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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高校档案红色故事宣展活动成功举行 
 

2021 年 6 月 3日—4日，四川省高等学校档案工作协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档案见证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档案红色故事宣展活动暨会员代

表大会在成都举行。本次（活动）会议由四川省高等学校档案工作协会主办，

四川大学“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教育”社科普及基地协办。来自四川省高等学

校档案工作协会各会员代表和全省高校档案红色故事宣讲代表 90多人参加了

（活动）会议。 

 

首先进行的会员代表大会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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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李胜利代表

协会主管部门四川教育厅到会并现场指导。 

 

本次会员代表大会为法定代表人换届大会，毕玉理事长首先代表协会向现

任法定代表人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原馆长张雪永长期以来为协会所做的大量富

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感谢。并就候任法定代表人的酝酿提名和征求意见以及向协

会主管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民政厅请示汇报和批示回复等换届大会的前期的

准备情况向与会代表做了详细介绍。随后会员代表举手表决同意成都工业学院

档案馆原馆长张桂霞担任协会副理事长兼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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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当选的协会副理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张桂霞在表态讲话中指出，四川省高

校档案协会自 1989 年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有力地促进了高校间档案

工作的大发展，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将继承和发扬协会的优良传统，不断探索

新时期档案工作的新发展，促进高等学校档案事业的更好的发展。 

 

随后举行的“档案见证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档案红色故事宣讲活动，由

四川师范大学档案馆邹勤馆长主持。来自全省 15 所高校 18个档案红色故事案

例进行了现场宣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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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档案馆金元平馆长作点评总结，指出此次宣讲展示的 18 个档

案红色故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通过高校档案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成就，也体现了我们档案人深度挖掘档案红色资源，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

基因的责任担当。 

大会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中圆满结束。 

 
 

档案馆（校史办）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 

 

2021 年 6 月 10日，档案馆（校史办）党支部在 208 会议室召开组织生活

会，党支部副书记、副馆长李金中同志以“中国共产党领导档案工作的 100 年

光辉历程”为题，讲授了专题党课。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对档案工作有过重要的指示和论

述，重视和加强档案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李金中同志从中共一大后

中央局档案的保管讲起，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档案工作 100 年的光辉历程进行了

相关阐述。并通过十三五期间档案事业所取得的成绩，以及结合建国以来档案

馆自身发展的情况，指出档案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李

金中同志表示，作为档案工作者，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做到

为党管档；要做好档案的保管工作，做到为国守史；要加大对档案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做到为民服务。 

随后，李金中同志指出，新时期档案工作在主体多元化等方面有了新的变

化。档案工作从传统的实体管理逐渐过渡到数字化管理，并随着人民群众对档

案利用的需求越来越高，对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要求也将逐步提升。李金中同志

强调，结合当前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情况，希望全馆同志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

理念，构建工作的创新思维，积极做好档案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

作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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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在川大百年历程专题展”开展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向深入，在

校内营造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的浓厚氛围，6 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在川

大百年历程专题展”在望江校区体育中心广场开展。教育部高校党建工作联络

员肖铁岩，校党委书记王建国，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曹萍，副校长李蓉军、姚乐

野，校党委副书记郭勇，学校有关单位负责人和师生代表参加了开展仪式，并

观看了展览。仪式由李蓉军主持。 

开展仪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曹萍代表学校党政向专题展的开展表示祝贺，向辛勤筹备专题展的各相关

单位表示感谢。她指出，四川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革命英烈和仁人志士，他们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

中国建设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今天我们正满怀信心迈向新征

程，朝着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行。在庆祝我们党百年

华诞的重要时刻，学校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多渠道多方面打造了“中国共产党在

川大”红色教育品牌，这次“中国共产党在川大百年历程专题展”，旨在生动

展示学校百年革命历史传统、深厚红色文化底蕴和辉煌办学成就，着力引导党

员干部和师生员工进一步坚定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希望大

家以党的百岁华诞为新起点，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从百年来共产党在川大

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前进力量，传承红色基因，担当时代重任，为全面加

快推进学校“两个伟大”作出新的贡献。 

在热烈的掌声中，曹萍宣布“中国共产党在川大百年历程专题展”开展。 

李蓉军在主持讲话中指出，自 1923年创建四川地区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以来，

