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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同志一行参观考察校史展览馆 

 

2017 年 11 月 8日下午，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同志，

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黄建发，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晓晨，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向宝云，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党组成员李光华一行参观考察了校

史展览馆。 

曲青山同志一行重点参观考察了校史展览馆的革命史部分。川大是一所有着

悠久革命传统的学校。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川大就成为西南进步势力的

大本营，以川大师生和校友为领导力量发起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

开国元勋朱德元帅，杰出校友、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延安

五老之一的吴玉章等都是在校期间受到革命氛围的影响，并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的。共产主义先驱王右木、恽代英等，更是以川大为基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

义。1923 年夏天，在四川大学成立了西南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成都

独立一组。在民主革命时期，有江姐、毛英才等 66 位四川大学校友为新中国的

成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在全国高校中是极为罕见的。曲青山同志一行不时

就关心的问题与提供讲解服务的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主任毕玉同志进行交流。 

校党委书记王建国同志，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李向成同志，校党委副书记

曹萍同志等陪同参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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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谢和平院士到校史馆检查指导工作 

 

2017 年 11 月 22 日上午，校长谢和平院士到校史展览馆检查并指导工作，

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公室主任毕玉同志、校史办公室副主任王金玉同志陪同参

观。 

谢和平校长对教案展的布展、筹备川大教师书画信函展、深入挖掘校史资源、

扩大校史文化的影响力和在育人方面的作用等方面做出了指示。谢校长指出，

川大校史馆有许多优质资源和研究成果，但还要加强宣传的力度，要在重要媒

体上发声，让校史研究成果走出深闺，扩大校史文化的影响力。要吸引更多的

同学们、校友们参观校史馆，并且在参观完以后，对自己怎么学习、做学问、

做人有所感怀，有所收获；能够通过参观校史馆，增强自己的自豪感和对学校

的认同感，产生这样的感想：“原来川大是这样一所了不起的大学啊！” 

谢校长还检查了教案展厅。四川大学教案展是川大教师优秀科研手稿、笔记、

教案的专题展，集中体现了川大人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和文化传统。目前收

有手稿 1100 余份，其中不乏郭沫若、陈志潜、谢和平、刘应明、卿希泰、高洁、

毛坤、王翰章、赵振铎等名师大家的珍贵手稿，还有蒙文通、徐仲舒等大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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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的手迹，这其中有不少既是笔记手稿，又是优秀的书法作品。谢校长强

调了教案展在大学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强调在展示教案时，要认真选择，将每

位老师教案中最精彩的部分展示出来，让大家看了以后确实要有所感悟，有所

收获，他还亲自对怎样选择展示的页面做出了示范。此后，谢校长还就怎样收

集川大名家信函并在艺术与科学大楼上设立一个楼层的专门展览的相关事宜做

出了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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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直属高校档案工作协会 

           第二组档案工作研讨会在兰州大学召开 

 

为促进各高校间档案工作交流，提升工作水平，教育部直属高校档案工作协

会第二组于 2017 年 7月 8日—11日在兰州大学召开档案工作研讨会，就新时期

高校档案工作进行交流。第二组的十一个成员单位参加，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

兼校史办主任毕玉参加会议。 

毕玉介绍了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的基本情况，并就“双一流建设”

语境下如何加强和改进档案及校史工作谈了几点体会。她说，当前，开放办学

将档案推到大学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位置，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和“互联网

+”行动计划的推进，深刻影响着档案工作的理念、技术、方法及模式。在全面

推进一流大学建设的新时期，如何适应法治校园建设推进依法治档、如何适应

校务公开推进档案信息开放、如何适应师生多样需求改进档案服务、如何适应

信息技术发展加强电子档案管理、如何适应现代化管理造就复合型人才队伍等

问题，正日益成为我校档案和校史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要紧紧围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

