国强教授等多位科研院所和兄
弟院校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以及大赛
选手共 6000多人在线上参加此次活
动。开幕式由上海电力大学外国语学
院院长、市科技翻译学会副理事、第四
届“上电杯”全国科技翻译大赛组委会
秘书长潘卫民教授主持。

全球化时代，科技翻译为技术的
传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上电
杯”全国科技翻译大赛旨在以“新文
科”专业建设为背景，主动对接能源电
力强国战略和文化建设，提升能源电
力强国软实力，进一步加强各高校之
间的科技翻译交流及学术共同体构
建，进一步推动我国科技翻译人才培
养和成果转化，促进科技翻译健康发
展。自 2018年至今，上海市科技翻译
学会举办、上海电力大学承办科技翻
译竞赛已达 4届，报名人次逐年增加，
参赛选手热情和规模空前，参赛人数
已达 57000多人次，赛事影响力呈现
国际化特征。

大赛以“科技”为主题，强化了科
研院所和各兄弟高校间的科技共同体
意识，进一步促进了科研院所和各兄
弟高校间的交流。据统计，此次大赛有
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
等国家 905家单位共 23203人次报名
参赛，其中英译汉 12853人次，汉译英
10350人次，选手于 2021年 10月 28～
29日网上答题参赛。经机器初评和专
家人工评阅相结合，全程采用盲评制，
最终评选出：“英译汉”和“汉译英”组
一等奖各 1名，二等奖各 6名，三等奖
各 15名，优胜奖分别为 88名和 86名，
优秀指导教师 71名；此外，还有 50个
单位荣获“优秀组织奖”。

大赛在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
者协会和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服务委员
会的指导下，由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
主办、上海电力大学承办、试译宝协
办、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立项资助，并
得到上海一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环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赞助支持。

开幕式上，葛朝晖、顾小放、方梦之分别致辞。主旨发言由翁
国强教授主持。李伟格秘书长首先对本届大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
贺。“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成果回顾”环节，从中
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的翻译成果，策划、编辑、出版《李佩画
册》《郑哲敏画册》，期刊及翻译队伍 4个维度与参会者展开对话。
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创始人、译坛前辈李佩先生追本
穷源、一丝不苟的严肃治学态度令与会人员无不深受感动。李伟
格指出，广大参赛选手应通过这次竞赛，增强自信、树立目标，与
中国的科技事业一起成长，并表达了对助推科技翻译人才培养的
殷切希望。

胡开宝教授就“新技术视域下翻译研究的发展：现状、问题与
未来”做了主旨发言。他认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并
将继续影响和改变翻译行业的整体面貌，并提出推进新技术视域
下翻译研究的路径：大力推进机器翻译伦理研究；开展基于多语
种、多语对的翻译语言特征研究；构建翻译过程实验研究的理论
模型和方法论体系；从搭配和语义韵以及意象和人物形象再现角
度研究译者风格，分析译者风格的历时演变及其成因；开展翻译
影响意识形态的实证研究，揭示翻译对意识形态产生反作用的路
径和机制。

刘俊华在“机器翻译技术最新进展及挑战”的发言中回顾了
机器翻译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当前语音翻译技术的最新进展情
况、当前机器翻译的产业化应用等情况，以及发展趋势和目前面
临的挑战。刘俊华认为，机器翻译是让机器自动完成不同语言之
间的自动翻译，最终实现任意时间、任意地点、任意语言之间的无
障碍自由通信，是人类长期以来的梦想，也是实现“一带一路”语
言互通的关键技术支撑。潘卫民院长以“译者数字素养与‘上电
杯’全国科技翻译竞赛揭秘”为题，以译者数字素养为切入点，强
调“数字素养利用设备，但不能全靠设备；不可过于强调技术的作
用，而忽略译者的主体性；人机交互、人机合作才是未来科技翻译
发展的方向”，并重点介绍了“上电杯”全国科技翻译竞赛赛事概
况及阅卷教师在机器阅卷后发挥的不可替代作用。潘院长指出，
上海电力大学虽以能源电力为特色、以工科见长，但学校和外国
语学院一直高度重视科技翻译工作。此次大赛后，上海电力大学
将站位更高、服务科技翻译进步意识更强，一定把“上电杯”科技
翻译竞赛举办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

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会理事长何刚强
对此届赛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他说，试卷有难度，
大赛高水准；参赛选手所在地域、高校分布广，翻译水平高；大赛
机制成熟，组织有条不紊。他建议将科幻类体裁、“大科技”概念及
翻译的艺术属性等作为下一届竞赛内容。

本报记者王阳通讯员张芳芳摆贵勤

12月 26日，“奋进新时代，迎接二十大，筑梦再出发
——2022 年上海市健康科技协会工作研讨会”举办。会
上，多位专家热议非药物疗法等话题，强调健康与医疗
领域整合创新的重要性，对协会明年的工作进行了谋划
与展望。会上,通过了协会成立中西医非药物创新疗法整
合发展专委会的决定。

