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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举行“江姐纪念馆”开馆暨 

“四川大学革命英烈事迹陈列馆”揭牌仪式 

擎天翠竹迎霜笈，锦江红梅傲雪开。在学校党委的高度重视下，近年来全

校上下大力开展“传承弘扬江姐精神，做新时代红色传人”主题教育活动，深

入挖掘校园红色文化资源和革命文化积淀，精心筹建“江姐纪念馆”。2019 年

11 月 14 日是我校校友、著名红岩英烈江竹筠（江姐）牺牲 70 周年纪念日，经

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学校举行“江姐纪念馆”开馆暨“四川大学革命英烈事迹

陈列馆”揭牌仪式。数百名川大师生齐聚在江姐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地方，循先

辈足迹、铭历史印记，深切缅怀革命英烈的英勇事迹，传承弘扬优良革命传统，

共同参加了一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专题活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成员于凤玲、教育部思

政司一级巡视员俞亚东，四川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李

江，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高中伟，校党委书记王建国，校长李言荣出席仪式，

学校全体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江姐班”全体同学，“江姐

纪念馆”建设师生团队及《江姐在川大》舞台剧主创团队等师生代表参加仪式。

揭牌仪式由校党委副书记郭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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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亚东在致辞中强调，红色基因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接过民族复

兴大任接力棒的青年一代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十分重大。希望川大以此次“江姐纪念馆”开馆和“四川

大学革命英烈事迹陈列馆”揭牌为契机，进一步挖掘校园红色文化育人资源，

进一步丰富革命历史人物英雄事迹，进一步发挥红色场馆的育人功能。相信在

学校党委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师生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下，“江

姐纪念馆”和“四川大学革命英烈事迹陈列馆”作为红色文化教育的基地，必

将有力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工作，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重

要作用。 

 

 

 

 

 

 

 

 

 

 

高中伟代表省委宣传部向江姐纪念馆暨四川大学革命英烈事迹陈列馆的落

成致以祝贺。在介绍了四川省委、省政府近年来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

基因的系列举措后，高中伟指出，四川大学秉承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用好

学校红色资源，大力培育新时代红色传人取得了突出成绩。希望学校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充分发挥学校红色文化传承教育基地作用，推动红色精神的传承弘

扬，真正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深深根植于血脉之中，在新时代

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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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向对纪念馆和陈列馆建设给予大力支持的各级领导部门和广大师生

表示诚挚感谢。他表示，江姐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生动实践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集中体现了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主义精神、坚贞不屈的革命斗争精

神、为国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王建国强调，

学校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代代传承好”这一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发掘川大红色基因资源，

进一步丰富革命英烈事迹,使红色基因在川大师生中代代相传，让爱国主义的伟

大旗帜在川大人心里高高飘扬。学校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把学校“两个伟大”继续推向前进；全体教职员工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把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光荣使命继续推向前进；全

体川大青年学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学习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努力争做能够担当时代复兴大任的新人。 

“江姐班”班长、生命科学学院李歆睿代表全班同学发出了庄严承诺，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

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将“江姐班”打造成为名副其实、又

红又专的荣誉班级，并将红色信仰力量传递给更多川大学子，让红色基因在川

大青年中代代相传、闪闪放光。 

 

 

 

 

 

 

 

 

 

 

 

于凤玲、俞亚东、王建国共同为“江姐纪念馆”揭牌；李江、高中伟、李

言荣为“四川大学革命英烈事迹陈列馆”揭牌。全体与会嘉宾及师生步入馆内，

垂手肃立，向江姐塑像敬献花篮并鞠躬缅怀。随后，全体嘉宾及师生参观了“江

姐纪念馆”及“四川大学革命英烈事迹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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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校史办）负责人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应邀主讲系列红色文化专题讲座 

 

按照学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总体安排，结合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机关党委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下午在望江行政楼 414 会议

室举行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文化”

学习报告会，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运用身边先进典型事迹

开展学习教育工作的要求。机关“两委委员”、党员代表、入党积极分子代表、

发展对象代表及有关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机关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韩杰同志主持。 

档案馆馆长、校史办主任毕玉同志以《四川大学的红色文化传统》为题目，

带领大家回顾了四川大学的一批仁人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革命旗

帜，战斗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用热情和热血熔铸了四川大学光荣的革命文化。 

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会上，与会同志认真聆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先

进事迹，深受启发和鼓舞。会后，大家纷纷表示，要学习他们不畏艰险、不怕

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战、奉献终身的崇高精神，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立足岗位、砥砺奋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实现学

