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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吴玉章诞辰 140 周年座谈会及专题展开展仪式在校史馆举行 
 

 

    吴玉章先生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教育家、历

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

的开拓者和奠基者。1878 年 12 月 30 日，吴玉章先生出生于四川荣县蔡家堰的

一个书香门第。 

    吴老与川大的第一次结缘是在 1892 年，当年他追随二哥的脚步来到四川大

学源头之一的尊经书院就读，半年之后因母亲去世，他和哥哥回家为母庐墓三

年，中断了在川大的学业。这一次结缘，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对吴玉章先生

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曾经说过：“我在尊经书院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给我留下

的印象却极深刻。这对培养我的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都曾起过积极作用。”

随后，吴玉章去日本读书，追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加入同盟会，领导荣县首义，

并于 1922 年至 1924 年担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这是吴老第二次与川

大结缘。在川大担任校长这两年的经历，是他人生的重要阶段。他掌校期间，

采取了很多措施，积极起用新派人物担任系科主任，进行了课程体系改革，注

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可以说川大校长这两年是他走上无产阶级教育

家道路的第一次伟大的成功实践。同时，在校时期，他积极支持共产主义思想

在校园的传播，并基本完全了自己从民主主义革命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并

于 1925 年在赵世炎和成都高师学生童庸生的介绍下入党，成为四川早期的马克

思主义者，为四川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后吴老积极投身于无

产阶级教育实践，先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东北大学校长

和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

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8 年 12 月 24 日上午，由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中国人民大

学博物馆、四川荣县吴玉章故居陈列馆联合举办的《革命先驱  师表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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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诞辰 140 周年纪念展》在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开展。校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陈志坚同志出席仪式并讲话，他总结了吴玉章先生的一生，号召川大师

生学习和发扬吴玉章老校长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意识，立学为民、治学

报国的家国情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奉献精神，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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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奋进。图书馆馆长党跃武教授、

吴玉章学院的学生代表王浩学同学也作了发言。随后，陈志坚副书记与档案馆

馆长、校史办公室主任毕玉同志一道为吴玉章纪念展揭幕，毕玉同志带领与会

领导和嘉宾参观了展览。 

    校党委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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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等单位的负责人，相关部门和学院的教职工代

表、吴玉章学院的学生代表以及来自全校各学院的学生代表 80 余人出席了座谈

会及开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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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大讲堂和华西 “青年文化空间” 名家讲坛在华西校区举行 

    2018 年 12 月 25 日下午，由档案馆（校史办公室）、华西临床医学院（华

西医院）、团委（青干部）、党委学工部、天地出版社共同举办的 2018 年第三

期校史大讲堂及华西临床医学院“青年文化空间”名家讲坛在华西教学楼多功

能厅举行。 

    华西坝作为成都重要的文化地标，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成都近代

西风东渐之地和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流的地方。四川作家谭楷，长于华西，为

了挖掘华西故事，先后自费 5 次到加拿大采访老一辈华西创建者的后人，他以

作家的细腻文笔和感情讲述的华西故事更加生动和感人。12月 25 日下午，谭楷

来到活动现场，以“在生命的火灾中抢救华西坝的故事”讲述了启尔德、启希

贤、谢道坚、毕启、莫尔思、苏道璞、林则、米玉士、姚守仁等人与华西的精

彩故事，介绍了他们为华西的发展，为华西医学的发展竭心尽力、呕心沥血的

经历，赞扬了他们无私奉献的品质和崇高的人道主义情怀，深挖了“华西坝文

化”的精神内涵和中加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通过这场讲座，既让师生们重温

了华西协合大学创办过程中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也体会到这群加拿大友人传

播医学、传道授业的科学和人文精神以及华西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竹石精神。        

    讲座由校史办公室副主任王金玉主持，原校党委副书记吕重九教授以及许

多华西的教师、医院的医生和同学们自发来到活动现场聆听讲座。 

 

 

