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时珍杯”全国中医药翻译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实行中西医结合，先后推出八版全国新冠肺炎诊

疗方案，筛选出‘三药三方’等临床有效的中药西药和治疗办法，被多个国家借

鉴和使用。”“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

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并高度评价中医药

在这次全球抗疫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中医药的抗疫表现备受瞩目，正迎来自己

的高光时刻。在助力世界抗疫过程中，如何将中医药诊疗方案准确有效地翻译成

外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为进一步弘扬中医药文化，增强民族自信，促

进文明交流互鉴，使中医药更好地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推动中医药

外语翻译的学术交流，在第一届“时珍杯”全国中医药英语翻译大赛的基础上， 

“抗疫特别贡献杯”中医药翻译竞赛暨第二届“时珍杯”全国中医药翻译大赛如

期举办。  

本次大赛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李时珍医药研究与应用专业委员会与湖

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得到了“湖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的热情指

导和“上海文化贸易语言服务基地”的大力支持。本次大赛自开赛以来，受到包

括《江西中医药大学报》、世中联翻译专委会网站、湖北中医大学外国语学院网

站、“英文巴士”网站、“翻译学研究”微信公众号、成都翻译协会微信公众号、

“世界的李时珍”微信公众号、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微信公众号、“外语

微记”微信公众号、“大民说英语” 微信公众号等国内媒体的转载和关注，社会

反响热烈。 

为了致敬抗疫英雄，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中医药文化，本次大赛在精心策划

的基础上选择了几个极具代表性的时间节点。2020 年 5月 26日即湖北省中医药

日，发布大赛启事及原文； 8 月 19 日即中国医师节，公布决赛入围名单；10

月 11日即世界中医药日，决赛如期举行。  

本次大赛由“英译汉”与“汉译英”笔译两种形式组成，选手可选择其中一

种，或同时选择两种，分初赛和决赛两个环节，入围决赛的选手都可获得相应的

奖项。 

大赛初赛与决赛选题： 

初赛“英译汉”组：“Treatment Efficacy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COVID-19)” 

初赛“汉译英”组：“《本草纲目》对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什么启示？” 

决赛“英译汉”组：“The Basic Formula of COVID-19-Qing Fei Pai Du Tang and 

Its Clin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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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汉译英”组：“新冠肺炎核心病位为肺脾” 

本次大赛吸引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收到国内外参赛稿件近 500

份，其中国内共 24 个省市共 74 家单位参赛，收到来自英国、德国的稿件共 4

份。参赛选手年龄最小 18岁，最大 55岁，参赛选手包括英语专业学生、医学专

业学生、军队院校学生、海外留学生、教师、医生、医药企业职员、翻译公司员

工、自由职业者等，选手背景多元。在初赛和决赛的两轮比赛中，选手们提交的

稿件质量都普遍较高，反应了社会各界对中医药翻译关注和研究的进步。 

鉴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实际情况，本次决赛均采取在线形式。 

 

上午“汉译英”组在线决赛场景 

 

下午“英译汉”组在线决赛场景 



为了确保比赛的绝对公平，本次大赛启动了非常严格的评审流程。初赛环节，

由专家三轮匿名打分，确定“英译汉” 和“汉译英”各前 20名入围决赛选手的

名单；决赛环节，按选手提交稿件的先后顺序编号，去除个人信息，匿名打分，

根据五位专家的平均分确定各位选手的成绩，对入围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的

选手采用第二轮打分制，根据平均分确定最终名次的排列情况。 

经过严格、认真、公正的评审，最终产生“英译汉”和“汉译英”各特等

奖 1 名、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4 名、优秀奖 10名，其中获得特

等、一等、二等、三等奖选手的指导老师可获得相应的指导教师奖。 

 

初赛部分现场评审照片 

 

决赛部分现场评审照片 



决赛当天下午，受大赛组委会邀请，来自国际关系学院的袁桦同学和来

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晓凯同学作为参赛选手代表，分享了本次参赛的心得体

会，两位同学均表示，鉴于中医药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中医药在这次全球抗疫中的

杰出贡献，举办这样的赛事恰逢其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医药翻译跨越

多个学科，有其独特性和挑战性，参赛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收获满满。 

 

袁桦同学在分享参赛体会 

 

