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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教育部直属高校档案工作协会馆长论坛暨档案工作优

秀案例评审会议在西南交通大学召开 

11 月 2 日-5 日，由教育部直属高校档案工作协会主办，西南交通

大学档案馆（校史馆）承办的 2016 年教育部直属高校档案工作协会馆

长论坛暨档案工作优秀案例评审会议在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召开。

教育部办公厅电子政务与档案处陈昆处长、西南交通大学党委常委沈

火明教授出席会议，来自全国 63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档案馆馆长和骨干

124 人参加会议。 

会议开幕式于 3 日上午在九里校区 5 号楼举行，由教育部直属高

校档案工作协会副秘书长王文慧馆长主持，西南交通大学校党委常委

沈火明教授、协会理事长吕雅璐馆长分别致辞。 

沈火明教授代表学校欢迎每位参会代表。他介绍，作为一所百年

学府，西南交通大学历来高度重视档案工作，在学校的支持下，档案

事业蓬勃发展，日渐规范。在双甲子的办学历程中，西南交通大学积

累了大量的珍贵档案材料，截至目前，学校档案馆馆藏档案约 13 万卷，

在丰富的馆藏基础上，学校 120 周年校庆的重点工程项目校史馆和《西

南交通大学史（五卷本）》，均广获好评，充分肯定了档案工作的重要

意义。最后，沈火明教授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协会理事长吕雅璐馆长在致辞中介绍了筹办本次馆长论坛暨优秀

案例评审会的目的，旨在充分地展示部属各高校创新档案工作思路，

提高档案管理质量，提升档案服务水平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同时，她

代表协会感谢会议承办方西南交通大学的热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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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协会章程要求，每两年需向会员单位做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协会理事长吕雅璐馆长作协会工作报告，总结了第七届理事会所取得

的成绩，通过组织各种活动积极地引导和推动部属高校档案工作，主

动服务，助力学校的发展，助力国家“双一流建设”大业。同时，她

指出新形势下，高校档案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不仅需要与会人员的

努力，更需要培养和锻练年青一代的档案工作者，希望通过这次会议

能密切联系，加强校际、校企合作，转变传统的工作思路，以开放跨

界的姿态早日完成高校数字档案馆建设，实现档案管理科学化的宏伟

目标。  

协会秘书长傅强馆长作协会财务报告，在大会上通报协会会费收

支明细及账务现状，秘书处坚持公开、透明、阳光的财务管理，接受

各位会员高校共同监督。 

重庆大学档案馆喻玲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汤涛馆长、西南

交通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长吴建乐教授，分别作了题为《新形势

下档案信息化的转型发展》、《档案文化：传播就是力量》、《夯实基础

谋发展 服务大局求突破》的大会主题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3 日下午和 4 日上午进行的是优秀案例评审，共有 43 所部属高校

参加答辩，集中展示了各高校创新档案工作思路、提高工作质量、提

升工作水平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大会闭幕式由协会副理事长范宝龙馆长主持，教育部办公厅电子

政务与档案处陈昆处长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教育部直属高校档

案工作协会在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



 4 

意见》，推进高校档案工作定位、促进部属高校档案馆之间的充分有效

的沟通等方面做出的积极作用，要求直属高校档案馆引领发展，构建

大档案工作格局，提高认识，创新理念，强化服务，特别是要强化决

策咨询服务，加强档案数字化建设，实现从管理主导到服务主导的转

变；构建良性的交流协作机制，在专、精、深上下功夫，丰富协会的

交流形式，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为直属高校档案工作的快速发展

提供组织保证。 

协会副秘书长韩宝志馆长在闭幕式上对优秀案例评比进行了总

结，他指出，此次馆长论坛申报的案例精彩纷呈、各有特色、个性突

出，案例评审为各高校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搭建平台，能够更好地拓

宽视野、跨界合作，共同面对互联网+时代的档案事业的发展难题。 

协会副理事长范宝龙馆长宣布会议共评选出一等奖 8 名、二等奖

12 名、三等奖 22 名，并选读获奖名单。闭幕式上还进行了获奖优秀案

例的颁奖仪式，协会为每个案例获奖高校颁发荣誉证书。 

 会后，与会代表参观了西南交通大学校史馆、四川大学校史馆、

西南财经大学校史馆、成都博物馆。与会的代表对西南交通大学积极

承办会议、提供的细致周到的服务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秘书处） 

教育部直属高校档案工作协会七届四次理事会会议纪要 

教育部直属高校档案工作协会七届四次理事会会议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在西南交通大学召开，教育部办公厅电子政务与档案处陈昆处