以档案资源、档案利用、档案安全三个体系建设为核心，以档案规章制度建设

为基础，以服务师生、服务学校、服务社会为宗旨，大力推进档案治理法治化、

资源多样化、利用便捷化、管理信息化、安全高效化、队伍专业化进程，实现

从单一性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向集成化档案资源开发中心转型，从服务型校史研

究展览机构向开放式校园文化建设中心转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川大梦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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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印记—纪念郭沫若先生诞辰 125周年专题展》 

                    在校史展览馆开展 

 

2017 年 11 月 7日下午，《时代的印记—纪念郭沫若先生诞辰 125 周年专题

展》揭幕仪式在校史展览馆三楼至公厅举行。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陈志坚同志代表学校到会讲话；北京郭沫若故居纪念馆副馆长刘曦光先生专程

从北京赶到川大参加揭幕式并讲话。会议由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主任

毕玉同志主持。 

陈书记深情地回顾了郭老在川大的生活学习经历，指出正是在四川大学前身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的宝贵学习经历，使得郭沫若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命

运，为日后投身于中国人民解放、建设事业的滚滚洪流奠定了思想根基。陈书

记同时指出，今天，在四川大学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的伟大事业的征程中，我们纪念郭沫若先生，应该学习和发扬他对国家、

对人民坚贞不渝的赤子之心；学习和发扬他既有开放胸襟又保持文化自信的博

大情怀；学习和发扬他终生一以贯之的创新意识；学习和发扬他不断探求真理、

科学务实的求是精神。同时，陈书记要求学校相关部门以纪念郭老 125 周年诞

辰为契机，通过深化郭沫若研究，挖掘郭沫若文化的丰富内涵，大力促进以先

进文化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我们的智慧和自信自强，加快推进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为实现科教兴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北京郭沫若故居纪念馆副馆长刘曦光先生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深刻缅

怀郭老的一生；校史研究专家、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党跃武教授作为教师代表

回顾了郭老在川大的学习生活经历；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校史展览馆讲解员

康雯君同学作为学生代表进行了发言。会上，刘曦光先生还代表北京郭沫若故

居纪念馆向川大捐赠了部分郭老书法作品仿真复制件和郭沫若研究书籍。随后，

陈志坚副书记、刘曦光同志与毕玉同志一道，为《时代的印记——纪念郭沫若

先生诞辰 125 周年专题展》揭幕，并与其他与会师生一起兴致勃勃地率先参观

了展览。 

二十世纪杰出的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先生，

1892 年出生于四川乐山，1910 年就读于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四川大学前身）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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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学堂，1913 年考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正科二部九班（理科），在校时用名

郭开贞。今年正值郭沫若先生诞辰 125 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在中国文化界、学

术界有着巨大影响的一代文化巨匠，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与北京、

重庆、乐山沙湾三地郭沫若纪念馆以及乐山师范学院郭沫若研究中心经过协商，

决定联合举办《时代的印记—纪念郭沫若先生诞辰 125 周年专题展》。本展览

在四川大学、北京、重庆、乐山沙湾相继举办，以郭老在乐山、成都、重庆、

北京四地的经历为叙述重点，通过四处纪念地串联起他生命中最精彩的四个片

段，展现郭老波澜壮阔的一生。 

四川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党委学生工作部、校团委、

人事处、教务处、社科处、图书馆、文学与新闻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等单位的

负责人，校史办公室的全体职工，历史文化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的部分学生

参加了揭幕式。 

 

 

 

    听师友学长，讲川大故事 -----校史大讲堂之邱沛篁教授 

                讲述他一个甲子的川大情缘 
 

“听师友学长，讲川大故事”。四川大学校史大讲堂是档案馆（校史办公室）

主办的校园文化品牌活动，该活动旨在通过邀请与四川大学有深厚渊源的老专

家、著名学者、优秀校友到校讲述他们与川大的故事，生动再现川大优秀文化



7 

 