关于申报 2019 年四川大学校史研究专项课题的通知 

    大学校史是一所大学文化与精神的永恒依托，是薪火传承、继往开来的不竭

动力，体现着学校的学术传统和精神内涵，发挥着价值导向、精神陶冶、规范

约束、群体凝聚、社会辐射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加强对四川大

学校史的研究编纂以及对校史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利用，传承大学文化、展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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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风采，凝聚师生人心、共塑精神家园，特发布本课题申报通知。 

    一、四川大学口述史采集整理及研究项目 

    1、选题：选择本学院（部门）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社会影响的名家大师或

是重大决策、重大事件的决策者、参与者、亲历者进行采访，以口述史的形式，

让亲历者追忆细节，让见证者感悟得失，让思想者升华经验，从而真实、生动、

具体地再现历史，为学校和学院改革发展史、学科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第

一手资料，也为学校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新的

伟大事业提供有益借鉴。选题要求能够真实反映学校和本学院在每个领域或某

些方面所走过的历程、取得的业绩以及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口述人要求能

够清楚了解和掌握所述事件的全过程或某些方面；或是自身成长轨迹和典型事

迹具有示范效应，能对后辈学人的成长提供启迪与帮助。口述人的确定，要经

本学院（部门）认可。 

     2、申报要求：本课题以学院（部门）为单位进行申报。申报本课题需填

报《四川大学口述史采集整理及研究项目申请书》（见附件 1）；学院（部门）

需指定一名课题负责人具体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课题负责人应为四川大学在

职教职工，原则上应具有副处以上职务或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历，有能力统

筹组织对本学院（部门）符合上述条件的口述人进行遴选、采访记录和整理，

并能实际承担和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 

     3、项目资助金额：根据口述人的数量，给予每个项目 1-3 万元的资助。 

     4、结题要求：项目应于批准立项之日起一年内完成；结题时需提交以下

成果：（1）根据背景资料与受采访者口述内容撰写的访谈文章（字数原则上不

少于 5000 字/人，需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2）采访时摄录的口述人的高清

视频资料（不少于 40分钟/人）；（3）口述人有代表性的老照片（每位口述人

不少于 5 张，多多益善，可以是高清电子扫描件，需注明人物、时间、地点、

事由）；（4）能体现口述人治学治教精神的实物（如手稿、科研笔记、工作学

习及生活用品等，在征得口述人同意的情况下尽量收集）。上述成果经评审委

员会审核通过后结题。 

     5、成果应用：对于各学院（部门）提交的体系完备、质量优良的口述史

文稿，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将另拨经费资助出版；对于课题组提交的高清

视频资料、老照片、实物等，档案馆（校史办）将经过专业处理后，利用恒温

恒湿设备永久珍藏，并适时在校史馆设置“川大名师馆”专题展厅进行展出。 

    二、四川大学校史研究项目 

     1、选题 

    （1）建国以来四川大学重大发展成就研究 

    （2）四川大学红色校史文化研究 

    （3）四川大学专门史研究（如国际合作交流史、研究生教育史，等等） 

    （4）四川大学重大历史事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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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物川大”研究（如：朱德与四川大学、王右木与四川大学，等等） 

    （6）四川大学***学院院史研究 

    （7）四川大学***学科发展史研究 

上述选题只是申报重点范围和领域，申请人可根据选题指南，结合自身专业和
特长自行设计课题名称，也可自选其他校史课题进行研究。 

     2、申报要求：申报本课题需填报《四川大学校史研究项目申请书》（见
附件 2）。申报人应为四川大学在职教职工，申报人必须能够实际从事研究工作
并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所列课题组成员必须征得本人同意，否则
视为违规申报。 

     3、项目资助金额：根据申报情况设置重点课题、一般课题、自选课题三
个等级，分别给予每项 1万元—2000 元不等的经费资助。 

     4、结题要求：课题应于批准立项之日起一年内完成；需于规定期限内在
全国性公开刊物上发表相关高质量学术论文 1篇，或提交高质量研究报告 1 份；
课题最终成果出版、发表或向有关单位报送时，须注明“‘四川大学历史·文
化·精神传承弘扬计划’资助研究成果”字样；经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予以
结题。 