长受邀出席会议，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共 12 人到会，3 人（慎金花、许

平、马景娣）因事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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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吕雅璐主持。首先，吕雅璐通报了协

会近期工作安排和进展，秘书长傅强向与会者协会发展的简要历史沿

革和秘书处的日常运行情况，陈昆处长充分肯定了协会在推进和引领

直属高校档案工作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并希望协会进一步加强协调，

推进直属高校档案工作健康可协调发展。其次，会议讨论了 2016 年教

育部直属高校档案工作协会馆长论坛暨档案工作优秀案例评审会议的

评审规则，根据协会章程，结合案例申报情况，决定评选出一等奖 8

名、二等奖 12 名、三等奖 22 名，给所有获奖高校颁发荣誉证书。 

此外，会议还提出了协会日常运转的改进建议：秘书处华中师大

网站进行升级改版，建设费用从协会团体会费中支出。   

                                                   （秘书处） 

中南大学举行央视拍摄《百年湘雅·群星璀璨》专题片影像

资料赠送仪式 

2016 年 11 月 2 日，央视拍摄《百年湘雅·群星璀璨》专题片影像

资料赠送仪式在学校举行，11 集人物专题片影像资料进校档案馆收藏。 

参加赠送仪式的嘉宾有：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预防控制局

局长贺青华，央视黄建国导演等，中南大学副校长朱学红，发展与联

络办公室主任胡振华，中南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张忠生与副秘书长黎

明，湘雅医学院党委书记张步新，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谭红专，党委宣

传部新闻中心副主任王建湘，档案馆副馆长汪瑞芳等。 

赠送仪式由张忠生主持。在赠送仪式上贺青华代表北京校友分会

讲话。他简要介绍了央视拍摄《百年湘雅·群星璀璨》的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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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湘雅校友陈锵捐助了拍摄经费，拍摄工作得到了学校多方面的支

持并致以谢意。黄建国导演代表央视摄制组，回顾了在湖南、美国等

多地的拍摄活动。他说，在拍摄过程中，始终得到了中南大学多方面

的支持，特别感谢参与现场拍摄工作的黎明、黄珊琦两位先生的辛勤

付出,《百年湘雅·群星璀璨》11 集人物专题片已上央视网播出，通过

互联网的百度、搜狐、爱奇艺等七大搜素系统都可免费点击收看。之

后，贺青华代表央视和北京校友分会将装满《百年湘雅·群星璀璨》

11 集人物专题片影像资料的两个移动硬盘赠送给副校长朱学红。接受

赠送后，朱学红代表学校，对央视摄制组、对陈锵校友及北京校友分

会致以衷心地感谢。感谢大家的付出与辛劳，感谢各方面的同仁为建

设、宣传中南大学的历史和文化所做的努力，并希望大家继续合作，

在我国高校“双一流”的建设过程中，将优秀的中南大学的历史和文

化加以整理，不断传承。仪式结束前夕，与会人员合影留念。 

据悉，今年 8 月，自《百年湘雅·群星璀璨》11 集人物专题片在

央视网播出以来，截至 2016 年 11 月 3 日中午 12:00，在爱奇艺搜素系

统上显示，该片的播放总量已达 23104 次。      

（中南大学档案馆） 

   存史鉴今促发展，资政育人谋新篇——《上海交通大学史》

赠书仪式暨校史育人工作座谈会召开 

为进一步宣传好校史文化成果，弘扬交大优秀办学传统，2016 年

9 月 29 日，在校史编委会的指导下，党史校史研究室、学校老教授协

会联合举办的“《上海交通大学史》赠书仪式暨校史育人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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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汇校区钱学森图书馆举行。校党委副书记朱健，校史编委会主任、

