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控制解决烹饪用油过多的问题？婴幼儿的辅食
如何添加？日前，虹口区营养师协会举办了主题为“营养
学：理论与实践”的学术年会，到会的协会会员纷纷发言，
围绕营养学实践进行讨论交流。

会上，营养师王慧超、孙福渊、施亚玲、刘碧雁、刘丽、
唐敏、卫威、张舒、陆咏暮、魏国珠、程玲琴、顾欣之分别作
了题为《阐述营养学在多领域的实际运用》《如何正确选择
食用油，实现“脂肪酸的平衡”》《通过营养来改变体质》《谈
谈合理的饮食结构与生活习惯关联性》《“海产品的营养”：
如何挑选常见的几种深海鱼》《在电子信息的年代，如何保
护好眼睛》《视不同食材选择烹饪用油》《老年人日常食用
粗粮要因人而异》《浅谈0—3岁婴幼儿营养——宝宝如何
选择奶粉及添加食物》《营养与自律》《“异病同治”——论
小肠细菌的重要性》《必须关注营养科学新进展》的学术研
讨，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重视益生菌在营养健康中的作用

程玲琴在交流中说，小肠是食物消化吸收的主要场
所，小肠内不同类型的细菌过度生长都会导致不同的结
果。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又称小肠淤积综合征、小肠污染综
合征或盲袢综合征。是指小肠内菌群数量或菌群种类改
变，达到一定程度并引起临床表现者。临床表现包括腹
痛、腹胀、腹泻或是吸收不良的表现。双歧杆菌在乳制品
发酵过程中可产生乳糖酶，可以帮助消化乳糖。对于乳糖
缺乏的人群来说，可以从牛奶或酸奶中吸取到营养，以避
免肠胃的不适应症状。双歧杆菌生长代谢中可以产生乙
酸和乳酸，使肠道产生酸性，从而可以控制有害菌的异常
发酵。双歧杆菌还有刺激免疫系统的功能、增强抗体，从
而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实践证明，诸多肠道疾病，都可以
通过改善肠道菌群的平衡，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
的抗体，达到异病同效果。

鸡蛋摄入量与冠心病脑中风没关联

顾欣之在交流中认为，营养科学正快速发展，不断修正
甚至颠覆原来的观点，还有新的发现。如有关胆固醇、同型半
胱氨酸、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以及阿尔茨海默病等方
面都有最新研究成果。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指出：
一般健康人每日摄入的膳食胆固醇不宜超过300mg。在《中
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指出：“胆固醇是人体
内可以合成的类脂。人体每千克体重每日可产生12—13mg
的胆固醇。经膳食摄入的胆固醇仅占体内合成胆固醇的1/
7—1/3。有专家认为胆固醇摄入量不会直接反映血胆固醇水
平。以日本居民进行的3项研究显示，胆固醇摄入量与脑中
风（脑出血）没有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鸡蛋消费与心血
管疾病危险的前瞻性研究发现，鸡蛋摄入量与冠心病和脑
中风没有关联。这就解决了我们在社区时经常遇到居民说

“吃鸡蛋时不敢吃蛋黄”的科普教育问题。

重视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摄入

顾欣之说，氨基葡萄糖是人体内合成的物质，是形成
软骨细胞的重要营养素，是健康关节软骨的天然组织成
份。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基葡萄糖的能力会下
降，造成人体内的氨基葡萄糖的缺乏越来越严重，关节软
骨不断退化和磨损。

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量医学研究表明：氨基葡萄糖
可以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并能刺激软骨细胞的生长。他
本人在年轻时罹患了创伤性骨关节炎，十多年前服用氨
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的复合营养素后，膝关节基本上
再没有任何不适。

在《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中，氨
基葡萄糖是作为其他营养素列入，其中提到了硫酸软骨
素和氨基葡萄糖的协同作用。可喜的是，近两年我国的医
保已将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纳入了医保范围，只是

还没有以更科学的比例把这两者复合在一起。

婴幼儿辅食添加有讲究

陆咏暮在交流中认为，现实中，婴幼儿喂养理论与实
际喂养有一定差距。我国相关部门及WHO对于 0—12个
月婴幼儿喂养都有明确建议，不论是母乳还是人工喂养，
都应6月龄后再添加辅食。然而，这些年的工作中遇到很
多因为没有正确添加辅食导致实际喂养失误的个案。比
如，曾有一个5月龄婴儿，出生即由奶奶抚养，奶奶觉得过
去“米汤也能养大孩子”现在也可以，所以在孩子3月龄时
就停止乳制品喂养，改成人饮食，日常以煮馒头、大米粥
等为食物，甚至饮用一些含乳饮料类食物，且因过早摄入
淀粉类食物，导致该婴儿胃肠道疾病频发，消化不良，轻
度腹泻。由此可见，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但合理饮食的意识还是不够，尤其是生命早期的合理喂
养尤为重要，这不仅关系到婴幼儿体质的生长发育，甚至
影响婴幼儿的心理健康，这对家庭乃至全社会都会产生
一系列的蝴蝶效应，初始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
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