校“两个伟大”目标的道路上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2019 年 10 月 29 日，应出版社、体育学院之邀，档案馆馆长、校史办主任

毕玉为体育学院学生作了题为《江姐在四川大学》的主题报告。报告从“苦难

童年一心向党、勤奋学习追求新知、潜移默化启发同学、幕后指导进步团体、

柔情母亲决绝前行”五个板块，讲述了江姐在四川大学求学时的经历，阐释了

“江姐精神”的丰富内涵及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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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3日上午，校史办副主任王金玉在马克思主义学院 411 会议室参加主题

团日活动，面向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学生作了题为《川大的红色文化与典型英

烈》的专题报告。报告简要介绍了川大的红色文化传统，重点讲述了杨闇公、

刘伯坚、江姐、毛英才、林学逋等川大英烈面对生与死的考验、遭受非人折磨

之时，为了捍卫共产主义信仰，甘愿献出宝贵生命的感人事迹。 

  

西南地区高校档案工作联盟第七届学术年会在成都举行 

2019 年 11 月 20 日—23 日，西南地区高校档案工作联盟第七届学术年会在

成都举行。本次学术年会由四川省高等学校档案工作协会、广西高等教育学会

档案工作专业委员会、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档案工作分会、贵州省教育学会档

案工作研究会、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高校档案研究专业委员会和海南省档案学

会高校档案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四川省高等学校档案工作协会承办。来自四

川、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和海南六省（区、市）93 所高校的档案机构负责

人、档案专业技术人员和档案专家等 20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李蓉军和四川省档案馆副馆长周书生分别代表

四川大学和四川省档案馆做了讲话。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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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乔健做了

《高校档案馆的学术职能》的主题报告。重庆文理学院、玉林师范大学、四川

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西南大学等高校档案馆代

表就高校档案馆的内涵式发展、转型创新、档案服务社会、助力脱贫攻坚以及

档案文化建设、档案数据治理等主题作了交流发言。 

 

 

 

 

 

 

 

 

四川省高等学校档案工作协会四川省文献影像技术协会 2019 年年会召开 

四川省高等学校档案工作协会 2019 年会于 10 月 23 日至 25 日在四川省绵

阳市举行。此次年会由四川省高等学校档案工作协会和四川省文献影像技术协

会联合举办，四川省高等学校档案工作协会理事长毕玉馆长和四川省文献影像

技术协会理事长党跃武馆长出席会议，来自全省 45 所高校档案管理部门的 100

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毕玉理事长总结了 2018 年协会工作，并就协会 2020 年

工作做了安排部署。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档案馆罗顺民馆长、成都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校史档案馆张寒露老师、西南医科大学档案馆陈敏科长分别做了题为《夯

实基础、规范管理、积极推进档案数字化建设》、《挖掘特色档案资源 助力航

空文化建设》和《以责任立馆、以专业铸馆、以文化兴馆、以服务誉馆》的工

作交流发言。 

 

 

 

 

 

 

 

 

http://baike.baidu.com/view/847439.htm


7 

 

【媒体转载】：“学心托杜鹃” ——四川大学教授方文培 

 

方文培（1899-1983），字植夫，重庆市忠县人，教育家、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四川大

学生物系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39 年-1943 年任国立四川大

学理学院生物系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在生物系任教和从事科研工作长达半个世纪。方文

培教授不仅培养了大批植物学专业人才，而且在槭树科、杜鹃花科的分类研究上有重要建

树，为调查中国植物资源、积累标本资料作出了贡献。发现并命名新种植物 170 个，撰写

了《峨眉山植物图志》、《四川植物志》、《中国植物志》等专著，是四川大学植物学科

的奠基人。 

中国的植物志，当由中国人完成 

    1937 年 10 月，方文培教授应聘至国立四川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教授植

物学和植物分类学，兼授农学院林学系树木学。1939 年抗战期间，四川大学文、

理、法三学院为避日军对成都的轰炸而迁至峨眉山，生物系在系主任方文培主

持下，对四川丰富的植物资源开展了系统研究，组织师生采集并与国内外其他

研究机构交换标本近 9000 份，奠定了四川大学植物标本馆的基础，同时，完成

了《峨嵋植物图志》等巨著。 

     半个世纪以来，方文培教授培养了几十届植物专业、林学专业本科生，四届

研究生，一届外国留学生，听课学生多达 5000 余人。他们后来有的成为了国内

外著名专家、教授、研究员和植物学界、林学界、教育界、医药界的骨干和学

术带头人。 

 