原校党委书记王宗光，校史编委会秘书长毛杏云，老教授协会会长罗

九甫，档案馆书记徐兵，钱学森图书馆书记盛懿等出席会议。《上海交

通大学史》八卷本编著者、老教授协会和关工委代表等共 50 余人参加

会议。党史校史研究室主任张凯主持会议。 

王宗光介绍了校史工程的决策、编著过程和基本概况。以《上海

交通大学史》为主体的校史研究开始于 2002 年。当年，校党政班子经

认真研究，作出了将校史编修列为学校 985 工程重点建设项目的决定。

在《上海交通大学史》编纂过程中，学校党政领导自始至终给予了大

力支持和关心指导，从酝酿、撰写到修改、成稿，历经 14 年，是全体

交大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校老教授协会会长罗九甫致辞，他代表老教授协会和关工委对校

史编委会的赠书表示由衷感谢，对校史编著者的编纂水平和工作热情

深表敬佩。他说，300 余万字的《上海交通大学史》记录了老教授们参

与奋斗的交大历程，弘扬了交大文化，协会决定成立“读史小组”，在

协会内部引领和发动读交大校史的氛围，并与关工委、学指委合作，

在青年教师和学生之间，开展“讲党史校史”活动，让他们在交大发

展史中汲取营养，与学校荣辱与共，从而为交大未来的发展贡献力量。 

座谈会上，校史编委会老师、与会老教授积极发言。毛杏云从编

纂校史经历的一个个故事讲起，深情回忆了十四年来编写校史的艰苦

历程，得到了与会者的共鸣；校关工委吴玉瑛、李彩英认为，《上海交

通大学史》的编纂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是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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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动教科书，“讲中

国故事”，实现“中国梦”，对于交大人来说，就是要讲好交大故事，

而这就要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史》的丰富内容，他们将认真研读书籍，

将其中的历史小故事与新媒体相结合，让交大精神深入人心，培养青

年教师和学生的理论自信；校史编著者龚诞申从“写史、读史、讲史”

的角度，讲述了他编写校史、弘扬文化的亲身经历，并表示不忘初心，

才能将校史精神发扬光大。 

朱健在座谈会最后总结讲话中指出，八卷本的《上海交通大学史》

完美地诠释了“因图强而生，因改革而兴，因人才而盛”的交大精神，

呈现了交大人众志成城、服务大局的组织优势，以及敢为人先、昂扬

向上的精神状态，它的出版不仅是交大的宝贵财富，更是中国高等教

育的宝贵财富。 

会议还举行了赠书仪式，与会领导向老教授代表赠送了八卷本的

《上海交通大学史》。                （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 徐骞） 

天津大学档案馆编辑的《我的天大日记》一书正式出版 

日前，《我的天大日记》一书正式出版。该书搜集了学校从 1895

年到 2015 年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按照日期逐一列举，图文并茂，

通过图片让读者在阅读中了解天津大学的历史，熟悉中国大学兴学强

国的精神，是天津大学档案服务育人工作的一次新尝试。   

天津大学（前身为北洋大学）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大学，在 120

年的历史征程中，心系民族国家危亡，肩负兴学强国重任，传承“实

事求是”之校训，形成“严谨治学”的校风，积极探寻科学真理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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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的道路，其走过的每一天，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展现了北洋人