食用油“二高二低”问题要注意

此外，孙福渊谈到现代人食用油消费的不良膳食结构
“二高二低”问题。即高饱和脂肪酸消费、高多不饱和脂肪酸
（M-6亚油酸）消费，低多不饱和脂肪酸（M-3亚麻酸）消费、
低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消费。卫威谈到烹饪厨具对蔬菜营
养素留存的重要性。中国人的烹饪习惯是喜欢油炸油煎，喜
欢高温烹饪，这正好与我们从营养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营养
素都怕高温，用油要少而精的理论相悖。“最近市场上有一种
锅具，不需要用火烹饪，插电即可使用，而且是低温烹饪，用
很少的油就可以烧出很美味的菜肴，可最大程度保存食物
中的各种营养素。希望国内也有厂家能生产出类似的锅具，
并且能够普及到广大的老百姓生活当中。”

本报讯（记者 王阳）11月27至29日，由中国合作贸
易企业协会主办的“2019中国合作贸易大会暨供销贸易
国际展览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3号馆举办。大会以“新时
代、新活力、新合作”为主题，联合全国多家商会协会，共
同推进产业创新升级，全方位打造商贸流通行业年度盛
会，来自全国商贸领域的1500余名参会代表、300多家中
外企业参加了本次活动。

27日上午举办了“2019供销贸易国际展览会”开幕
式。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刘振元，中国合作贸易企业
协会会长、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郝彦
领，中国农产品流通经纪人协会会长刘跃忠，全国商报联
合会会长范识宇，全国妇联机关党委原常务副书记牛丽
华，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景远，中国
日用杂品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包乾申，青海省供销合作
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白建生，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
理事会副主任马晨辉，上海市青浦区商务员会副主任叶
丽君，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皎黎，上海市
山东省商会会长高洪彦，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女企业
家分会会长、集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双，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设计扶贫研究院院长汤健，新合作商
贸连锁集团常务副总裁高国进，贡宇集团董事长王晨宇，
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各位副会长及各分支机构负责人
等领导出席开幕式。

刘振元在发言中对本次展览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祝
贺，欢迎大家走进上海、了解上海、携手上海，加深友谊，
寻求商机，共同为新时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
奋斗。郝彦领代表主办方致辞，他表示，协会充分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携手上海青浦区人民政府，商贸流通行业和
农业产、供、销等企业，着力搭建交流合作展示平台，确保

“2019中国合作贸易大会暨供销贸易国际展览会”顺利举
办。协会将携手前来上海参展的国内外展商和合作伙伴，
共商交流发展大计，建立互利共赢的良好合作机制，为促
进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大会承办单位集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女企业家分会会长吴双在致
辞中说，贸易的前提是合作，这场展览会不仅仅是简单意
义上的产品展示展销会，更在于积极探索未来更多的商
贸流通领域的商业模式，希望参展的生产商、品牌商、渠
道商能够彼此连接、彼此合作、共生共赢。

据会议主办方介绍，本次大会有如下亮点：一是展览
面积大，专业馆有特色。本届展览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
展览会设立5个板块：网红食品馆、农耕文化馆、中国食品
馆、国际贸易馆、美食节馆。展会涵盖进口食品原料水产、
区域特色农副产品与扶贫专项展示、综合食品饮品与营
养保健食品区、食品加工与物流包装区、行业综合应用方
案区等展示板块。

二是海内外参展商参展踊跃。国内优质品牌厂家如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娃哈哈集团、王老吉、光明集团等
知名企业均参加了展会。国外参展商方面，来自英国、意
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
泰国等国家的厂商代表携国外知名品牌亮相展会。

三是贸易大会大咖云集、精彩纷呈。27日下午，主办

方举办了“2019中国合作贸易大会”，政府部门、商业权威
机构、投资领域专家、品牌营销专家和展会代表齐聚一
堂，共同探讨合作贸易新商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
事会副主任汤益诚，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商业联合会原
会长张志刚，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会长、新合作商贸连
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郝彦领，著名品牌战略专家李光
斗等领导和知名专家围绕“新时代、新活力、新合作”这一
大会主旨分别作主题演讲。