后人眼中的方教授 

一间阁楼，四处散落的全是植物标本。一个老头儿，戴着眼镜，埋头看东

西，手里燃着香烟，整间屋里烟雾缭绕。余锦勤和几个同伴蹑手蹑脚爬到数理

馆顶部的这间阁楼，从门缝里偷瞧。这些大一的女孩儿们，有点儿紧张，又有

点儿兴奋，毕竟，门缝里的这个老头儿，是四川大学仅有的几位一级教授之一。



8 

 

尤其是生物系的新生，无比景仰这位“方专家”，同时又对这位寡言的名教授

充满了好奇。 

   正是这位偷瞧“方专家”的生物系女生，后来嫁给了方文培的儿子方明渊。

结婚后余锦勤发现，家里的公公和阁楼上的教授原来一模一样，从系里回来，

老爷子就把自己关进书房和满屋子的标本待在一起。“我们在外面就听见噼噼

啪啪的打字机声音，他一生那么多文章著作，都是这么打出来的。”方明渊说。 

 

留学英伦心系祖国 

    1999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昆明举办，在英国馆方明渊无意中发现了这样

一段文字：“中国被看作杜鹃花之家，它是中国花卉中种类最多也最为重要的

科属之一……爱丁堡皇家植物园 1843 至 1890 年间的钦定总管巴尔弗爵士提出

杜鹃分类法……1980 年，杜鹃分类法开始进行修订，这一修订可以考虑自巴尔

弗去世后，包括方维培（方文培）（1899－1983）在内的西方和中国的植物学

家采集的大量花卉。”  

上世纪 30 年代，方文培留学英伦，在以研究植物尤其是杜鹃花科闻名于世

的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当时，他的学习室是一间小木板房，被人称为“中

国木板房”。案头的杜鹃花标本，多数产自中国，这让方文培时常会有思乡的

愁绪。于是，他将唐诗换了二字，来寄托心情：“蜀国曾闻子规鸟，英伦（原

诗为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1985 年，国际

杜鹃花学会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学术会，会议开始，主席首先宣布：“请大家为

去世的对杜鹃花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方文培教授默哀。” 

 

 

 

 

 

 

 

 

 

 

 

 
 

 

 

 

方文培教授（左一）在指导学生进行植物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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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杰出植物学家” 

在一个“书友论坛”上，有网友发帖说自己曾在旧书摊上发现《近年在四

川采集的报春花》一书，作者方文培。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四川早以植物种

类丰富，著名环宇。19 世纪以来，欧美的植物学者或传教士先后来到四川采集

植物标本已有十余次之多，他们采集的标本都收藏在外国标本室，有关中国植

物的著作，也在外国刊物上发表，结果引起我们研究的极大困难。”这位网友

也许不知道，在这种困境中执著一生的方文培，被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

术史》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他的研究“开拓了中国植物研究的新

道路”。 

2013 年 7 月，四川大学决定塑立学校历史人物纪念雕像，以纪念方文培等

教授为学校做出的杰出贡献，雕像塑立在其所属学科的学院附近，也就是今天

的生命科学学院大楼旁。 

 

四川大学“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教育” 

社科普及基地、“江姐纪念馆”参观情况 

（2019年 10.11月） 

    *  2019 年 10 月，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江姐纪念展”接待了日本东洋

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等团体，文新学院、水利水电学院、体育学院、高分子

学院、干部培训中心等单位共计 5768 人/次参观。 

*  2019 年 11 月，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江姐纪念馆” 接待了大连理工

大学党委书记一行、西北民大书记校长一行、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副主席一行、

上海 MpA 联盟，上海大学调研团、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班往届学员访华团、

成都市委统战部部长及兄弟高校统战部一行、高分子学院专家团、中央指导组、

前卫新民中学等团队，国际处、电子信息学院、艺术学院、高分子学院、社区

办老党员、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单位共计 10680 人/次参观。   

 

 

 

报：学校领导、教育部办公厅、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省教育厅和四

川省档案局（馆）有关部门 

送：校内各单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档案工作分会秘书处、教育部直属高校档

案工作协会秘书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秘书处、四川省高等学校

档案工作协会、四川省经济科技档案协作组有关单位 

 

责编 藜藜  审稿 毕玉                  四川大学档案馆  （校史办公室）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