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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余年汉藏路 追寻民族风与情
———记西北民族大学民族信息技术研究团队科研之路

姻张辉刚 刘婷 张晴晴

2014 年 9 月，第五届全国杰出专业
技术人才暨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
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
大会分别授予来自科技、教育、文化、卫
生等领域科研和生产第一线的 99 名同
志和 96 个集体“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
才”和“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由于洪志教授带领的西北民族
大学民族信息技术研究团队作为甘肃地
区两个候选单位之一，参加了这次表彰
盛会并荣获“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
体”称号。

西北民族大学民族信息技术研究

团队，作为我国最早研究藏文信息处理
的科研团队，虽然仅是一个来自西部欠
发达地区的民族院校科研团队，但他们
是为西部的信息产业和少数民族高新
技术的崛起不懈努力的团队，是为少数
民族数字化、信息化道路和各民族共同
繁荣而不懈战斗的团队。正是这样一个
团队，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扎根西
北，为我国少数民族信息化进程、少数
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愤图强；也正是
这样一支队伍，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
泽被一方，为我国民族事业的繁荣昌盛
力学笃行。

藏族，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始终闪烁着思想的神圣光芒。美丽的雪域高原，静谧悠远的纳
木错，吸引着无数人用尽毕生精力去探索；巍峨的布达拉宫，卷帙浩繁的格萨尔王传奇，也让无数人渴求能够通过破译“藏族密码”
去解读这个民族最神秘的文化。

中国西北角，西北民族大学，一位名叫于洪志的汉族女教师，带领着国内一批藏文信息技术领域的“行路人”，在藏文信息处理
的道路上，在少数民族信息化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行走了三十余年。三十年筚路蓝缕初心不改，三十年风雨兼程始终不渝。

为了使计算机能够在国际间进行信
息交换和处理，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和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致力于建立统一的
文字平面，对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
文字统一编码，即 ISO/IEC10646《通用多
八位编码体系》。藏文编码标准的制定在
国际上争夺十分激烈，除我国外，英、美、
印度、爱尔兰等国家也都曾提出过藏文
编码提案。藏族是中国的民族，当时我国
政府的态度是，未来的藏文编码国际标
准应该也必须以中国提案为主。

1992 年，为了研究制定藏文国际编
码标准中国提案，国家技术监督局、电
子工业部和国家民委成立了藏文编码
国际标准研制小组。于洪志作为一名长
期从事计算机藏文系统研制的工作者，
成为中国提案第一稿的主要起草人之
一。藏文信息技术纳入到国家计划任
务，这对于藏文信息技术研究来说是历
史性的转折。

然而，正当一切顺利进行之时，命运
再一次与于洪志开了玩笑。1993 年 8 月，
于洪志不幸遭遇车祸，造成第一、二颈椎
骨折移位，头皮撕裂，严重脑震荡、脾破
裂和肠套叠，当时大夫认为救治结果再
好也只能是高位瘫痪。于洪志在医院度
过了一生中最痛苦的四个月，但最终，她
还是依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力站起来了。
当时，身体极其虚弱的她仍然坚持参加
了藏文编码国际标准研制小组的工作，
因为她深知这份工作不仅是荣誉和信
任，更是使命和责任。

从 1986 年英国提交第一个藏文编

码方案到 1994 年我国提交第一个藏文
编码方案，这中间国际标准化组织已经
讨论了八年藏文编码方案。于洪志与研
制小组做了大量前瞻性、基础性和突破
性的工作，与来自西藏、甘肃、青海、北京
等地的计算机专家和藏文专家反复进行
讨论研究。整整四年，他们为中国代表团
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和充分的证据，为藏
文信息技术、为计算机界和藏文界的合
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是专家的心血，
是民族团结的见证，是跨学科、跨地域技
术合作的典范。