对国家的殷殷赤子之情。本书汇集了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建校 120

年来的大事小情，以 365 天的点点滴滴告诉读者“天大可以成为天大”。   

本书由校党委书记刘建平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历史

档案服务学校育人中心工作的一次尝试，天津大学档案馆承担了本书

的具体编辑工作，档案及图片资料来源于档案馆、宣传部、工会等部

门以及诸位校友及后人的捐赠。为提升该书的艺术欣赏性，本书“天

大日记”的字样集自清光绪朝朱批奏折——1895 年时任直隶总督北洋

大臣王文韶呈光绪皇帝的奏折《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

案由》。                            （天津大学档案馆  张世轶） 

《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第二辑出版座谈会举行 

2016 年 12 月 15 日，由档案馆主办的《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

实录》（第二辑）出版座谈会在中北校区档案馆举行。华东师大副校长

汪荣明出席会议并为老领导、老教授赠书，档案馆馆长汤涛介绍口述

访谈情况，座谈会由档案馆副馆长魏明扬主持。 

“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档案”项目负责人、档案馆馆长汤涛在

座谈会上，详细介绍了第二期项目的访谈编撰情况：一是完成 22 位口

述者声像档案的拍摄和收集；二是征集到大量珍贵的个人实物档案，

据统计，此次档案馆共征集照片 400 余张（含电子版）、著作 100 余部、

手稿 50 余份、题词 21 份、书法作品 2 份；三是整理出版《丽娃记忆：

华东师大口述实录》（第二辑）；四是举办口述人物展和实物展。他指

出，本项目通过“抢救式访谈”，旨在保存和传承师大人物记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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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校行政、管理、教学、学科发展等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华东师大副校长汪荣明代表学校向参加座谈会的访谈对象吴铎、

江铭、宋永昌、盛和林、王耀发、沈焕庭、茆诗松、陈伯庚、邹兆芳、

彭漪涟、周尚文、张超、颜逸明、徐天芬等 14 位老领导、老教授赠送

了《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 

座谈会上，老领导、老教授作为代表发言。华东师大党委原副书

记、社会学系教授吴铎表示“丽娃记忆”口述项目是校园文化建设中

生动、活泼、细节的一项工程，使参与其中的受访者能重新回顾自己

在华东师大学习、工作的人生经历，讲述自己与学校的故事。他认为，

档案建设“功在千秋”，希望档案馆能够继续坚持这一项目，抢救更多

珍贵记忆。植物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教授宋永昌谈到自己从 1951 年起

在华东师大工作 60 余年，见证了学校的变迁与发展，认为《丽娃记忆》

一书为后人研究师大的教学、科研、管理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河

口海岸研究院教授沈焕庭深情回忆了自己从事河口学研究的经历，并

表示通过参与《丽娃记忆》的编写对自己在专业上不断思考总结也是

一种鞭策和鼓励。 

经济学教授陈伯庚、政治学教授周尚文、全国高校优秀教学成果

特等奖获得者邹兆芳、数理统计学教授茆诗松、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

耀发纷纷谈了自己参与“丽娃记忆”项目的感想与体会，对档案馆工作

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华东师大副校长汪荣明作总结讲话。他首先对档案馆的同志表示

祝贺和感谢，《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第二辑的出版，标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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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用口述形式保存学校记忆的工作取得了新成果。他说，各位老领

导、老教授是我们华东师大的“校宝”，档案馆持续开展抢救式访谈，

将这些优秀前辈们心中立体而鲜活的华东师大历史，通过文字、录像、

实物、声音等多种载体形式，得以最大限度地留存后世。他们的言传

身教，精神感发，必将为学校的发展注入系统的、睿智的精神财富。 

华东师大党委宣传部、机关党工委、老龄委办公室、社科处、对

外联络处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本次座谈会。 

出版座谈会结束后，与会者一同参观了档案馆设计制作的“丽娃

记忆：华东师大口述人物”图片和实物展。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俞玮琦） 

“湖南省教育人物志编纂系统”技术审查会在中南大学召开 

   2016 年 10 月 19 日上午，“湖南省教育人物志编纂系统”技术审

查会在中南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湖南省教育厅教学科研所所

长、湖南省教育人物志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刘建琼教授、中南大学档案

馆馆长吴湘华、副馆长汪瑞芳、信息学院副院长龙军教授、档案技术

研究所向禹常务副所长、湖南立森信息技术公司总工程师段震以及相

关研究人员。 

“湖南省教育人物志编纂系统”是由中南大学档案馆、湖南省教

育厅、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三方共同研究开发的。该系统具

有入志人物“个人信息录入、入志类别判定、入志材料生成及提交、

材料编审、分类统计、报表自动生成”等功能。该系统将大大减轻教

育人物志编纂过程中入志人物类型的甄别、人物简介文字材料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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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入志人物名册的汇总等工作量，并可为今后教育史研究如分学科、

