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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通讯员 向松阳
记者 左丹 ）2月21日是第20个“国际母语
日”。今天，教育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
代表处、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
会、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共同
举行发布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
护语言多样性” 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
件———保护与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岳麓
宣言》正式发布。

教育部、 国家语委于2015年启动中国语
言资源保护工程， 这是继1956年开展全国汉
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以来， 时隔60年
我国语言文字领域又一个由政府组织实施的
大型语言文化类工程， 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规模的语言资源保护项目。在此背景下，中国
政府会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8年9月在

湖南长沙成功举办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
会。会议以“语言多样性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作用”为主题，通过了重要成果性文件
《岳麓宣言（草案）》，并于近期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官网公布。

《岳麓宣言》充分体现了加强语言交流互
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凝练了
当前世界语言资源保护的指导思想， 倡导各
国制定语言资源和语言多样性保护事业行动
计划及实施方案， 提供了中国开展语言资源
保护可资借鉴的经验、模式和路线图，传递了
中国声音， 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岳
麓宣言》的正式发布，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为
保护语言资源多样性， 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
语言生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的
推进作用。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教授表
示，岳麓书院师生将以《岳麓宣言》正式发布
为新起点，从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宣传和社
会服务等方面着力，成为宣传和积极践行《岳
麓宣言》的生力军。肖永明说，岳麓书院将从
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等方面，大力开展交
叉学科研究，不断丰富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
湖湘文化研究的内容， 建立相关的语言资源
数据库、整理出版系列语言资源集，出版语言
研究著作。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项目，
鼓励和支持每一位本科生开展与历史语言资
源相关的调查；利用《古代汉语》这门课程，传
承古代汉语语言文化资源。并在“岳麓书院讲
坛”开设“语言多样性保护”的主题讲座，在岳
麓书院的景点设置和导游词中特别突出这份
宣言。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王少军）“洞庭之子” 余元君离开我
们30多天了， 人们对他的怀念之情绵绵不
绝。今天上午，在湖南省科协举行的向湖南
省优秀科技工作者余元君同志学习座谈会
上，来自我省科技界、科协系统等单位的代
表围坐一堂， 追忆了余元君的先进事迹，纷
纷表达对他的敬佩之情。中国工程院院士何
继善、罗安出席座谈会，高度评价了余元君
勇于担当、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

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局长沈新平
介绍了余元君的先进事迹。工作25年，余元
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 洞庭湖

3471公里一线防洪大堤、11个重点垸、24
个蓄洪垸， 都留下了他的脚印。 为了实现
“数字洞庭”梦，余元君编写了一本厚厚的
建设规划，却没有机会去亲手实现了。省水
利厅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张振全回忆了与
余元君共事的点滴。 省公路学会、 省农学
会、省水利学会、岳阳市水利水电学会等单
位代表在发言中表示， 为余元君的高尚情
操所感动，要以他为学习楷模，兢兢业业干
好各自的工作。

会上，宣读追授余元君“湖南省优秀科
技工作者”的决定后，向余元君妻子黄宇颁
发了证书、奖牌。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蒋军林 冯丽萍）“遵守学校纪律，
争做廉洁诚信小公民……”2月21日，永州
冷水滩区滨江小学全校师生齐声朗诵。今
天是永州市中小学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全
市各学校纷纷开展朗诵廉洁经典文章、观
看廉洁视频等“廉洁进校园”系列活动。

永州市教育部门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把规范教师工作纪律、 廉洁行为作为新学
期开学第一课， 促使广大教师不断强化法
纪观念和廉洁意识， 从小培养学生的廉洁
观念。

近年， 永州市各学校坚持开展廉洁主
题班会、讲廉洁故事、办廉洁文化板报、写
廉洁卡片、 播廉洁教育视频等活动， 建成
“廉洁文化示范校”100所。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严丽 罗闻）产妇分娩时的脐带组织，通常
被视作医疗废弃物而处理掉。2月21日， 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牵手圣释（北京）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正式启动“紫飘带”干细胞公益储存及
临床研究项目合作， 从新生儿脐带组织中分
离制备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建立“干细胞生
命能源银行”长期保存，有望用于多种重大疾
病的救治。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是什么？ 圣释生物首
席科学家郭镭教授介绍， 它具有多向分化的
能力， 能够替代、 修复衰老及受损的人体细
胞。研究机构对新生儿脐带组织进行回收，从
中分离制备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并长期保
存，以此建立“干细胞生命能源银行”，开展相
关疾病的治疗研究。

