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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第八届校史知识竞赛圆满结束 

知校史校情，明责任担当。四川大学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以及复杂的历史沿革。为增进川大学子对校史校情的了解，深化对川大历史文

化与精神内涵的理解和感悟，提升对学校的归属感和爱校荣校的自豪感，四川

大学校史文化协会特在 2019 年 5 月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第一基础教学楼 B205

教室举办了第八届校史知识竞赛。 

 

校史知识竞赛初赛现场情况 

此次比赛分为初赛和决赛。初赛采用笔试的方式进行。此次校史知识竞赛

的题库主要涵盖学校历史沿革、学校基本情况、大学章程等方面的知识。活动

在校内引发了一股学习校史的热潮。最终有十个小组进入决赛。决赛分为三个

部分，分别是：小组展示，笔试，竞答。在小组展示环节，参赛选手各显神通，

诗歌朗诵、情景剧、视频动画等精心编排的节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笔试环节各小组积极讨论，竞答环节选手们也踊跃抢答，他们思维活跃、反应

敏捷，现场赛况尤为激烈。比赛中选手们细致严密的思考，沉着冷静的回答，

体现出他们对校史的学习积累，在展示个人风采的同时，又体现出团队合作的

精神。面对较为困难的题目时，现场观众也无不为选手们捏一把汗，但不少选

手从容应对，机智解答，不仅给所在团队加分，更给台下观众出人意料的惊喜。

活动尾声，主持人公布比赛结果并进行颁奖，本次比赛共评比出特等奖 1 名，

一等奖 2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4 名。 活动结束后，嘉宾、参赛选手和工作

人员合影留念。 

此次第八届校史知识竞赛的圆满举行，离不开各位工作人员的积极准备和

校史办公室、校团委的精心组织。通过本次比赛，同学们对川大历史有了更加

全面的了解，对川大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体悟，也是对四川大学校史文化协会

社团宗旨“探讨川大思潮，弘扬川大精神”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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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暨“新中国的记忆： 

档案见证高校发展”主题演讲比赛在我校举行 

 

2019 年 5月 31日，由四川省高等学校档案工作协会主办，我校承办的 2019

年档案日系列活动暨“新中国的记忆：档案见证高校发展”主题演讲比赛在我

校逸夫科学馆举行。四川省档案局经科处处长林红、四川省高等学校档案工作

协会理事长、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主任毕玉及全省高等学校档案馆馆

长、档案管理骨干以及参赛选手共 80 多人参加了大会。 

我馆赵海燕演讲、李华云撰稿的“红色文化基因助力校园文化建设”获得

本次比赛一等奖。本次比赛共评选出教师组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5

项、优秀奖 3 项；学生组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3 项。分别被四川

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理学院、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

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华大学、成都理工大学、乐山师范学院、成都工业

学院、西昌学院选送的选手获得。 

 

2019年“国际档案日”主题活动合影 

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主任毕玉代表四川省高校档案工作协会致欢

迎词。她说，档案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伟大事业，

档案对研究历史、认识社会、指导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凭证和参考作用。高校档

案事业经过 70 年的发展，档案工作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档案机构从无

到有，逐步建立健全；档案干部队伍不断壮大，人员素质不断提高；档案管理

硬件条件不断改善，现代化的档案管理设施设备进入档案管理工作；档案信息

化建设逐步加强；档案文化传播取得长足进步。在迎接祖国母亲 70 年华诞之际，

承办此次演讲比赛，是档案人为庆祝国际档案日，见证高校档案事业的发展，

促进高校档案事业建设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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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红处长在讲话中表示，各高校将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宣传与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主题宣传高度结合了起来，充分挖掘本校特色档案资源，陆续开展

了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主题活动，充分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高校发展的辉煌成就，展现了高校档案事业发展的显著成绩，展现了档案工