1996 年 10 月，藏文三项国家标准（藏
文编码字符集、藏文字型库和藏文键盘布
局）通过了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审定。1997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4 日，在
希腊召开的 ISO/IEC JTC1/SC2/ⅡWG2
第 33 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以我国提案为
主 的 藏 文 编 码 国 际 标 准 ，定 稿 形 成
ISO/IEC 10646《信息技术通用多八位编码
字符集》中的藏文编码字符集。藏文编码字
符集共有 192 个编码位置、168 个藏文编码
字符、24 个藏文用控制字符和藏文用图形
符号。三部委授予于洪志及研制小组“藏文
编码突出贡献奖”。

藏文是我国第一种形成了编码字
符集国际标准的少数民族文字，藏文编
码国际标准的制定是藏文信息技术发
展的里程碑，这标志着藏文信息处理和
交换将走向世界，为藏文的信息化奠定
了技术基础，从科学技术的角度证明了
我国藏族人权状况和藏族地区经济发
展状况。

于洪志，我国藏文信息技术领域的
奠基人，被誉为“新时代的文成公主”。
她所带领的民族信息技术研究团队始
终致力于藏文信息技术研究，而关于她
的故事，多少带有几分传奇的色彩。

1947 年，于洪志出生于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一个普通的汉族家庭，9 岁时便
跟随着写了血书强烈要求支援西北建
设的父母来到兰州。在“高山和尚头，深
沟无水流”的艰苦环境下，于洪志背唐
诗，读宋词，自小便积蓄了她对学习的
极大激情。

1966 年，于洪志高中毕业，同年爆
发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她不得不在农
村、工厂接受苦难教育，用劳动磨炼了
自己的世界观。正是这段经历造就了于
洪志坚毅的性格和不屈不挠、忍辱负重
的精神，也正是这些时光给予了她敢于
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抓住每一个机遇
珍惜分秒奋斗拼搏的决心。

1977 年，恢复高考改变了于洪志一
生的命运，已为人妻、为人母的她抓住
了机会，获得了到西北师范大学数学专
业的读书机会。于洪志对数学的痴迷和
执着可以说是疯狂的，数学的思想扎根
于她的灵魂之中，成为了她生命的一部
分。“我所做的工作常常是在自己完全
陌生的领域里艰难探索，但是，有了坚
实的数学基础，我懂得如何在一个崭新
的学术领域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直至
今天，我在藏文信息技术领域和计算机
领域里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也得益于自
己当年坚实的数学基础。”于洪志说道。

1982 年，于洪志毕业分配到了西北
民族大学（当时称西北民族学院），就是
在这个新中国第一所民族院校里，于洪
志开启了自己普通却不平凡的科研生
涯。

1983 年，“电脑”就像一个巨大的磁
场闯进了于洪志的生活，强烈地吸引着
这位学数学出身的女教师。偶然之中，
于洪志见到了 LESER310 单板机，谁也

无法想象这对她内心强烈的冲击。电脑
的出现让她与计算机结缘，西北民族大
学独特的教学特色和便利的地缘条件，
使她萌发了让藏语与计算机“联姻”的
念头。

藏文信息技术的研究之路注定是
坎坷的。由于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资
料，一开始的研究便毫无头绪，连微机
常识都不懂的于洪志，硬是凭借自己的
兴趣和多年研究数学的坚实基础一次
次地尝试着。终于有一天，她在 LESER
310 单板机上用图形方式制作了藏文字
符。“我按照数学推理的方式，用键盘把
所有的藏文字符都找出来了。看到藏文
出现，就仿佛难产的婴儿突然顺产了。
这就是我的‘藏文信息处理系统’。今天
看来，可能再简单不过了，可在当时，很
少有人知道什么是操作系统，所以这一
成 果 在 当 时 可 以 算 作 是 历 史 性 的 突
破。”她回忆说。

“纯粹利用计算机对自然语言进行
研究，特别是对民族语言进行研究，在
当时国内实属独创，这也使此项研究在
当时的学术界招来诸多非议。一方面是
来自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的，另一方面则
来自于数学和语言学。”西北民族大学
党委书记、民族信息技术研究团队成员
金雅声教授说道，“当时处于非大众化
教育阶段，由于认识的不同，一些民族
语研究专家和学者都曾质疑，一个不懂
民族语的人研究民族语，研究出来的成
果能否实用。”