一代代川大共产党人以坚毅永葆初心、以奋进诠释信念、以实干创造未来，为

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讲到专题展的筹备情况及基本内

容时，她说，为回顾四川大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的光辉历程，全面总结

中国共产党带领川大师生取得的改革发展成就，学校党委特举办“中国共产党

在川大百年历程专题展”。此次展览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包括“烈火淬金”

“探索前进”“改革创新”“走向复兴”等四个篇章，选用照片近 700 幅，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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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导师生员工更好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川大的壮阔历程，加深对党史的学习

理解和对学校历史发展进程的感悟，营造同庆百年华诞、共铸历史伟业的浓厚

氛围。 

 

参加仪式的领导和师生观看了展览。 

参展师生纷纷表示，专题展是生动的“思政课”，通过观展，进一步了解

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川大师生走过的光辉历程，更加深刻地感悟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使命。作为新时代的川大人，要加强党史学习，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

神血脉，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川大人的贡献。 
本次展览全面回顾总结了四川大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的光辉历程，

集中展示建党百年来，学校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个时期取得的显著发展，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高唱共产党好、社会主义

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将激励动员全体师

生员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传承红色基因、

筑牢初心使命，为全面推进学校“两个伟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

不懈奋斗。专题展从 6月 24 日起，在学校三个校区同时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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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老校长周太玄先生、校友杨达烈士遗物遗稿捐赠仪式隆重举行 
 

2021 年 6 月 30日，在全国上下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前夕，四

川大学老校长周太玄先生、校友杨达烈士遗物遗稿捐赠仪式在四川大学明德楼

贵宾厅隆重举行。四川大学副校长李蓉军同志出席仪式并讲话。周太玄先生的

儿子周季瑜先生、孙子周堃先生、孙女周兰女士及相关亲属，杨达烈士的孙女

杨庆女士、杨萍女士、杨熙女士、杨丹女士及相关亲属出席了仪式。同时，特

别邀请到李劼人故居纪念馆馆长曾建国同志、业务部主任张志强同志，李劼人

故居纪念馆顾问、成都市李劼人研究学会理事易艾迪先生出席、见证仪式。捐

赠仪式由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办公室主任毕玉主持。 

周太玄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生物学家、翻译家、政论家、社会活动

家，1909 年考入四川大学前身的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读书。在这里，

周太玄先生与李劼人、郭沫若、王光祈、魏时珍等同学结为了至交，共同探寻

学海之瑰宝、治国之良策、救民之真谛，并迈出了投身革命的第一步。1919 年，

周太玄先生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并于同年赴法国

留学。巴黎和会的消息正是通过周太玄先生传到北京，成为“五四”运动的导

火索。1930 年，周太玄先生应张澜校长之聘回校任教，1932 年被聘为四川大学

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在校期间，周先生经常在学术团体中作学术报告和

形势报告，公开批判国民党当局的反动行径，在黑暗中为人们指引前进方向。

1952—1953 年，周太玄先生担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社会主义新

大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达烈士 1923-1924 年在华西协合大学医科预科班读书，1925 年转入上海

大学求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 年，他积极投身“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1926 年赴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曾在朱德部下担任参谋长兼秘书。1927 年“八

一”南昌起义后，杨达不顾个人安危，常奔走于丰城、南昌之间进行革命活动，

1928 年 2月不幸被捕，面对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以年仅 25岁的生命谱写

了共产党人的青春之歌。 

李蓉军副校长在讲话中指出，周太玄先生和杨达烈士一生为党做了许多革

命工作，在四川大学革命史和办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们的事迹与精神是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5%B7%9D%E9%AB%98%E7%AD%89%E5%AD%A6%E5%A0%82/56678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5%B7%9D%E5%A4%A7%E5%AD%A6/1604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5%B7%9D%E5%A4%A7%E5%AD%A6/1604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98%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0%E5%9F%8E


7 

 