    三、申报方式与时间 

     1、申报者应立足本人的岗位工作和研究兴趣，准确把握好选题方向和内
容。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课题组成员最多可同时参加两个课题的申
请。 

     2、项目申请书一律用计算机填写。申报人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前，将申
请书纸质版（一式 2 份，A4 纸打印，于左侧装订成册）报所在单位领导签字并
加盖公章后，统一交至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档案馆 201 室，电子版发送至
370706667@qq.com。 

联系人：刘藜藜老师，联系电话：028—85462920 

附件 1：四川大学口述史采集整理及研究项目申请书 
附件 2：四川大学校史研究项目申请书 

          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四川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 

七七级学长毛建华教授讲述校史大讲堂——《梦绕魂牵的 1978》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恢复高考的 40 周年。1977 年 8 月，刚刚复

出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支持了与会专家的建议，决

定当年恢复因文革而中断了 11 年之久（1966 年—1977 的）的高考。1977 年的

12月 9日，全国 13 届优秀高中毕业生中的 570 万莘莘学子从田间地头走向了考

场。仅仅相隔半年，1978 年夏天，又有 410 万学子走向考场。这是一场改变自

己命运和人生轨迹的考试，也是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举措。77 级和 78 级的学子

mailto:%E7%94%B5%E5%AD%90%E7%89%88%E5%8F%91%E9%80%81%E8%87%B3370706667@qq.com
mailto:%E7%94%B5%E5%AD%90%E7%89%88%E5%8F%91%E9%80%81%E8%87%B3370706667@qq.com
http://archives.scu.edu.cn/extra/images/upload/files/20190122/%E5%9B%9B%E5%B7%9D%E5%A4%A7%E5%AD%A6%E5%8F%A3%E8%BF%B0%E5%8F%B2%E9%87%87%E9%9B%86%E6%95%B4%E7%90%86%E5%8F%8A%E7%A0%94%E7%A9%B6%E9%A1%B9%E7%9B%AE%E7%94%B3%E8%AF%B7%E4%B9%A6.docx
http://archives.scu.edu.cn/extra/images/upload/files/20190122/%E5%9B%9B%E5%B7%9D%E5%A4%A7%E5%AD%A6%E6%A0%A1%E5%8F%B2%E7%A0%94%E7%A9%B6%E9%A1%B9%E7%9B%AE%E7%94%B3%E8%AF%B7%E4%B9%A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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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许多人成为改革开放事业中各行各业的领军者和中坚力量，形成了令人瞩

目的“七七七八级现象”。 

     2018 年 12 月 10 日下午，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四川大学中文系

77级学长、原文学与新闻学院党委书记毛建华教授在江安校区水上报告厅以《梦

绕魂牵的 1978——我的大学生活》为主题面向全校同学讲述了他们当年那个激

情燃烧的岁月。 

    毛建华教授声情并茂地跟大学分享了他参加高考的前后激动而又忐忑的心

情，同学们因年龄差距大、社会阅历不同而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近似自虐式、

如饥似渴式的学习劲头。随后又花了不少时间为同学们剖析了形成“七七七八

级现象”的原因。他的讲述极富感染力，多次被同学们的掌声打断；他的讲述

资料详实，事例震撼，是对同学们一次灵魂深处的触动，使大家深刻认识到：

大学里，只有努力学习，学到真本领才是最重要的；七七级七八级学生群体总

体上的成功绝非偶然，成功人士背后必然有着能使他成功的优秀习惯。 

 

 

 

四川大学校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视察江姐纪念馆筹建情况 

    2018 年 11 月 7日上午，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国同志、校长李言荣同志、

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李向成同志、副校长侯太平同志、党委副书记李旭锋同志、

党委副书记曹萍同志、副校长李蓉军同志、副校长张林同志及学校相关部门的

负责人对江姐纪念馆的筹建、布展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指导，对江姐纪念馆的建

设和布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指出了需要改进的问题。 



7 

 