分专题进行人物档案研究，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便利的数据积累和

分析手段。 

湖南省教育人物志编纂工作是湖南省教育厅根据中央指示，按照

湖南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进行的，于今年 7 月底启动。计划于 2018

年出版发行的《湖南省教育人物志》是湖南省教育系统第一部大型官

方人物志书，承载着保存湖南省教育人物史料、铭记湖南教育人物贡

献、彰显湖南教育人物风采的历史使命，对于激励引导全省广大教育

工作者献身教育事业，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和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

意义。为此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州、市教育局及各高等院校必须在 2016

年底完成入志人物收录工作，2017 年 3 月底前完成编纂任务，工程十

分浩大，而且时间极为紧迫。 

 为做好该项工作，九月底学校召开了由朱学红副校长主持、陶立

坚常务副书记、胡岳华常务副校长、黄建陵副校长及 15 个相关职能部

门领导参加的校领导专题办公会研究、部署工作，随后校办牵头组织

各职能部门分工协作，积极推进该项工作，先后发布了“关于做好《湖

南省教育人物志（1978—2015 年）》编纂工作的通知”和“关于收集中

南大学人物档案资料的通知”。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制定的入志标准，档案馆于 9 月底对学校进行

了入志人物收录人数的摸底统计，各部门报来的不完全名单就达 5890

人，涉及到全校所有二级单位。为减轻各单位工作负担，档案馆积极

与教育厅主管部门沟通并取得共识，联合开发专用软件平台，通过信



 13 

息技术规避摩擦并减轻各级工作量。经过近日连续加班加点的紧急突

击，现已基本完成软件架构和试用调试。为加快进程，尽快将系统投

入使用，档案馆组织召开了此次技术审查会。 

在会上，教育厅领导和与会专家对学校创造性地开展人物志工作，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减少定类摩擦、减轻文档修订工作量、提高工

作效率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该系统将《湖南省教育人物志入志

人物情况登记表》采用软件填报，这样将有利于控制入志人物文字材

料的字数以及书写规范；对于个人获奖项目和荣誉，采取选择填空的

办法，这样就可以自动控制每位入志人物的入志类型，且可以自动生

成《湖南省教育人物志入志人物名册》，大大减轻各单位负担。专家们

也对系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科学的完善建议，课题组将按照领导和专

家的意见，进一步研读省厅文件，在充分贯彻上级精神的前提下完善

系统设计，力争准时交付全省教育系统使用。 

 （中南大学档案馆  汪瑞芳） 

华东师范大学编研成果在全国校史研究分会 14届学术年会上

荣获一等奖 

2016 年 10 月 20-21 日，以双一流背景下“中国现代大学治理的历

史考察”、“互联网+时代的校史工作与研究”为双主题的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校史研究分会第 14 届学术年会在天津大学召开。会议表彰了 34

项 2014 年至 2016 年间涌现出来的全国优秀校史论著，华东师大汤涛、

张耕华、林雨平、魏明扬等编撰的“光华大学校史系列图书”荣获一

等奖，朱小怡、章华明主编的《圣约翰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荣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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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 

会议举行了《中国大学校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新书首发式。收

录 2014 年厦门大学第 13 届校史分会学术年会的优秀论文共 60 余篇。

在学术年会上，华东师大档案馆汤涛的《胡适的一份担保书考》、吴李

国的《大夏大学的图书募集和图书馆馆舍建设》、陈华龙的《民国时期

私立大学董事会的组建及其动因分析——以大夏大学创建为中心的考

察》入选论文集并做大会论文交流。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陈华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档案编研成果荣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档

案工作分会优秀成果二等奖 

近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档案工作分会优秀成果名单出炉，由陕

西高教系统档案学会选送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档案编研成果《民国西

农纪事（1932-1949）》荣获优秀成果二等奖。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两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