作在服务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她希望全省高校档案工作者

进一步以信息化建设带动档案业务建设，提升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水平，推动

高校档案工作转型升级；健全档案安全体系，筑牢档案安全防线，确保档案实

体和信息绝对安全；加强档案文化建设，深入挖掘档案资源，开发档案文化精

品，充分发挥档案文化育人作用；创新开发利用手段，拓展档案服务领域，打

造高校档案服务品牌；强化档案法律法规宣传，提升全员档案意识，为高校档

案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本次大会和演讲比赛活动在四川音乐学院王渝灵同

学现场领唱、与会代表和选手共同高声歌唱《我和我的祖国》声中落下帷幕。 

 

江竹筠烈士的孙子彭壮壮先生在“江姐纪念展”开幕式上的发言 

 

 

“江姐纪念展”大门 

2018 年 11 月 27 日，四川大学“江姐纪念展”在红岩烈士江竹筠曾经生活

过的四川大学女士院旧址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江姐的孙子彭壮壮先生作为学

校的特邀佳宾出席了此次开幕仪式，在仪式上，他饱含深情地回忆了江姐的革

命岁月，并告诉人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现将彭壮壮先生的发

言整理如下，让我们共同缅怀先烈，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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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雕像 

 

彭壮壮先生在纪念仪式上致辞 

 

江姐纪念展展厅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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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老师、校友、同学和来宾： 

今天，我作为家属代表来参加四川大学的江竹筠烈士纪念展开展仪式，感

动至深。四川大学对我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这里是我的奶奶江竹筠烈士曾经求

学的地方，我的父亲恰巧在那一段时间出生在成都。这里是我的伯父，已故川

大党委副书记彭炳忠多年工作的地方，今天我还带来了我的儿子彭然，对于这

个第四代，此地也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可能知道，我的奶奶

来川大求学，是因为和一位地下党的战友在重庆身份暴露必须转移，她的那位

战友叫何理立，今年 96 岁高龄，她不仅是我奶奶的战友，也是我爱人的奶奶，

所以今天她们共同的第四代能够来到这里，这是一份最难得的纪念。我的奶奶

江竹筠烈士的事迹由小说《红岩》、歌剧《江姐》、影片《烈火中永生》而家

喻户晓，代代相传。可作为后代，我们却没有能够在儿时享受与她在一起的天

伦之乐，因此能够回到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脚踩着她曾经踩过的土地，格外

值得我们珍惜。在此，要再次感谢四川大学精心保留了这份天地，以供后人追

思与缅怀。 

半年前，彭然在学校要准备一份讲演，题目是“改变世界的人”，他有些

犹豫的问我，能讲太奶奶吗？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题目。

可我非常感动于他对这份传承的用心，我想着用最简单的一点，让他明白这些

家族的记忆。他自己这样写道：“那时的世界是很悲惨的，是不公平的，很多

孩子吃不饱，上不了学，有很多战争。” 

这正是奶奶来到川大时的情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她改变世界的历程，

这里见证了她的理想。奶奶的童年在贫困中奋争，虽然聪慧，但高一之后不得

不辍学，她在战火纷飞的抗战之中，来到川大读书，进入农学院，是因为她想

到未来国家的建设和复兴所需，我想她心中感到了不仅是自己理想的实现，也

是为了将来更多的人，更广阔的理想和憧憬。这里见证了她的爱，在川大上学

期间，奶奶与爷爷结婚，有了我的父亲。家庭、孩子，这无疑是她深深所爱的。

爷爷牺牲之后，奶奶给亲友的信中，我们感到那份爱的痛苦。在渣滓洞集中营

中，奶奶给父亲的遗书里，我能感到那份爱的深。如果有人问我，她的意志和

坚强从何而来，我相信那来自于她心中的爱。这里也见证了她的抉择，生下我

父亲之后，奶奶选择做了绝育手术，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罕见的决定，是一个

奶奶甚至背着爷爷做出的决定，这并非因为她不爱自己的家庭，并非因为她不

爱孩子。她要为更大的爱，而做出抉择，做出牺牲。 

今天来参加仪式的有不少川大的同学，你们都是 20 岁上下的年轻人，显然

大家也听到了，在 70年前那些牺牲的烈士，他们很多也是年轻人。但你们生长

的时代和 70多年前又有着天壤之别，但我想你们的生活中也有理想，也有爱，

希望这片天地能够帮你们做出人生中的抉择，也感谢你们能永远珍视这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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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江竹筠烈士（1920.8.20—1949.11.14），曾用名江竹君、江志炜，四川自