四是特色年会多，打造商贸对接平台。本届大会举办
多场专题平行年会和论坛，如 2019农村金融创新论坛暨

“新农金”颁奖仪式、2019女企业家论坛、新零售渠道千人
大会、2019资产数字化年会、2019进口贸易年会、2019绿
色产业发展年会等。主办方还举办采购商对接专场，举行
特邀零售企业 30家和特邀参展企业 30家进行采购对接
专场，并举行合作签约仪式等。

五是知名平台和品牌亮相引人关注。展览会中，光明
集团全球食品集成分销平台、纳帕花开生态设计联盟、贡
宇集团中国品牌精选、乐标文化 IP综合服务中心、中国义
乌北下朱供应链集散中心、新零售渠道千人大会专区等
引起中外贸易企业极大关注。

在展会现场，记者特别关注到本次参展的国外展团
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据俄罗斯展团团长王如汉
介绍，这次十几家参展企业共同参与，带来了来自俄罗斯
20余生产厂家的六大品类 500多个单品参展，俄罗斯进
口商品性价比较高，深受消费者喜爱。欧洲展团团长傅伯
弟说，十几家来自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的
展商，带来几百个品种的进口商品参展，他对进口商品在
中国的消费前景十分看好。

来自国内原产地地标性特色商品也是本次展会突出
的亮点。贡宇集团董事长王晨宇说，贡宇自主基地品牌，
是综合了中国各地优质精选，如贡宇果、山西五谷组合、
海南辣木叶菜、北戴河海鲜酱组合等来自全国 34个省市
自治区的100多家特色地标产品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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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师如何看待营养健康生活
——记虹口区营养师协会“营养学：理论与实践”主题学术年会

伦理在创新研究与药物临床试验中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 王阳）上海市计算机学会
首家学会服务站揭牌仪式日前在位于上海临
港松江科技城的柏科数据大楼举行。学会理
事长朱闻渊、副理事长王珏明、副理事长宋健
海、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薛广涛、学会产学研用
促进中心主任宗宇伟，松江区科协副主席肖
扬、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总经理助理王佳迪、
柏科数据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江等领导出席。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游录金主
持会议。

会上，朱闻渊与刘江为 SCS学会服务站
揭牌。柏科数据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是
学会首家挂牌成立的学会服务站，学会拟通
过挂牌成立 SCS学会服务站的方式，进一步
提升学会为企业服务精准度，将科技服务能
力强的院所和企业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形成
服务合力，逐步建成系统的、规模化的、严谨
的科技创新活动，助力企业创新发展，服务上
海科创中心建设。

朱闻渊代表学会致辞。他从学会理事
会、学会的组织架构、学会开展的活动等方
面介绍了学会，并着重介绍了学会的产学研
用促进中心。他强调，在年初产学研用促进
中心会议上，学会将为服务企业会员的活动
重点放在了探索和改进产学研用结合上，创
新工作机制设立学会服务站，抓住当前技术
创新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组织学会专家走
进企业，全面促进和落实上海地区高校、院
所、企业和用户的科技合作，解决产学研合
作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协助企业科技攻关，
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持，提升会员企业人才成
长，促进科技项目在企业落户，共同推动上
海科创中心建设。

刘江介绍了柏科数据公司的概况。柏科
数据是一家专注于数据存储、容灾及融合计
算等领域国内领先的数据完整解决方案提供
商。刘江表示，作为一家硬科技公司，柏科数
据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相
关，硬科技是指需要长期研发投入、持续积累
的高精尖原创核心技术。跟随国家的脚步，加
快研究和制定推动硬科技发展的相关工作，
是柏科数据的首要任务。

同时，刘江提出企业产学研用融合、科技
成果转化、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等需求。依托
学会的布局规划，加速自主可控相关安全技
术、解决方案及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实现国产
基础软硬件的生态适配，形成信息系统自主
可控通用模块、终端、服务器、存储、容灾、超
融合、网络系列产品，满足相关领域自主可控

计算的业务需求。
与会专家还进行了讨论交流，专家们从各个角度分别为企业

的发展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王阳

本报讯（记者 王阳）第六届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伦理
专业委员会年会近日在上海龙华医院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是“伦
理在创新研究与药物临床试验中的作用”。

上海龙华医院党委书记、医学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市中西医
结合学会医学伦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刘胜教授致辞，阐述了医学
伦理对于临床的重要意义。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伦理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朱惠蓉教授在讲话中强调，各
会员单位和临床医师、科研工作者要重视医学伦理，学会要持续推
进第三方伦理评价中心工作，扩大伦理学术培训，加强伦理科普，
协助会员单位通过各项伦理认证和检查，积极鼓励学会会员开展
医学伦理科研工作，鼓励学会委员积极参加伦理国际交流活动，提
升专业能力，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