见》的精神，总结我国高校档案工作“十二五”期间取得的经验和成

绩，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档案工作分会举行了全国高校档案工作优秀成

果评选活动。经专家组认真评选，全国高校档案系统共评选出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7 项，三等奖 12 项。《民国西农纪事（1932-1949）》是陕西

高教系统唯一的学术著作类获奖成果。 

《民国西农纪事（1932-1949）》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档案馆馆长王

文慧任主编，经过三年的资料搜集、整理与编研，经陕西省委统战部

审定后，于 2015 年 7 月正式出版。全书共 24.7 万字，依据学校在民国

时期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划分为农专创立、农专校址择定与奠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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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的扩大与发展、北平大学农学院落泊武功及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

与农专的合并、名师云集武功张家岗、诚朴勇毅校训、“武功军事会议”

曾在西农召开、抗战期间西农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抗战烽火中巍

然屹立的教学大楼、峥嵘岁月中爱国民主进步、民国时期西农宝贵的

办学成就 11 部分内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档案馆 杨恒） 

天津大学举行“科教兴国先行者—纪念史绍熙先生诞辰 100

周年”专题展览 

2016 年 9 月 24 日，天津大学举行隆重活动纪念原校长史绍熙院士

诞辰 100 周年，档案馆承办了“科教兴国先行者——纪念史绍熙先生

诞辰 100 周年”专题展览，众多校友、来宾参观了展览。 

此次展览北洋园校区与卫津路校区同时开展。展览以“科教兴国

先行者”为主题，以史绍熙先生用科技和教育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的人生历程为主线，分为“幼逢国难 立志科学救国”、“科学巨匠”、

“教育巨星”、“师德风范”、“无上荣誉”几大板块。详细讲述了史绍

熙先生作为爱国青年，他为国勤学、求学北洋、留学英伦、毅然回国

的早年经历；作为科学家，他为国科研、开创学科、取得重大发明成

就的科研生涯；作为教育家，他提出的先进教育思想以及为中国高等

教育和天津大学发展作出的不可磨灭贡献；作为师者，他严格要求、

挚爱学生、无私奉献的师德风范。 

展览搜集了大量档案资料，复原了史绍熙先生办公室，展出了从

北洋大学阶段到上个世纪 70、80 年代的珍贵科研设备，以及大量手稿。 

                                （天津大学档案馆 李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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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政协委员、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杨冬权，湖北省档

案局局长黄国雄参观武汉大学校史馆 

2016 年 11 月 18 日下午，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杨冬权、湖北省档案

局局长黄国雄一行来校参观。周叶中副校长代表学校接见了参观一行

人员。他从历史最悠久、学科最综合、最具创新活力、最有文化底蕴

及最美大学五个方面向客人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会谈后，杨局长

一行参观了周恩来纪念馆，随后参观校史馆。档案馆馆长涂上飙、副

馆长郑公超等陪同参观。  

杨局长一行主要参观了校史馆的“百年沧桑”历史展厅，认真聆听

了武汉大学从自强学堂时期到新世纪百廿发展的沧桑历史介绍。尤其

在谈及武大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时的密切关系时，得知中共一大十

三位代表中有五位与武汉大学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杨局长不禁感叹到

“武汉大学是高校中共一大代表最多的学校，所以武汉大学不仅是中国

最美丽的大学，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共产党创建贡献最大的学校”。在谈

到毛主席视察武汉大学以及査全性教授等人在我国恢复高考中的重要

作用时，杨局长等人对此深表敬意，赞叹武汉大学在百廿的发展历程

中为国家与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切都充分地体现了武大“顶天立

地”的办学精神。  

参观期间，杨局长、黄局长与涂馆长积极交流，气氛热烈，同时

对学校的历史继承和保护宣传工作表示了高度肯定。参观完毕，杨局

长欣然提笔在校史馆签名簿上签名留念。   （武汉大学档案馆 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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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档案局副局长马尚云到华中科技大学调研档案工作 