 

 

教育部直属高校档案工作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 

暨馆长论坛在大连理工大学隆重举行 

     2018 年 10 月 24 日至 27 日，教育部直属高校档案工作协会第八次代表大

会暨馆长论坛在大连理工大学隆重举行。协会对教育部直属高校档案工作先进

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对从事档案工作二十年、三十年的高校档案工作

者颁发了荣誉证书。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获“档案规范化管理”先

进单位称号，我馆共有一名同志获协会“先进个人”称号，十二位同志获“档

案工作二十年、三十年”荣誉证书。 

    在馆长论坛环节，王金玉副主任代表我馆向大会做了《‘双一流’语境下

加强和改进高校档案管理工作的川大实践》报告。本次大会对第七届理事会的

工作和财务进行了总结和审议，选举产生了以清华大学档案馆馆长范宝龙为理

事长的第八届教育部直属高校档案工作协会理事会。此后，教育部办公厅副主

任黄兴胜同志还到会与十余位高校档案馆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就高校档案管理

的规范化、数字档案馆建设、档案工作面临的困难等问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

王金玉副主任就我校档案工作的几个亮点工作进行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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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干部教育局领导一行参观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 

     2018 年 9 月 12 日下午，中组部干部教育局领导一行在学校党委副书记李

旭锋教授、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公室主任毕玉陪同下参观了四川大学校史展览

馆。 

 

西南地区高校档案工作联盟第六届学术年会举行 

     2018 年 10 月 30日—11 月 2日，西南地区高校档案工作联盟第六届学术年

会在广西举行。本次学术年会由四川省高等学校档案工作协会、广西壮族自治

区高等教育学会工作专业委员会、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档案工作分会、贵州省

省直高校档案工作协作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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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举办，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教育学会工

作专业委员会承办。来自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和海南五省 100 余所高校的

档案机构负责人、档案专业技术人员和档案专家 200 余位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就高校档案管理、知识服务型数字档案馆建设、校史文化育人等进行

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探讨，重庆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重庆邮

电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凯里学院、广西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广西民族大学

等 9所高校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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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纪念改革开放暨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专题展在校史展览馆举行 

    为展示学校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恢复高考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校宣传部

与校档案馆（校史办公室）联合举办了“四川大学纪念改革开放暨恢复高考四

十周年专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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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9-12 月、2019年 1-2月） 
 

   *  2018 年 9 月 28日，成都理工大学档案馆胡国平馆长一行 3人访问四川

大学档案馆，与四川大学档案馆副馆长李金中等就学生档案管理、档案数字化

和档案信息化建设等工作进行了交流。 

     *  2018 年 9—12 月，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江姐纪念馆先后接待了学校

122 周年校庆返校校友、中组部领导、本科教学评估专家组、港澳台办、干训基

地、成教院、国际关系学院、建环学院、轻纺学院、科研院、继续教育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体育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制造学院、电气信息学院、数学学

院、海外教育学院留学生、2018 年新进校教职工、教育部副部长、空天学院、

数学系返校校友、化学学院、药学院、高分子材料学院、经济学院、电子信息

学院、高新区志愿者服务中心、学工部、计算机学院、外语学院、四川省委书

记、南亚所、商学院、宣传部、匹兹堡学院、招就处、马克思主义学院、化工

学院、校史文化协会、港澳台办、北京中小学教师团、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川

师大、山东大学、南京科技大学、上海交大、成都 38中学、双一流办公室、校

办、一幼、二幼、后勤集团、口腔医学院、华西附二院、人事处国际青年学者

论坛、材料学院、鲁迅文化基金会、通江中小学生等 12164 人/次参观。 

     *  2019 年 1、2月，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江姐纪念馆先后接待了宣传部、

商学院、招就处、后勤集团、成人教育学院、成都青葱教育咨询公司、遂宁绿

然学校、兰州研学团、川大附小、川师大档案馆等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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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