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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召开五届十八次常务理事会议

2020年 10月 23日，云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召开五届十八次常务理事会议（网络会议），

14名常务理事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研究关于成立日语分会事宜以及商讨日语分会拟任负责人名单。

在研读了日语分会成立申请书及分会拟作负责人简介后，所有与会常务理事均表示同意

成立日语分会及拟任负责人名单，并希望在条件成熟时，成立更多的分语种分会。

最后，施会长和赵秘书长指示秘书处参考办理俄语分会时的审批程序办理后续事宜。

云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日语分会成立大会
暨交流学习会顺利召开

云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于 2020年 11月 14日下午在昆明藤泽友谊馆举行了日语分会成立

大会暨交流学习会。协会会长施明辉、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松毓、常务副秘书长李凤霞和

秘书李婷婷出席了会议。来自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

南大学滇池学院、云南旅游职业学院、昆幼师专、云南农科院、昆明动物所、日本云南联谊

协会、能投等单位日语教育工作者、翻译从业者及高校研究生近 50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首先，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范广融向大家介绍了日语分会成立的契机和初衷，以及云南

日语教育界这十多年来的合作交流状况。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 40周年之后，中日关系渐趋佳

境，从国家层面来看，双方的经贸关系日益加深，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民间

交流交往日趋增多。同时，省内日语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建立日语分会的社会基础也得到了

夯实。此外，为了方便中日学术文化的交流，云南高校日语教师自发组成了云南日语研究会，

在昆明市日中友协及昆明藤泽友谊馆的支持下，每年承办大小数十场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学术

交流活动。加上由各高校组织的学术交流，政府和民间活动，实际交流规模和数量都非常可

观。在此背景之下，特向云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提出建立日语分会的申请，希望在云南省翻

译工作者协会的指导和支持下，在更加规范有序的环境中开展各类活动，为云南的翻译工作

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随后，云南译协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松毓在大会上宣读了云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关于

同意日语分会成立的批复文件。大会按照选举流程，现场举手表决通过日语分会第一届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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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推荐人选如下：会长：张丽花（云南大学教授），常务副会长：范广融（云南师范大学副

教授），副会长：杨翔（云南省商务厅二级调研员），杨佳（云南师范大学讲师），秘书长：

谭盈盈（云南大学滇池学院副教授），理事：温玉晶（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申

晶晶（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讲师），伍乐平（云南旅游职业学院副教授）。

新当选的日语分会会长张丽花在讲话提出了“教育工作者的情怀”这个概念，鼓励教育工

作者们不忘初心，将热血挥洒在教育第一线，为培养更多优秀的日语人才而不懈努力。

云南译协会长施明辉做了总结发言，特别介绍了此次会议的地点：藤泽友谊馆。1981年，

昆明市与日本藤泽市缔结友好城市，迈出昆明市对外开放的第一步。1986年 4月两市修建友

谊馆。作为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个与国外结为友好城市对的城市--日本藤泽，对于每个云南人

来说应该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 1981 年 11月，昆明和藤泽正式结为友好城市，在 2020 年

11月，云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在此成立日语分会也有了特别的意义。施会长对日语分会提出

了期望，希望大家发扬爱国之心，学以致用，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保卫我们的祖国，使祖国更

加繁荣昌盛。

最后，主持人谭盈盈宣布进入下一议程：来自云南大学的卢骁博士为大家进行学术演讲

------文化交涉学中的域外视角。

本次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落下帷幕，会议的顺利召开离不开各位会员的积极参与和分享，

相信日语分会在云南翻译工作者协会以及各位前辈老师的带领下，一定会走向一个更加美好

的明天，推动云南日语翻译事业的发展。

省社科联举办社科类社会组织

2020年度党支部书记培训班暨党建工作会议

2020年 12月 1～2日，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省社科联”）在云天花苑酒店举办

了为期两天的“省社科联社科类社会组织 2020年度党支部书记培训班暨党建工作会议”。省

社科联所属学会、协会、研究会的党支部书记或委员参加了会议。我会党支部组织委员张永

康参加了会议。

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邹文宏同志参加并主持了 12月 1日的会议，学会部金丽霞主

任代表省社科联作了开班动员讲话。学会部金丽霞主任和卜金荣主任先后主持了 12月 2日的

会议。

会议期间，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字振华同志、省直机关党校周磊老师、省委党校社会