协会创始会长王正良指出，明年是“十四五”全面展
开的第二年，还将迎来党的二十大的召开。协会要团结
各方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在健康科技领域奏响创新驱
动发展、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主旋律。协会副会长杨铁
毅在讲话中强调了整合发展及各专委会合作交流的重
要性，举例说明跨学科、跨领域的学科交叉能够助力健
康医疗创新多出成果。

现代冥想守正创新成果获得广泛好评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协会中西医非药物
创新疗法整合发展专委会主任委员贾立军专题介绍了

“现代冥想辅助新冠疫情防控项目”，并就非药物创新疗
法整合发展谈了自己的认识。

现代冥想有机整合了中医的天人合一理论、情志理
论和扶正理论，充分利用了传统医学的自然疗法和音乐
疗法，并结合了现代身心医学和心理治疗中的重要理论
与实践，从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放松减压与疾病辅助治疗
新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了有效舒缓社会各阶层的巨
大身心压力和焦虑恐慌情绪，由市医学会会长徐建光教
授担任总顾问，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贾立军研究员
领衔，在中共上海市徐汇区委组织部的协调支持下，联
合多家单位的专业人士，制作发布了“现代冥想辅助新
冠肺炎防控”系列中英文版专辑，包括现代冥想辅助新
冠肺炎康复、现代冥想辅助医务人员抗疫、现代冥想大
众身心舒缓保健等内容。

专辑发布后，新冠患者、医务人员与社会大众就其
使用效果给予积极反馈和高度评价。专家论证认为，此
次推出的系列现代冥想辅助新冠肺炎防控专辑，秉持

“非药物康复疗法”理念，是中西医结合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中的一个特色与亮点，也是中医守正创新的优秀
代表项目。

现代冥想项目的创新性、简便性与普适性成为专家
共识。大家普遍认为，该项目实现了医学与人文艺术的
跨界融合，经过疫情防控阶段的实践检验，体现出良好

的临床转化价值。建议在未来的工作中，项目组可开展
多中心、多病种、多领域的临床观察，以期满足更广泛的
人群需求，为项目提供扎实的循证医学依据；另外，专家
建议项目组可着重开展冥想效应的相关脑科学基础研
究和精神卫生领域的应用研究，以期形成疗效确切、机
制清晰的情志调节干预新模式，为国家“十四五”健康中
国目标的实现贡献中医力量。

揭示间歇断食对人体的潜在获益

据介绍，贾立军团队多年来致力非药物疗法的研
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贾立军研究员和
季光教授团队联合的“辟谷”研究成果以论文的方式在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杂志发表，研究揭示
间歇断食对人体的安全性和潜在获益。

“辟谷”又称去谷、休粮，是在一定时间内断食的传
统养生方式，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1973 年湖南长沙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去谷食气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辟
谷著作，书中记载了辟谷的理论、方法和益处。辟谷当前
在国内外一定范围内流行，是民众采用较多的传统养生
术之一。但由于缺乏严格设计的临床研究，其安全性、有
效性、生物学效应机制等关键科学问题尚不清楚。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在全社会普及
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强化健康教育，建立
预防为主理念。在这一政策指导下，贾立军和季光团队
联合研究成果，为辟谷对人体的安全性和潜在获益提供
了临床证据。

该研究入组了41名具有辟谷经验的健康志愿者，在
专业医护人员的陪护及指导下完成。辟谷方案采用持续
5天仅饮水的方式进行。完成辟谷后，研究人员根据每位
志愿者每日正常热量需求的30%、60%、100%分3天逐渐
完成饮食恢复，并于复食后第一个月和第三个月进行跟
踪随访。临床试验期间，医护人员按时严格对受试者的
生命体征和心理状况进行评估，同时采集其血液、尿液
等标本进行常规检测和代谢组学分析。

结果发现：5 天仅饮水的辟谷方案在健康人群中安
全可行。辟谷期间，所有受试者未发生低血糖相关不良
反应，无明显不适主诉。同时，检测未发现肝肾功能异
常，血常规结果在正常范围内波动。辟谷可显著改善受
试者的体重、腰围、BMI、血压、血糖等代谢综合征相关的
危险因素。辟谷可有效改善衰老相关风险标志物，包括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胰岛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
1）等。辟谷可引起血清中具有抗老化和抗炎特性的β-羟
基丁酸水平显著升高。辟谷可引起具有抗炎作用的调节
性 T 细胞（Treg）水平显著升高，并在辟谷结束后 3 个月