贡市大山铺镇人。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 年，根据党组织安排，改名江

志炜考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1945 年与彭咏梧结婚，育有一子

彭云。1946 年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办理休学手续后离开国立四川大学，到重庆

参加革命斗争，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7

年去下川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48 年 6 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重庆中

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在狱中受尽酷刑仍然视死如归，拒绝交出中共地下

党情报，被狱中难友称赞为“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1949 年 11月 14日，在

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于歌乐山。 

彭壮壮，革命烈士江姐之孙，哈佛大学数学学士、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

微软大中华区首席战略官。 

【媒体转载】：蒋学模：经济学领域的“基督山伯爵” 

蒋学模（1917—2008），男，浙江鄞县人。1941 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法

学院经济学系。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上海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 

 

 
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 

两个领域的杰出学人 

一部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术史绕不开一位学者的名字——蒋学模，一本汉译外

国畅销书《基督山恩仇记》也离不开一个翻译者的名字——蒋学模。作为四川

大学的杰出校友，在两个领域挥洒才情的蒋学模堪称整整影响了几代中国学人

的学界泰斗。1917 年 2 月，蒋学模出生于浙江省鄞县。1936 年到 1937 年，他

在苏州私立东吴大学经济系求学。抗日战争开始后，他辗转入川。1941 年，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5%A7%90/7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88%E4%BD%9B%E5%A4%A7%E5%AD%A6/2615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E%E6%9E%97%E6%96%AF%E9%A1%BF%E5%A4%A7%E5%AD%A6/40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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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曾担任香港

《财政评论》社的编辑。那时候，他的工作异常繁杂与辛苦，每天要阅读大量

的外文稿件，并且要迅速编译成中文，这番历练造就了他出众的翻译能力。1939

年，他在四川大学图书馆里读到了英文版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

产生了将其翻译给中国读者的冲动。 

    抗战胜利后，蒋学模在迁回上海滞留重庆的途中开始翻译《基度山恩仇记》。

小说生动跌宕、酣畅传奇，他在翻译过程中也备感享受。而面世后广大读者的

喜爱程度却是他始料未及的。1947 年，复旦大学文摘出版社陆续分四册出版了

他的译著，当时的书名用了电影的名称《基度山恩仇记》。几十年之后的 1978

年，《基度山恩仇记》更名为《基度山伯爵》，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

一时间，洛阳纸贵，全中国再度掀起了一股阅读的热浪。 

不过蒋学模的本职却是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他对文学的爱好当然不能消解

他对经济学的探寻。1949 年起，他历任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

1961 年起，他担任《辞海》编委暨政治经济学分科主编。1978 年起，他担任《中

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的编委，为我国的辞书编写同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蒋学模还是国务院颁发的第一批有特殊贡献政府津贴获得者，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批博士生导师，2004 年，他以长期的卓越贡献获得上海市第一届哲学社会

科学学术贡献奖。他一生撰写、主编和编译的各类著作有 40多部，论文 100 多

篇，总共近千万字，最著名的是《政治经济学教材》和《基度山恩仇记》首译

中文版。前书共发行 1800 万册，是同类出版物发行量最多的，可以说 80 年代

的中国大学生很多都是读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成长起来的。他自己开玩笑

说，“这两本书可以代表他的一生。” 

峨眉山中的特殊课堂 

据四川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蒋学模先生 1936 年毕业于上海法租界徐

家汇的正风中学，1936年 9月至 1937年 8月肄业于私立东吴大学文学院经济系。

因淞沪会战爆发，辗转入川于 1938 年 12 月转入国立四川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