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谭鑫教授和省社科联学会部金丽霞主任分别作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

作条例》学习辅导”、“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实务”、“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和“社科类社会组织工作”的专题讲座。云南省民族学

会、云南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云南省演讲学会和云南省领导科学决策研究会的党支部书记在

会上作了党建工作交流。

字振华处长就《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条例》的基本框架、

《条例》关于宣传工作定位作用、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条例》对各级党委承担的宣传工

作职责和党委宣传部承担的工作职责以及对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

社会组织等基层单位的宣传工作的明确规定作了学习辅导。周磊老师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支部

的工作历史，并对《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的重点内容和核心要义和党支部规

范化建设作了宣讲。谭鑫教授对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以及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精神作了认

真解读，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的重要指示，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把握新发展机遇，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进行党建工作交流的同志认为，党支部必须提高认识，坚定信念，提高政治站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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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主题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着力发挥党支部在社团组织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

模范带头作用，既抓党建，又抓业务，搞好学会的各项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

献力量。

第九届全国口译大赛（英语）云南赛区复赛”暨云南省高校

第五届“LSCAT杯”口译大赛决赛、第三届云南省“LSCAT
云译网杯”笔译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由中国翻译协会主办，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翻译协会语言服务创业创新

（LSCAT）中心云南分中心、云南智泉翻译有限公司承办，云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和云南省

外语教育学会协办的“第九届全国口译大赛（英语）云南赛区复赛”暨云南省高校第五届

“LSCAT杯”口译大赛决赛、第三届云南省“LSCAT云译网杯”笔译大赛决赛圆满落幕。来自全

省多个高校的 77名学生进入本次口译大赛云南省复赛，其中部分同学将代表云南省参加西部

大区赛；来自全省多个高校的 147名学生进入本次笔译大赛决赛，其中英译汉组 99人，汉译

英组 48人。

经过激烈角逐，本次口译大赛共产生 “口译之星”1名，一等奖 3名，二等奖 8名，三等

奖 19名。笔译大赛产生奖项如下：英译汉组：特等奖 1名，一等奖 6名，二等奖 12名，三

等奖 30名；汉译英组：特等奖 1名，一等奖 3名，二等奖 6名，三等奖 15名；

获得本次大赛优秀组织奖的单位为：云南大学，曲靖师范学院、西南林业大学。

本次大赛的成功举办，得益于组委会和专家组的辛苦付出、各参赛学校的积极宣传和组

织，以及所有参赛选手的积极参与。大赛不仅促进了云南省英语教学的发展，也为云南省各

高校学生英语学习提供了机会！2021年第四届云南省“LSCAT云译网杯”笔译大赛组委会将听

取大家的建议和意见，将在赛制、参赛人员分类等方面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变，欢迎各高校

和同学们届时踊跃参与！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点语汇英译参考（一）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外文局 ，作者中国外文局

为推动对外宣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国外文局所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

国翻译研究院启动中国翻译研究院重点翻译任务统筹工作机制，组织专家策划整理、翻译审

定了相关重点语汇，形成汉英对照版。第一批重点语汇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及新闻发布会内容提取，供业界及相关人员参考使用。

1.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

with Xi Jinping at the cor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whole Party to steer this giant
ship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range Goals Through 2035
3. 重要战略机遇期

an important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4.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momentous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5. “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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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eriod in which the timeframes of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converge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

China has come to a key moment for realiz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7. 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China’s economy is turning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8.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new development dynamic
9. 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引领地位 to define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as a foremost element of the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10.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to continu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11.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to take the commitment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strategic support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12. 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

to emphasize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13. 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

to implement the new theory of development in all fields and the entire process of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14. 把安全发展贯彻到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

to implement the idea of development with security in all fields and the entire process of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15. 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提出来

to set more notable and substantial progress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Chinese people as a
long-range goal
16.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to foster (form) a new double development dynamic, with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providing mutual reinforcement, and the former as the mainstay
17. 决胜全面小康取得的决定性成就

the decisive achievements China has made in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18.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the long-range prospect of basic realiza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y 2035
19.（规划《建议》）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纲领性文件，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The document will) serve as a guiding program as China sets out on a new journey toward ful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realizing its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a guide of action
for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five years and beyond.
20.“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2021-2025) will be the first five years during which China will
start a new journey toward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of ful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fter having achieved the First Centenary Goal of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