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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5日讯 （记者 汤霞玲
通讯员 卢朝晖 任泽旺） 今天，6位中国
女书传人在新修订的女书字表上签名，
确认392个女书标准字符。这份标准字符
也将作为《关于将女书编入国际通用字
符集的提案》的补充提案，提交今年10月
在日本召开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
JTC1/WG2第64次会议讨论。 此举标志
着中国女书申报国际标准字符集进入冲
刺阶段。

女书是流传在永州江永县部分妇女
中的特殊文字体系， 是目前世上仅存的
人类唯一的性别文字，有“中华文化之瑰
宝”的美誉，已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
录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正
积极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潜心研究女
书30余年。她在接受湖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如果女书编码能顺利编入国
际编码系统，将会使女书的艺术价值和

文化价值得到进一步发挥。将来，在手
机、电脑等数码终端上都可以使用女书
文字。提案如能通过，将推进女书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 使女书文字走向国际
化。”

早在 2001年，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IEC� 10646工作组已预留女书编码
空间。2007年，赵丽明主持的中国女书研
究专业委员会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交了
《关于将女书编入国际通用字符集的提

案》。在去年5月第63次会议上，因日本代
表投了反对票而未获通过。

为进一步完善《关于将女书编入国
际通用字符集的提案》，江永县女书文化
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在赵丽明的指导
下，自2015年8月24日至9月15日，召集女
书传承人， 参考20世纪90年代前的女书
作品，经过讨论，对提案中的女书字符逐
一认读， 一致确认392个女书标准字符，
拟提交会议讨论。

9月 15
日 ，实习教
师 在 上 美
术 课 。9 月
份 开 学 以
来 ，龙山县
启动 “新教
师 支 持 计
划 ”， 让 即
将 走 上 讲
台 的 教 师
在 县 城 里
的 名 校 顶
岗 实 习 一
年 ，由名师
亲自辅导 ，
实 习 合 格
后 再 分 配
到 农 村 学
校任教。

余敏 摄

湖 南 日 报 9月 15日 讯
（记者 唐婷 通讯员 何柳）9
月13日至14日，来自美国、香
港、北京、新疆、福建、湖南等
地的30多个企业家深入隆回
县虎形山瑶族乡， 考察花瑶
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设立花
瑶文化公益基金， 以长期支
持花瑶文化传承和产业化发
展。

企业家们全部为长江
商学院EMBA26期学员。他
们对这里别具一格的民俗
风情产生了浓厚兴趣，表示
将尽力对花瑶文化的传承
和旅游产业的发展予以支
持。

花瑶文化公益基金为
非公募公益基金，首期出资
100万元。 资金由企业家们
自愿认捐，委托管理。据悉，
基金会将为虎形山瑶族乡
培训一批文艺人才，打造一
台具有浓郁花瑶民族文化
特色的综合性演出节目，使
之成为最具观赏性的花瑶
文化名片。

此次活动的发起人、湖
南汇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罗伟称，花瑶作为湖南独
有的瑶族分支，文化积淀丰
厚，作为企业家，有责任为
缤纷多彩的花瑶文化尽一
份力。

湖 南 日 报 9月 15日 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曾静 ）
9月14日晚8时，“乐易考杯”
湖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颁奖仪式在长
沙理工大学举行。中南大学
推荐的实验室智能化平台
建设项目、长沙理工大学推
荐的切糕王子项目等10个
项目荣获一等奖。

本次大赛系全国首届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湖南赛区选拔赛，由湖
南省教育厅主办，湖南省就
业指导中心承办，长沙理工
大学、乐易考教育科技集团
协办。 大赛历时3个多月，
109所高校参与， 注册报名
项目5590个，有效报名项目

3683个，注册报名、有效报
名项目总数均位居全国第
一。

按照报名参赛、 校级初
赛、 全省复赛3个阶段进行。
在校级初赛阶段，3683个大
学生创业项目在各高校内部
展开激烈角逐。 通过项目计
划书评审、 创业项目视频展
示、现场展示、现场答辩、与
投资人面谈、 互联网投票等
多个环节， 评出创意组一等
奖5个、二等奖10个、三等奖
20个， 实践组一等奖5个、二
等奖10个、 三等奖30个，优
秀组织奖10个， 最佳指导教
师奖10个。获奖的19个优秀
项目将推荐参加全国创业大
赛。

湖南卫生计生
监督技能大“比武”

一等奖获得者将授予
“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陈波） 今天上午，2015年湖南省
卫生计生监督技能竞赛决赛在长沙拉开
帷幕。据悉，此次竞赛荣获一等奖的优秀
个人，将由湖南省总工会授予“湖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

本次竞赛分别有“医疗和传染病防
治监督”、“公共卫生监督”、“放射诊疗
和执业卫生监督”、“计划生育监督”等4
个专业的技能比拼。 据介绍，对竞赛活
动荣获一、二等奖的优秀个人，省卫生
计生委、省总工会将联合授予“湖南省
卫生计生监督技能标兵”和“湖南省卫
生计生监督技术能手”称号。同时对荣
获一等奖的优秀个人，省总工会还将授
予“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通过本次竞
赛决赛，选拔出湖南参加国家竞赛活动
的优秀选手。

目前，全省市、县两级卫生计生机
构改革正在进行，原卫生监督、计生执
法两支队伍整合成立了卫生计生综合
监督执法机构， 集中承担公共卫生监
督、 医疗市场监管和计划生育执法三
大监督职责。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主任
张健表示，在机构改革之际开展比赛，
有利于加强两支执法队伍的快速融
合， 强化依法行政和综合监督执法的
意识和能力。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龙向阳 徐德贵 ）“今天是术后
第6天，我恢复得很好，谢谢大家！”9月
14日，刚在长沙完成肾移植手术的凤凰
县两林乡凉井村苗族青年石金羊，在电
话里告诉记者。

石金羊是家中独生子。2012年，年
仅17岁的石金羊不幸患上尿毒症。3年
多来，家里为给石金羊治病，不仅花光

了其父母多年打工积蓄的6万元， 还欠
下了7万元债务。

前不久，县卫生计生局等部门的人
到石金羊家中看望时，得知其父决定捐
肾给孩子，且经湘雅二医院检查，父子
肾移植配型成功，但昂贵的医疗费用尚
无着落。 县卫计局负责人当即表示，组
织社会募捐，救治石金羊。

8月31日，县卫计局、县计生协等部

门共同举办“让爱接力，挽救生命”募捐
活动，现场为石金羊募集医疗费用12万
余元。9月8日， 石金羊在湘雅二医院成
功进行了肾移植手术。

爱心仍在延续。 从8月31日至9月9
日 ， 凤凰县各界共为石金羊捐款
158475.1元。9月14日，湘雅二医院一位
医生表示，手术很顺利，现在父子俩都
恢复得很好。

中国女书冲刺国际标准字符集 中外企业家
联手添彩花瑶

设立花瑶文化公益基金，首期出资100万元

3683个大学生创业项目
竞风流

湖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落幕，有效报名项目总数全国第一

凤凰各界捐款15万多元

苗家独子成功进行肾移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