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研究人员进一步利用代谢组学阐明能量限制期间

糖、脂和氨基酸的变化。通路分析发现：糖酵解通路被抑
制而三羧酸循环通路被激活；脂肪分解和酮体合成增
强，包括β-羟基丁酸上调51倍、乙酰乙酸上调31倍；支
链氨基酸包括缬氨酸和亮氨酸显著增加。这表明，机体
在能量限制导致血糖下降后，可以利用脂、酮体和氨基
酸产能，以维持机体重要的生命活动。

该研究证实，在专业医护人员的陪护和指导下，针
对具有辟谷经验的健康人群，5 天仅饮水的辟谷方案安
全可行。同时，该辟谷方案可有效改善衰老、代谢综合征
及炎症等标志物，对相关疾病具有潜在的防治作用。同
时，该研究也提醒民众，辟谷作为一种传统养生方式，需
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和陪护下完成，不建议普通大众
自主练习。

细胞康复与治疗科技应当乘势而上

罗敏博士在讲话中介绍了协会细胞康复与治疗专委
会工作情况。该专委会由复旦医学细胞康复校企联合研究
中心发起成立。他说，近年来，国际干细胞研究领域不断有
重要突破，如利用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培育出肝脏、胆管
和胰脏3种迷你器官；鉴定出人类血液干细胞的关键调节
因子，激活后可以显著提升血液干细胞在体外的自我更新
能力；揭示了如何利用干细胞来培养成熟的胰岛素生成细
胞，找到干细胞治疗Ⅰ型糖尿病的新方法等等。

专委会将依托复旦大学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学科资
源，助力细胞康复领域的协同创新，倡导产学研结合，谋
划开展健康中国长三角松江知青养老健康科技城项目
和健康促进中国行医用特种车辆（流动医院）项目。“流
动医院”将车载青少年抑郁症筛查检测系统与康复系
统，车载乳腺癌、宫颈癌筛查检测系统与预防系统，车载
老年痴呆症筛查检测系统与康复系统，车载干细胞修复
与再生技术支持系统等。

王晓军、朱福、吕军、徐芳、何克新、曹蓝等来自健康
医疗领域的专家和从业者也作了交流发言。曹蓝在发言
中介绍了新职业“健康照护师”职业认证和培训的社会
需求情况，以及他们在健康照护志愿者培训方面的经
验。市健康科技协会全龄照护专业委员会联合市志愿服
务公益基金会和浦东养老发展研究院及附属养老机构，
携手打造“志愿服务+养老”服务生态圈，培养具有专业
性和实操性的老年照护志愿者，在全市逐步建立多元化
的老年照护志愿服务队，在助医、助餐、助洁、助行等方
面提供常态化、专业化的养老志愿服务，让志愿服务打
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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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非药物疗法 走健康科技整合创新之路
市健康科技协会年度工作会研讨大健康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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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学会全体成员单位共同成
长、一起进步的一年。值得欣慰的是，我们
携手为振兴茶产业、提升茶科技、普及茶
文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闵行区茶叶学
会负责人张红燕日前对记者说，我们开展
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和科普活动，几乎
每个月都有活动，各项工作都呈现出上升
态势。

助力茶艺师职业技能培训

12月 10日，由闵行区茶叶学会牵头组
建的上海市技师协会茶业专业委员会成
立。在成立大会上，市技师协会与闵行区
科协领导到会祝贺并讲话。会议认为，上
海集聚了众多的茶业从业人员，既有专
家、学者，也有评茶、茶艺、制茶等专业教
师，还有众多的爱茶、识茶、懂茶人士，他
们为上海的“四个品牌”建设贡献着自己
的智慧与力量。上海目前拥有二级以上专
业技能证书和中级以上专业职称的茶界
从业人员数百人，通过上海市技师协会茶
业专业委员会搭建平台、健全机制，能够
加快推动新兴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强茶叶
从业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技能人才在
企业中的龙头作用。会议选举产生专委会
主任张大年，副主任郭勤、黄立新、张扬、
张红燕，秘书长张红燕。

12月 13日，2021年闵行区职业技能竞
赛展示活动举行。闵行区茶叶学会与上海
市技师协会茶业专业委员会作为技术支持
单位承担评茶员与茶艺师比赛项目的组织
工作。

事实上，一年来学会始终在做专业人
才培养工作。1月 3日，学会与上海市业余
科技学院合作举办的茶学科艺高级研修
班——茶学美学课程第一期圆满结业。6
月 11—14日，学会牵头、珉茶浍公司组织
的慧来学府“武夷茶游学”第一期课程成
功举办，刘国英、张渤、林燕萍等著名专
家学者亲自授课。学会在黄浦区茶文化
协会的支持下，于 8月 23日处暑节气，在
老上海茶馆举行 2020年上海市“四大品
牌”比赛项目评茶员颁奖茶话会。9月 24
日，为 2020年“四大品牌”职业技能大赛
展示类项目茶艺品鉴的获奖选手和指导
教练颁奖。