川大学的宝贵财富。今天捐赠的周太玄先生和杨达烈士的遗物遗稿，内容丰富，

十分珍贵，对我们学习研究周太玄先生和杨达烈士，传承弘扬川大红色基因，

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周季珊、周季瑜先生以及杨庆、杨萍、杨熙、

杨丹女士此次将珍藏了几十年的先辈遗物遗稿捐赠给四川大学档案馆永久保存，

这是对四川大学的莫大信任，更是对档案事业有力支持。 

周太玄先生的儿子周季瑜先生、杨达烈士的孙女杨丹女士分别作为亲属代

表发言，表达了对四川大学以及川大档案馆的信任与感谢，使遗物遗稿得到了

最妥善的保管；并表示，此次捐赠意味着将精神财富转化为社会财富，从而实

现了更大的价值。 

李劼人故居纪念馆顾问、成都市李劼人研究学会理事易艾迪先生表示，周太

玄先生为科学和教育贡献了一生，作为四川大学的学子、教授、校长，与四川

大学渊源深厚。今天，太玄先生的遗稿资料找到了最好、最恰当的归宿，对研

究、宣传和纪念先生意义重大，同时也为四川大学的历史增添了光彩。 

随后，周太玄先生的长孙周堃先生作为亲属代表向四川大学捐赠周太玄先生

遗物遗稿，李蓉军副校长代表四川大学接受捐赠。周太玄先生在我校工作多年，

一生笔耕不辍。这次捐赠的遗物遗稿多达近百份，包括周太玄先生的修业凭证、

学业成绩、教案、笔记、会议记录、回忆录、论文及诗作手稿、往来书信、各

类聘书以及皮箱、书桌、衣柜等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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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达烈士的孙女杨庆、杨萍、杨熙、杨丹女士，向四川大学捐赠了杨达烈

士 1925 年写给妻子的姐夫陈碌如的一封家书，李蓉军副校长代表四川大学接受

捐赠。 

最后，李劼人故居纪念馆曾建国馆长向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赠

送了关于我校校友李劼人先生的编研丛书。四川大学校史办副主任王金玉代表

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接受了赠书。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周太玄老校长、杨达烈士遗物遗稿

的捐赠具有特殊的意义。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将深入挖掘周太玄先

生和杨达烈士思想的深刻内涵，大力传承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推进先进文化建

设，使这些宝贵的财富可传至后世，有效利用，惠及大方！ 
 

档案馆（校史办）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 

 

2021 年 7 月 9 日，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党支部在望江校区体育中心

广场召开组织生活会，党支部书记毕玉同志带领支部全体党员参观“中国共产

党在川大百年历程专题展”，并现场讲授主题党课。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四川大学是四川地区最早的党团组织

的发源地，也是西南地区的新文化运动发源地和西南地区最早的也是全国最早

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发源地之一。四川大学自建立四川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以来，

一代代川大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次展览由

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主办，四川大学党委宣传部、党委组织部协办，

共分为“烈火淬金”“探索前进”“改革创新”“走向复兴”等四个篇章，全

面回顾了四川大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的光辉历程，集中展示了建党百年

来，学校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个时期取得的显著成就。 

四川大学党史的百年发展历程，是四川党史以及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观的过程中，不时有同志感慨，学习川大的百年党史，对于继承和弘扬先辈

们的奋斗精神，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次观

展学习，党员同志们纷纷表示，作为新时代川大人，要时刻加强党史学习，不

忘初心使命，矢志砥砺前行，为全面推进学校“两个伟大”，实现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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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档案馆（校史办）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 
 

2021 年 7 月 12日，档案馆（校史办）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校史办王金玉

副主任为全体党员讲授了题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的党课。 

王金玉同志首先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做了概述，然后从《讲话》对建党百年历程

的回顾、向全党全国全世界做出的五项庄严宣告、对八条伟大建党精神的提炼，

以及九条启示和必须四个部分对《讲话》内容进行了讲解，并在此基础上提炼

出《讲话》的六大亮点。  

王金玉同志指出，《讲话》中有很多新内容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

内涵丰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进军号。王金玉

同志强调，《讲话》中提炼的八条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集

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范，党在长期奋斗中构

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王金玉同志指出，《讲

话》中总结的九条启示和必须是百年奋斗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我们走向第二个

一百年奋斗历程的重要经验，为开创未来指明了方向。 

通过这次生动的党课，档案馆全体党员再一次接受了精神的洗礼，纷纷表

示要在新时期的伟大征程中，以我将无我、舍我其谁的精神气概，以无畏艰险、

自我革命的“赶考”姿态，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矢志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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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胜君  审稿 毕玉                  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