王晓凯同学在分享参赛体会 

 



接下来，来自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曹忠凯和张林熹老师为参

赛选手联袂做了一场学术报告，两位老师结合自己疫情期间为中医药抗疫

国际经验分享时所做的口译经历，对中医药口译的重要性、重难点、细节

处理等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探讨。讲座后，选手们纷纷表示受益颇多。  

 

曹忠凯老师在做学术交流 

 

张林熹老师在做学术交流 

 



讲座之后，作为本次大赛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外国语学院医

学英语教研室毛和荣老师就大赛备受关注的诸多细节一一作了说明，并结

合多位选手的译文对本次大赛的译稿作了言简意赅的点评，指出了译文中

处理较好和不当的地方，反响良好。  

 

毛和荣老师在做大赛点评 

 

 

 

 

 

 

 

 

 

 

 



最后，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书记、院长刘娅教授作了热情洋溢

的致辞。刘院长首先带领大家回顾了整个大赛的历程，对社会各界给予大

赛的关注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接下来，刘院长畅谈了举办本届大赛的

意义，她认为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是对这次全球疫情防控中中医药卓越贡

献的高度肯定和广大医护工作人员“舍生忘我”精神的真诚颂扬，而且对

促进中医药翻译的学术交流和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刘院长向大家诚挚地发出邀请，待到疫情消散时，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后

举办的线下大赛，欢迎大家做客大武汉，欢迎大家来美丽的湖北中医药大

学校园转转，欢迎大家来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指导工作。    

 

外国语学院院长刘娅教授在作热情洋溢的致辞  

 

 

 

 

 

大赛决赛具体获奖信息如下： 

 

 



 

“英译汉”决赛成绩 （按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编号 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 奖项 

2 王晓凯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外语 特等奖 

14 赵志鹏 University of Bath（英

国） 

翻译学 一等奖 

4 刘凡 湖北中医药大学 中医内科学博士在读 一等奖 

5 薛斋斋 郑州大学 翻译硕士 二等奖 

8 龚嫒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翻译学 二等奖 

18 金恩泽 辽宁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二等奖 

20 汤钰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5+3 三等奖 

6 夏可 湖北中医药大学 英语 三等奖 

10 夏淑洁 福建中医药大学 中医内科学博士在读 三等奖 

16 廖文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翻译学 三等奖 

17 熊英俏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中医翻译 优秀奖 

7 周踞虓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5+3 优秀奖 

11 蒋卓良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明州

原油装卸有限公司 

 优秀奖 

12 王世琛 西安翻译学院 翻译学 优秀奖 

19 伍莎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优秀奖 

13 李娜 清华大学 公共卫生硕士 优秀奖 

9 杨晓斌 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优秀奖 

3 康清华 兰州大学 英语笔译 优秀奖 

15 蔡晓晴 广东药科大学 中医学 优秀奖 

1 常晨晖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德国)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Geoscience 

优秀奖 

  

 



“汉译英”决赛成绩 （按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编号 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 奖项 

5 潘映辛 北京中医药大学 英语（医学） 特等奖 

17 贾东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笔译 一等奖 

2 王萌 江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翻译 一等奖 

12 崔家平 湖北中医药大学 中医翻译 二等奖 

16 伍莎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二等奖 

14 廖文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翻译学 二等奖 

3 左朦 中国人民大学 翻译理论与实践 三等奖 

4 葛骏豪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勤

务学院 

军

军事设施工程 

三等奖 

7 钟坤 湖北中医药大学 中医翻译 三等奖 

8 袁桦 国际关系学院 英语笔译  三等奖 

20 王丽燕   湖北中医药大学 英语 优秀奖 

6 王华鹏 广西师范大学 英语笔译硕士 优秀奖 

10 赵志鹏 University of Bath（英

国） 

翻译学 优秀奖 

18 英勋 牡丹江师范学院 英语笔译 优秀奖 

19 张佳华 武汉科技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 优秀奖 

9 李欣 兰州交通大学 英语笔译 优秀奖 

11 完惠娟 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优秀奖 

13 冉思邈 湖北中医药大学 中医基础理论博士在读 优秀奖 

15 夏晓萱   辽宁中医药大学 英语 优秀奖 

1 常晨晖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德国)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Geoscience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