2016 年 10 月 9 日上午，湖北省档案局副局长马尚云一行三人到华

中科技大学调研档案工作，湖北省档案局经科处程荣春处长、于劲松

副处长陪同调研，档案馆直属党支部书记范智新及科室主任参加了座

谈会。 

档案馆直属党支部书记范智新首先向马局长汇报了学校档案工作

的情况。马局长充分肯定了学校档案工作，他认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档

案信息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档案安全保管条件得到了改善，档案

馆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也强调了档案工作的重要意义，对档案馆

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要提升档案工作的文化自信。档案

是历史的记录，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和积累。档案工作者要坚定文化自

信，坚定做好档案工作的信心。二是要提升便民服务的水平。要利用

各种方式和手段，方便民众查找查阅档案，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

是体现档案价值的最主要途径。三是要提升档案工作的开放度。要树

立开放意识，进行开放思维，努力寻求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合作，共同

做好档案工作。四是要提升档案工作的创新能力。只有创新才有发展，

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在工作方法上、在管理方式上、在利用开发途径

上的不断创新，档案工作才能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档案馆才能成为广

大教职员工和广大学生的一个最喜爱地方，才能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

作用。 

范智新书记表示，我们将按省档案局领导的要求，努力做好档案

工作，在学校“双一流”建设中，克服短板，开拓创新，使档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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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校的发展相匹配、相促进。 

座谈会结束后，马局长考察了档案馆库房，参观了校史陈列馆。                      

（华中科技大学档案馆 范智新 肖波） 

辜严倬云女士访问华东师范大学 

2016 年 11 月 1 日，台湾海基会首任会长辜振甫的夫人、91 岁高

龄的台湾圣约翰大学董事长辜严倬云女士在汪致重夫妇陪同下访问我

校。校党委书记童世骏在档案馆二楼接待室会见了辜严倬云女士。辜

严倬云次子辜成允，长女辜怀群，次女辜怀箴、辜怀如等一同来访。

我校档案馆馆长汤涛、港澳台办主任章平、对外联络处处长邢和祥陪

同会见和参观。 

正式会见前，辜严倬云女士在童世骏的陪同下，观摩了我校图书

馆珍藏的其先祖父严复先生中英文批注《原富》《世说新语》《陆放翁

全集》等十数种古籍。轻轻摩挲着这些古籍，辜严女士激动不已。她

回忆说，在 1948 年去台之前，她把先祖父严复的诸多印章和全部藏书

捐给了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现在这批先祖父批注的古籍在华东师大能

完整的保存，真是文化之大幸。 

会见期间，童世骏向辜严女士介绍，1952 年院系调整时，圣约翰

大学理学院的数、理、化、生物，以及教育系和中文系（部分）等六

个系，同 10 万余册藏书、6000 多份动植物标本并入华东师大，圣约翰

大学是华东师大建校的重要基础。辜严女士深情回忆了当年在圣约翰

大学读书的情景，以及她至今记忆犹新的国文老师等。她表示，学校

若组织成立严复研究中心或严复纪念馆，她愿意资助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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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骏向辜严倬云女士赠送《圣约翰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王伯

群与大夏大学》《张寿镛校长与光华大学》等校史书籍，辜严倬云女士

赠送了台华窑的喜红釉花瓶和辜振甫先生题写的“谦冲致和，开诚立

信”镇纸。辜严女士为华东师大分别题写“德以辅材，学以致用”和“申江

书院”。 

会见结束后，童世骏陪同辜严女士参观了校史馆，档案馆馆长汤

涛做了详细讲解。当辜严女士在学校前身圣约翰大学展板“著名校友”

栏目前看到自己的名字和照片时，开心地大笑起来。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林雨平) 

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获赠两名奥运冠军共同签名的镀金花剑

实物档案 

  2016 年 10 月 16 日，学校“首届桂花节”之“奥运冠军华师行”