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樊民胜教授作了《医学伦理审查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主题报
告。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第一人民医院、市精神卫生中心、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等单位的伦理和GCP专家，分别从临床试验中的知情同意设计
及伦理要素、医学临床与科研中的利益冲突管理、药物临床试验
中的风险与管理、利用人类遗传资源开展临床研究的监管新趋
势、医药卫生体制和法律在伦理审查中的帮助等方面进行了探
讨交流，促进伦理和医学科学的良性发展，让医学科学技术更好
地服务于人类。

当前医学发展模式已进入整合医学时代发展时期，我国的医
学伦理学和人文医学发展迅速，倡导有温度的医学，在治疗疾病的
同时更多关注患者的参与、选择和感受。同时，生物医学科技的进
步使医者的科研探索能力迅速增强，人们对科技的需求不断扩大，
有些甚至超出了医学的范围，以致人们试图利用科技去控制人的
生殖、生命、行为和死亡。这就需要医学伦理学去约束科学的发展。

各方专家在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伦理专业委员会年会上探讨——

本报讯（记者 王阳）11月 24日，由上海市科学
技术协会、上海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图书
馆、上海市物联网行业协会主办的2019年第十六届
上海市青少年未来之星·上图杯创新模型大赛 C-
STEM物联网创新科技竞赛项目于百度（上海）创新
中心举办。经过前期的选拔，共有来自 68所学校的
45支队伍参加决赛。

C-STEM物联网创新科技竞赛项目旨在推动青
少年创新科技教育的发展，C代表Creativity（创新），
STEM分别代表 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
Engineering（工程）、Mathematics（数学）。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发展的动力，而青
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只有将科技教育、创新教
育融入青少年的日常教育当中，才能推动当代人才
的发展。竞赛的评分标准重点考察青少年的探究能
力，不仅要考察成果，而且要考察整个解决问题的
过程，从提出问题开始，包括制定研究计划、验证
模型制作、编程能力、数学能力、逻辑能力、批判性
思维，以及沟通交流写作能力等，以全面考察青少
年的探究能力。

竞赛现场气氛热烈，很多这样的考察队的作品
非常有创意并且具有实用性，例如快递纸箱回收方
案、物联网智能收衣系统等。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科
普部张萍、上海市物联网行业协会秘书长潘君才、上
图读者服务中心阅览部副主任许圆德、上海市老科
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王迅及科普委主任娄志刚
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上海市物联网行业协会校企
合作部部长王悦主持，潘君才致辞。

本报讯（记者 王阳）11月23日，由上海市科
技翻译协会主办，上海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
试译宝、译直播协办的“第二届‘上电杯’全国科技
翻译竞赛颁奖典礼”在上海电力大学举行。上海电
力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艳玲到会致辞，上
海市科技翻译学会副理事长、上海电力大学外国
语学院院长、本届竞赛组委会秘书长潘卫民教授
担任主题报告环节主持人。《中国科技翻译》专家
顾问、资深翻译家李亚舒教授到会祝贺并讲话，

《上海翻译》执行主编、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傅敬
民教授等出席。

会上，《上海翻译》名誉主编、资深翻译家、上
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方梦之作题为《谈科技翻
译的主题能力》的主题报告。上海科技翻译学会副
理事长、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梅教授作题为《人
工智能时代的翻译挑战》的主旨发言。试译宝总经
理师建胜作《语言服务人才的项目思维与管理意
识养成》主旨发言。

潘卫民总结了第二届“上电杯”科技翻译
竞赛工作。本次大赛共有 13946 人次网络报名
参赛，比首届参赛人数增长了近一倍，参赛选
手在 2019 年 10 月 24 至 25 日进行网上答题比

赛。经机器初评和专家人工评阅，有 101 位选
手获奖。该赛事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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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人机融合。试译宝、Déjà Vu-迪佳悟中
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华琪百诚软件
有限公司和上海一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 家
支持单位代表上台发言，潘卫民为这 5 家单位
授予“特别贡献奖”。

优秀指导教师代表、优秀组织单位代表、获奖
选手代表依次登台领奖。优秀组织奖获奖单位代
表、上海理工大学王勇老师，优秀指导教师代表、
中南大学单宇老师上台发言。来自中联重科股份
有限公司的吴娟、华东理工大学的李相蓉分别作
为英译汉组、汉译英组一等奖选手就本次参赛的
体会发表获奖感言。

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理事长、复旦大学博士
生导师何刚强教授讲话，他以“赛事有代谢，往来
成今昔；高手译佳篇，人机共赏析”一诗总结了本
届赛事活动。他认为，发言嘉宾的报告极具专业
性、新颖性，希望广大科技翻译工作者要有想象
力、具备科技伦理，科技翻译人才的数量增长要与
国家科技发展的水平同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