传统和精神品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广大青年学子爱党爱国、建

校荣校之心。 

2017 年 11 月 6日下午，校史大讲堂第二场报告会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水上

报告厅举行，文学与新闻学院邱沛篁教授以“一个甲子的川大情缘”为题，与

广大青年学子分享了他对自己教育人生、学术人生的理解。 

邱沛篁教授是中国西部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1956

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1960 年毕业留校。在四川大学长达 60 余年的学习、工

作生涯中，见证了川大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邱沛篁教授用丰富多彩的故事和

鲜活生动的语言回顾了他在川大的成长经历，讲述了他参与创办《四川大学报》

的过程以及作为主要发起人创办四川大学新闻专业的教育实践，回顾了他八次

采访著名校友、人民作家巴金的过程。最后他还和同学们分享了他对做人、做

事、做学问的感悟和体会，并分享了他的养生之道。他在讲述中声情并茂、充

满激情，不时赢得同学们赞叹的掌声。 

邱沛篁邱教授从教近 60 年，在中国新闻学界有重要的影响，加之他为人谦

逊，深受传媒界弟子敬重。他的讲座开讲之际，《人民日报》驻川记者站、《成

都日报》、《华西都市报》、《四川经济日报》等新闻媒体均派出记者前来报

道。讲座由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主任毕玉同志主持，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云丹

同志、学工部马涛同志、校团委副书记黄菲娅同志、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张

放同志、副书记张莹同志，邱教授的博士生、法学院教师曾彤，校史办公室副

主任王金玉等同志参加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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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高校档案工作协会代表团一行来四川大学调研 

2017 年 11 月 13 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档案工作分会理事长兼广东省高

校档案工作协会副理事长柯友良馆长、广东省高校档案工作协会副理事长徐建

军馆长、林文兴馆长及协会监事吴小强馆长联合带队，广东省高校档案工作协

会 37 所高校 45 位档案同仁来到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调研。四川大

学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公室主任毕玉、档案馆副馆长李金中、校史办公室副主

任王金玉和各科室负责人参加了交流会。会议就新时期高校档案管理制度、服

务利用方式、设备设施建设以及档案信息化建设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

会后，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珍品）档案库。 

 

 

 

           档案馆（校史办公室）党支部组织收看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

档案馆（校史办公室）党支部组织支部党员和教职工认真收听收看十九大开幕

会。当庄严的国歌响起时，在档案馆 208 会议室集中收看开幕会盛况的同志们

全体起立高唱国歌，向伟大的祖国致敬。全体同志认真收看了习近平总书记代

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全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对祖国

的发展和党的坚强领导满怀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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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教育”社科普及基地参观情况 

（2017年 6-11 月） 

    *  2017 年 12 月 6 日下午，长江大学档案馆馆长王长建同志一行到我馆调

研。      

    *  2017 年 12 月 4 日，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主任张朝晖一

行在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公室主任毕玉陪同下参观四川大学校史展览

馆。 

*  2017 年 12 月 4日，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吴玫一行访问四川大学档案馆。 

*  2017 年 9 月 12 日，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刘淑娟等一行 5 人访问四川大

学档案馆。 

   *  2017 年 6 至 11 月，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先后接待中组部领导、口腔、

电子信息、干训基地、计算机、水电、网络、海外、灾后、轻纺、校团委、公

管、政治、化工、历史、空天、国际关系、外国语、文新国际周、生物国重国

际周、艺术国际周、软件国际周、公卫国际周、吴玉章国际周、化学夏令营、

计算机夏令营、教务处夏令营、建环夏令营、商学院、政治学院、统战部、成

教、学工部、港澳台办、网络空间、77 级老校友、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科大、

后飞教育、成都七中、西北中学、石室中学、简阳中学、广西大学、几内亚研

修班、东北大学、齐心教育、晋人助学、成都纺织专科学校、香港理工大学等

1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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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档案馆  （校史办公室）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