着力开展茶科普与文化传播

学会开展的茶科普与中国传统文化紧
密结合，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迎与好评。如
6月 11日，学会受邀在闵行区浦锦街道芳
菲舍开展主题为“唐风宋韵茶艺及茶器导
赏”活动，受到各界人士称赞。

活动现场，在悠扬的古琴曲声中，学会
茶艺技师徐徐解读唐代茶圣陆羽的《茶
经》，包括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
五之煮等，重点讲解了唐朝茶器具茶碾、罗
合、水方、鹾簋、交床、碗、盏等，同时现场
PPT做了古文复原呈现。接着，又为茶友们
介绍点茶器具从北宋到南宋的发展演变，
回答茶友们的提问，并且现场演示宋徽宗

《大观茶论》中的七汤点茶法；同时展示了
研习《大观茶论》十多年的水丹青技法，画
了一朵写意白玉兰，书写了篆书“茶”。现场
还邀请每一位来宾吃点茶，体验宋式点茶

“香甘重滑”之益。
活动特别注重互动体验，与亲子活动

结合开展。因此，“唐风宋韵”被上海市及多
个区列入公共文化内容供给主体名录，已
有闵行区的浦锦、新虹及松江区的方松街
道点单，为市民送去茶文化大餐。

学会结合中国的传统节气和特殊日子
开展了一系列活动。2月 4日立春节气，组
织了白茶品鉴会。学会高级顾问、黄隆泰茶
文化大师工作室首席技师张大年为活动参
与者讲解了有关白茶知识。3月 8日国际劳
动妇女节，受新虹街道之邀，为富力集团的
白领女性作红茶的分享和茶文化传播课
程，受到大家欢迎。4月 19日，学会在副会
长单位明泉国际108茶城，邀请闵行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食品所所长王辉为会员作“茶
业经营相关法律要求”讲座，本次活动也是
学会全民饮茶日暨国际茶日活动的组成部
分。4月 26日，全民饮茶日暨国际茶日之
际，学会受邀走进海丽达春申幼儿园，与大
班的小朋友们一起走进乌龙茶的世界，探
究一番茶天地。6月 21日夏至节气，学会受
邀参加白沙溪大师工坊千两茶开杠大典暨
安化茶旅产业融合高峰论坛。

学会各种茶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常

态化。3月 7日，学会发起人之一钱海燕为
学会理事单位久木公司创建的兰星谷美
学思集空间揭牌。5月 21日，学会组织 20
多名会员参加在浙江杭州举行的第四届
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几位高级顾问也莅
临展会。5月 27日，云南省陶瓷研究会会
长殷海疆先生带来数款颇有年代感的普
洱老茶，与学会领导及部分茶界资深老师
品鉴交流。8月 1日，学会携手金山区茶文
化交流协会在学会理事单位棠棣书院举
行“助力乡村振兴、推动沪滇合作——蟠
桃嘉会”。9月 24日，学会召开一届七次理
事会，增补白沙溪公司、优乾文化传播公
司为理事单位，增聘马力、黄蔚先生为学
会顾问，聘请钱海燕为学会副秘书长；同
日，举行第三届“海上茗谭”学术年会，这
也是闵行区第十届学术年会入选项目，共
收到 22篇论文，总体水平较高，未来将成
为学会长期年度活动。

2022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展望明年工作，学会将在学术交流、科
学普及和服务科技创新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同时做好学会自身组织建设工作。

张红燕表示，学会积极争取继续作为
技术支持单位，承担 2022年上海市职业技
能比赛（闵行区）中茶艺师与评茶员的各项
组织工作；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
前提下，组织会员深入云南、福建、广西、广
东、湖南、江西等产茶地区，开展丰富多彩
的茶游学活动；继续办好茶学科艺高级研
修班——茶学美学课程，为会员提供形式
多样、兼容并蓄的学习内容；继续做好文化
服务采购平台的供应工作，在区域上争取
更大的突破，在内容上坚持不断的创新；在
人才培养上，依托上海市技师协会茶叶专
业委员会为会员（尤其是具有高级以上职
业技能的会员）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和交流
平台；为企事业单位员工、机关工作人员、
各级各类学校学生、街镇居村民送去更丰
富的茶科普精神食粮；尽早策划、准备 2022
年第四届“海上茗谭”学术年会，争取得到
区科协的一如既往支持；充分利用学会资
源，积极申报2022年闵行区科普活动项目；
做好学会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秘书处力
量，定期或不定期地走访会员（特别是理
事）单位，为会员单位及个人提供切实有效
的服务。

淡中有味茶偏好 清茗一杯情更真
——闵行区茶叶学会2021年度工作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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