1984 年，于洪志教授一边学习计算
机，一边学习藏文和英文（第一外语是
俄语）。她运用所学知识制作完成了“藏
文输入系统”和“藏文操作系统”，实现
了藏文字型从 16×16 点阵到 24×24、
48×48 点阵，输入方法从区位码到音形
结合法，屏幕提示从汉字方式到藏汉双
语方式的转变。在很短的时间里，于洪
志从一个计算机机盲迅速成长为甘肃
省计算机专家顾问团的专家。

离乱中觅一张书桌 踽踽前行终获硕果

藏文信息技术研究最初没有资料，没有技术，没
有设备，也没有正式的研究团队，只有来自西北民族
大学的于洪志、山夫旦和寇建群三人。为了进一步掌
握核心技术，三人去北京与 738 厂合作“取经”。终于，
1986 年 12 月，三人研发的“藏文输入系统”通过甘肃
省计算机办公室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并将其结果确
定为“填补国内空白”。

1997 年，甘肃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与西北民族大学
联合发文，批准成立”西北民族语言文字信息技术研
究所”，由于洪志带领戴玉刚、祁坤钰等西北民族大学
教师组建的“民族信息技术研究团队”从此建立。团队
成立的初期有项目、有成果，但却不得不面对无场地、
无设备和无学生的窘境。

藏文视窗系统是计算机系统级软件，该项目涉及到
藏文编码技术、藏文输入技术、藏文 True Type 字型技
术、视窗内核技术和藏文界面设计技术，是计算机藏文
系统技术集成。1999 年 4 月，于洪志带着王维兰、戴玉
刚、祁坤钰和夏力耕到北京进行研究。众人在清华北门
租了一间两室一厅的房子，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与清华
电子系在读的硕士、博士共同研制藏文视窗平台。

藏文视窗平台，是解决严重制约藏族地区信息产
业和高新技术发展的“瓶颈”产品，是藏族地区经济发
展的关键技术和主导产品。在 DOS 时代，尽管开发商
提供了汉字操作系统的源程序，为少数民族文字操作
系统的实现提供了技术环境，但却没有公开中文视窗

系统的内核技术。由于系统级程序员的稀缺，再加上
微软对中国办公自动化市场迅速占领，要想使藏文在
视窗平台上实现与汉字系统内核级的兼容，让藏文系
统与汉字、英文兼容并同屏显示，这在当时的现实条
件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技术难题。

英文、汉字视窗系统都是一个编码对应一个显示
字符，而藏文编码国际标准则采用由一个藏文前导字
符和若干个藏文组合用字符构成藏文编码复合序列
对应一个藏文显示字符，这种编码体系的技术实现在
国内外从无相关报道。在此情形下，于洪志带领团队
耗时两年研究了中文 Win32 内核，True Type 字型的
结构、存储、链接、显示、交换、输入法及 IME 转换接口
和用户接口。团队翻阅了大量的技术资料，运用了各
种系统开发工具，并在互联网上查询了许多通用应用
软件，制作了无数实验模块和模拟模块，最终解决了
藏文编码长度和显示宽度不一致的难题，从而获得了
更完整、更深层次的技术储备。

藏文编码通过迭加组合生成藏文动态字库进行信
息交换，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经过无数次探索与
实验，团队终于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藏文视窗系统、
第一个藏文字处理软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藏文网站

“同元藏文网站”。2001 年《藏文视窗平台、字处理软件和
藏文网站》作为甘肃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再次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们为藏族人民、为我国的藏
文信息产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藏文视窗平台的实现，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
2000 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2000 年中国人权事业
的进展》 白皮书第六部分指出，“世界首家藏文网
站———同元藏文网站已于 1999 年 12 月在中国兰州
西北民族学院建成。”同年 6 月 19 日，江泽民总书记
在兰州观看藏文信息处理系统，称赞民族信息技术研
究团队“有骨气，为中国人民争了光”。