湘雅医院是全国第一批、 湖南省首家干
细胞临床研究机构。 湘雅医院院长雷光华介

绍，截至2019年1月，湘雅医院开展了人脐带
间充质干细胞治疗骨关节炎、 子宫创伤性愈
合不良、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银屑病等
方面的临床研究，且4个相关项目已获得国家
备案，将为广大肝病、骨关节炎、子宫创伤性
愈合不良患者提供一种全新的治疗方案。

据悉，孕产妇在湘雅医院加入“紫飘带”
公益计划， 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完成健康体检
后，医院会在产妇分娩时，从婴儿脐带中采集
并分离培养出间充质干细胞， 其中一份留给
捐赠人（产妇），免费存储在“干细胞生命能源
银行”中，另一份则给湘雅医院用于干细胞临
床研究和应用。截至目前，已有6000多个家庭
加入“干细胞生命能源银行”，储备了宝贵的
干细胞“种子”。

因公殉职被追授“湖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

科技界座谈学习余元君同志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谢漾漾）今天，记者从湖南出版投
资控股集团2019年度工作会议上获悉，
2018年， 中南传媒在资本市场深度调整、
文化传媒板块大幅回落的情况下， 成为国
内唯一市值稳定在200亿元以上的出版上
市公司，再次荣获“中国主板上市公司价值
百强”。其一般图书市场占有率跃居全国第
二，仅次于中国出版集团，位列地方出版集
团榜首，创湖南出版历史最好排名。

2018年，全国图书出版市场受纸张涨
价、互联网知识付费等“降维性打击”，整体
创新不足、 亮点不足。 中南传媒却逆势上
扬， 在一般图书零售市场码洋占有率为
3.1%，排名跃居全国第二，比去年同期上
升两位，动销品种30497种，比去年同期增
加1229种。其中文学、艺术、作文、科普类
新书表现优秀，在综合零售市场排名第一。
心理自助、传记板块排名第二，音乐、学术
文化、古典文学板块排名第三。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刘清华告诉

记者，中南传媒取得如此佳绩，秘诀在于内
容创新，原创精品、畅销书战略和数字融合
战略， 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乡村国是》
《山河袈裟》《流水似的走马》 获第七届鲁迅
文学奖，《走向世界丛书（续编）》获全球华人
国学传播奖卓越传播力奖。

2018年， 中南传媒30本图书92次登上
开卷实体店畅销月榜，28本图书79次登上开
卷网店畅销月榜。其中《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销量过640万册，《偷影子的人》《乖，摸摸头》
发行超250万册，《我不》《阿弥陀佛么么哒》
超200万册。

旗下各出版社积极借助互联网思维改
造产品。湖南文艺出版社《最易上手吉他弹
唱》通过富媒体改造和在线化运营，销量同
比翻番。岳麓书社开发“凯叔讲故事”“婷婷
唱古诗”“唐浩明讲解曾国藩” 等音视频系
列节目，湖南科技出版社启动“第一推动丛
书解读音频”系列，博集新媒在喜马增雅等
平台上线《说给儿童的中国历史》，都销量
可观。

中南传媒一般图书市场占有率
跃居全国第二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见习记者 赵志
高 通讯员 张文竹 汤惠芳)2月21日， 在中
方县城北区芙蓉学校建设工地，工人们在抓
紧施工，干得热火朝天。该项目属省重点民
生实事项目，总投资约1.6亿元，今年秋季开
学时可投入使用，将新增学位1980个。

为切实解决大班额、入学难等问题，怀
化市委、 市政府将学位建设作为今年民生
实事“一号工程”来抓。今年，该市计划筹资
12.94亿元，实施学校新建、改扩建项目43
个，新增城区(含县城)义务教育学位31410
个，消除大班额1292个。

怀化今年将新增城区学位3.1万余个

永州：开学第一课“廉洁进校园”

保护与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

《岳麓宣言》正式发布

脐带组织“变废为宝”
湘雅医院牵手圣释生物， 启动干细胞公益储存及

临床研究项目

传承
红色基因

2月18日上午，浏
阳市金沙路小学，学生
在表演情景剧《我们向
前走》。当天，该校开展

“讲耀邦故事， 传红色
基因”主题活动，通过
快板表演、情景剧演绎
等方式，宣传胡耀邦同
志心系国家、刻苦读书
的优秀品格，激励学生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李圣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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