二年级就读，当时留下的通讯地址是成都春熙路的新新新闻社。从 1939 年 6 月

起至 1943 年 3 月，由于日本飞机持续对成都实施狂轰烂炸，国立四川大学皇城

校本部和南较场理学院、法学院均中弹着火，图书馆、博物馆等共 127 间房屋

变成废墟。国立四川大学为求在抗战后方“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为了保存

“西南最高文化之根芽”，不得不将学校的大部分迁至几百公里以外的峨眉山

麓继续办学，蒋学模先生也随学校一起迁至峨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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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时期的校舍报国寺 

当时迁至峨眉山的有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

《川大校刊》曾生动记载了蒋学模先生这一批学生当年在特殊课堂学习的环境：

“伏虎寺是文法学院的所在地，这庙宇在全山的庙宇里，算是一个相当大的，

可是一下要容纳六七百人，自然也不免拥挤一些，因此除了图书馆，办公室和

同学的寝室设在这里以外，在庙的左右另外建筑了许多教室，此外还有新设计

的诊疗所，也正在鸠工建造。伏虎寺建筑在山坡上，抬头便可以仰望风横在面

前的峨眉山，望见围绕在四周苍松翠柏，卧在脚下徐徐流动的小溪，静静地沉

寂流动的溪水，清晨林木中，浮起一片歌声婉转的鸟鸣，薄暮中我们可以欣赏

着紫红色太阳西坠的霞光，这是多么幽静雅致的情景，一个极好的读书的所在。”

正是在如此良好的学习环境中，蒋学模与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国优秀的青年们,

衷心蕴藏着无限的悲恨,愤怒之火,他们把它发泻到学术研究上去，整日里图书

馆中，便挤满了他们的足迹，为着抗战建国的需要，埋下了整个的心灵。” 

“川大是我们第二家庭” 

蒋学模先生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几乎一直在上海生活和工作，但他对四川、

对母校四川大学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正如作者“如祥”在国立四川大学校刊

发表的《川大校友在上海》一文中提到的那样：“四川是我们第二故乡，川大

是我们第二家庭，我们尽量竭力，使每个人成为一朵灿烂美丽的奇葩，为母校

点缀，为人群增辉。” 

1996 年 10 月 18 日，蒋学模先生作为四川大学杰出校友回成都参加母校 100

周年大庆典礼。在 100 周年庆典大会上，78 岁高龄的蒋学模先生发表了热情洋

溢的讲话。他说，他离开母校 55 年，他之所以能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做些工作，

都是与母校的教育和培养分不开的，55年来他一直对母校怀着想念和感激之情！

他说，他感觉已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时候了，但他在母校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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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庆典上感到个人的生命很有限，而母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是不会老的，是

会永远生机勃勃向前发展的！ 

蒋学模先生不仅对母校满怀深情，他对在上海的川大校友和校友会工作也很

关心和支持。2004 年 12 月 18 日，三校合并后新四川大学上海校友会成立，校

友们向他汇报时，他非常高兴欣然为之题字，并且同意担任上海校友会的名誉

会长。在校友会成立的当天，86 岁的蒋学模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在两位年轻校友

的陪护下亲自赶到会场并作了即兴讲话。 

后记：“锦江黉门，弦歌铿锵”。如今，蒋学模先生就读的的四川大学早已成

为继“985”、“211”之后的“双一流”全国综合性大学，在新的征程中四川

大学确立了“全面推进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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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宏伟目标。展望未来，四川大学将始终肩负集思想之大成、育国家

之栋梁、开学术之先河、促科技之进步、引社会之方向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

再谱中国现代大学继承与创造并进、光荣与梦想交织的辉煌篇章！ 

四川大学“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教育” 

社科普及基地、“江姐纪念展”参观情况 

（2019年 6、7、8月） 

2019 年 6、7、8 月，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江姐纪念展”接待 21717 人

次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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