从藏文编码国际标准通过审定，到藏汉双语信息
处理系统研制成功，再到世界首个藏文网站———同元
藏文网站的建成，30 余年来，民族信息技术科研团队
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
计划（“863”计划）、国家“973”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多个国
家级重点项目，成功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藏文
软件，建立了辐射民族地区的云平台藏汉远程教育系
统、藏语网络及舆情分析平台，搭建了民族古籍数字
图书馆、多民族语言的口传文化数字化平台，成功研
发了多语言机器翻译系统和民族语语音工程等软件。

目前，团队研究重心是基于大数据民族语公共信
息智能服务技术，将具有原始创新的民族信息技术与
语言问题求解答案生成集成创新，建立民族语 / 汉语
人工 + 智能应答系统，着手为国家培养懂民族语呼叫
业务高级人才。近几年，团队研究领域从单一研究民
族语言文字扩展到了多民族语言的智能信息处理，并
获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就。

创立团队勤于探索 携手前行共谱新篇

攻难关彰民族实力 于险境显巾帼本色

“西北民族大学才是我的根，这些年我是代表西北
民族大学参加藏文标准的研究。”于洪志说，在她的研究
遇到困难和阻碍的时候，是学校不遗余力支持着她完成
研究的。

2000 年底，西北民族大学建立了系统开发部、多媒
体制作中心、字模部和培训部，拥有计算机 60 台，三个
机房里复印机、传真机和打字机配备齐全。于洪志带领
她的团队在藏语自然语言处理、藏文识别、藏文远程教
育和藏文数字图书馆等方面做了前瞻性的研究。这些研
究工作，为西北民族大学获得博士授予权单位和博士后
流动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1 年，“西北民族语言文字信息技术研究所”经国
家民委批准更名为“中国民族信息技术研究院”，这是适
应民族信息化新形式的集产、学、研一体的研究型学院。
由于前期积累了厚重且扎实的科研成果，西北民族大学
信息院成立以来，先后成功申报了“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三个硕

士培养点，建成了国家民委“计算机应用技术重点学科”
“藏文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和国家语委“中国语言监测
中心藏文基地”。

2009 年，“中国民 族 语 言文 字 信息 技 术 教育
部———国家民委共建重点实验室”正式通过建设期验
收。2013 年，西北民族大学申报了教育部“高等学校创
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 计划”）。西北民族大学以于
洪志为首的少数民族信息技术研究团队参加了该计
划。2014 年，金雅声主持申报的“新丝路经济带民族特
色农产品多语言网络交易展示平台关键技术集成与
应用”国家支撑计划项目，已顺利通过科技部可行性
论证答辩。同年，依托中国民族信息技术研究院建设
的民族语言智能处理实验室获批为甘肃省重点实验
室培育基地。以上重大计划和项目的成功申报，标志
着西北民族大学承担国家高层次项目的能力在不断
增强，而学校由人才到项目，由项目到团队，再由团队
到平台的完美转换，也极大地促进了高校科技研发与

经济发展的有效对接。
创新型人才是民族院校生存的灵魂和基础，“开放、

流动、联合、竞争”是西北民族大学人才工作创新的运行
机制。于洪志及“民族信息技术研究团队”所在的“中国
民族信息技术研究院”是西北民族大学以培养创新人才
为主体的二级单位，中国民族信息技术研究院始终以为
国家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解决民族语
言文字在信息化过程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和为国家培养
民族语言文字信息技术领域的高级专业人才为己任。西
北民族大学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培养了一支土生土长的
民族信息技术人才创新团队，建立了“人员向团队集中，
团队向项目集中，项目向学科集中，学科向平台集中”的
人才工作创新理念。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研究院围绕民
族信息技术建设总体目标和研究方向，逐步形成了以学
科带头人为核心的学术梯队，以及以重大项目为龙头培
养新人才和提高研究能力的途径，取得了诸多影响学校
发展的重要教学科研成果。

扎根西北刻苦钻研 项目创新砥砺前行

青海省藏语言协会理事、西北民族大学中国民族
信息技术研究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藏文信息方
向）硕士生导师达哇彭措教授说道：“藏民族历史悠
久、底蕴深厚，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灿烂
辉煌的藏文化。藏语言文字在传承和发扬藏族文明方
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发展藏文信息技术是一个
历史的必然，当代世界已经进入了计算机网络时代，
网络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之一。藏文信息技术
处理的滞后给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带来了诸多不便，
我们目前的传播方式还是通过印刷和口耳相传，这种
传统的传播方式效率很低。我们需要大力发展藏文信
息技术促进藏文化的保护、发展、传播、使用和普及，
这对加强民族交流，维护民族团结根基等方面具有重
要的意义。”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
跟的坚实根基。”现阶段民族高等院校的发展建设，不仅
仅是为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合格的建设者，更
应成为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先行者。传承和
发扬民族文化是各大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是独具
特色的民族类院校，更应该肩负起科研项目为国家战
略、地方经济建设和传承民族文化服务的重担，在科研
中注重成果转化，充分体现高校的社会责任。

从事藏文信息技术研究的几十年间，民族信息技
术研究团队始终坚持将科研与教育相结合。民族信息
技术研究团队主持研究的各项课题与项目，其研究成
果进行实际应用与推广后，填补了国内对于藏文信息
处理领域研究的空白。“藏汉双语信息处理系统”、“藏
文视窗、藏文字处理软件和藏文网站”等研究成果在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的同时，
在高校的实践教学中，广大的藏族师生作为相关成果
的直接使用者，在享受科研成果的过程中，成为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的继承者和弘扬者，这是高校师
生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藏汉双语翻译系统的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藏文化的普及，而传统文化与
信息技术的结合应用，对文化传承、文化发展也起到
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西北民族大学从事藏文化研
究的两位老师均谈到：“现在是信息时代，民族的语言
文字能不能生存或发挥历史性的作用，数字化和信息
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科研项目和成果是国家评判一所大学学科发展软
实力的基本标志，但目前我国很多高校普遍存在着技术
的开发与应用缺乏市场导向与企业主导，科研成果并未
发挥实际社会效用等问题。因此，高校科研工作应注重
成果转化，重点面向改革，面向实际，以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为主攻方向，建立全新的“产学研”一体化的科研模
式。同时，高校还应大力倡导和不断深化校地校企合作

的理念，逐步探索连接学校与地方、学校与企业、理论与
实践、需求与创新的有效模式；进一步加大信息、资源交
流共享力度，开展创新课题研究，不断深化和全面加强
校地、校企合作；进一步加强科技基础平台建设，学校要
优先建设以重点实验室为主的知识创新研发平台，以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主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提高科技创
新能力；重视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坚持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之路，只
有这样，高校的科研工作才可能健康有序地发展。

人类历史的时间轴上，科技需要不断创新，社会需
要不断进步，文明需要不断前行。在现代信息技术快速
发展的今天，56 个民族齐步迈入信息化文明社会的使命
更加光荣、任务更加艰巨。高校作为向国家社会输送各
种专业人才最主要的基地，尤其是民族类高校，更应该
向少数民族地区输送符合民族发展需求的人才，让各民
族能够共同进步发展。高校科研团队作为培养人才和输
送人才的重要平台，更要大力发扬真抓实干、求真务实
的科研作风，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进一步凝聚
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巍峨翠英山下，碧绿黄河之滨。三十年书香翰墨，三
十载春华秋实，三十年筚路蓝缕，三十载铸就辉煌。风雨
不改来时路，坎坷不变创业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民族
信息技术研究团队将继续承民族之志，展民族之风，始
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产学研”有机一体化 科研教育齐头并进

▲2001 年，于洪志主持研发的《藏文视窗平台、字处理软件
和英文网站》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图为 2002 年 2 月于
洪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领奖。

荨2014 年 9 月，第五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暨全国专业
技术人才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在京召开，于洪志（中）带领的民族
信息技术研究团队获“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