暨 35 期“名人名家说”活动在佑铭体育馆举行，2012 年伦敦奥运会

男子花剑个人冠军雷声、两届奥运会男子佩剑个人冠军阿隆·斯拉奇

来到桂子山，与师生分享“奥运”背后的故事。 

两名奥运冠军向学校赠送了一把共同签名的镀金花剑，彭南生副

校长代表学校接受了珍贵的礼物。随后，体育学院将该礼物移交至档

案馆，档案馆接收后，将镀金花剑作为实物档案放置珍藏档案库房永

久保存。 

雷声，2012 年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个人冠军，打破了中国男子花

剑奥运金牌零的突破。2016 年 8 月 5 日，在里约热内卢奥运开幕式，

担任中国队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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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斯拉奇，ARON SZILAGYI，匈牙利的男子佩剑世界冠军，

2012 年伦敦奥运会、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两届奥运会男子佩剑个人

冠军。                                （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 

同济大学 2016年度档案归档工作培训交流会举行 

为进一步规范各类档案的归档工作，提升立卷部门的归档水平，

提高案卷质量，实现馆藏资源优质化，同济大学档案馆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起，连续举办了 5 场部门档案员培训交流会，学校各立卷部门

档案员和电子公文秘书共 200 余人参加。 

档案馆周玮副馆长在培训会上阐述了高校档案工作在存史、资政、

维权、育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了部门档案归档工作的重要性，

肯定了各部门档案工作取得的良好成绩，希望大家继续保持高度的责

任心，注重档案的收集和积累，努力做到管理规范、归档及时，更好

地为学校广大师生服务，同时也对各位部门档案员的辛勤劳动表示感

谢。 

此次培训人员共分五大类：1、全校电子公文秘书及校级党群、行

政类、OA 类、外事类等部门档案员；2、科学技术研究院、文科办等

科研部门档案员；3、全校各院系、所、中心研究生秘书；4、全校各

院系、所、中心的党群、行政类档案员；5、教务处、学生处、招生办、

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多种形式管理办公室等教学综合类档案员。培

训重点讲解了各门类档案的工作规范、归档范围和归档流程，并对档

案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操作演示。 

此次培训交流会，为档案馆和部门档案员搭建了一个共同探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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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档案业务的平台，起到了答疑解惑的效果，对促进各部门归档工

作的规范化、案卷质量的优质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济大学档案馆） 

北京高校档案研究会第一协作组工作交流及资源建设研讨会

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召开 

为推进北京地区各高校档案工作的开展，促进馆际间的交流，由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档案研究会主办，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承办的

“北京高校档案研究会第一协作组档案工作交流及档案资源建设研讨

会”于 10 月 28 日上午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召开。 

北京高校档案研究会理事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农

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 21 所驻京高校的 40 余位档案工作者参加了

交流会议。会议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档案馆馆长刘晓鸿主持。 

刘晓鸿馆长在致辞中对参会的档案界同仁表示欢迎，杨桂明秘书

长代表北京高校档案研究会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会上，人民大

学研究员张世林博士应邀做了题为“高校档案业务建设发展方向及馆

藏资源组织加工方式方法探讨”的专题讲座，受到与会者热烈反响。

张世林从档案的定义着手，结合切身经验，从理论的高度讲解了当前

高校档案工作的主要内容，并以美国杜克大学和法国国家档案馆的档

案工作为例，深入浅出地进行了讲解。针对高校档案工作面临的问题

与挑战，她强调，要在新时期做好档案工作，需要档案工作者转变思

维方式，促进专业化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的提升。 

在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杨桂明、清华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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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静茹、华北电力大学档案馆副馆长陈军，分别就《挖掘特色资源 打

造特色品牌 丰富京师记忆——北师大“京师记忆”特色品牌之校友纪

念册制作》、《挖掘利用并不断丰富档案资源——纪念清华党组织建立

九十周年》、《信息化条件下档案管理与实务探讨》等议题做了案例分

享报告。随后，参会人员就各高校档案工作共同面临的重点、难点和

热点以及档案资源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档案馆 朱笛] 

广东省高校档案工作协会会员代表到同济大学档案馆调研 

9 月 21 日，广东省高校档案工作协会副理事长徐建军馆长和王飞

雁馆长率协会会员单位代表一行 49 人到同济大学档案馆调研。 

同济大学档案馆慎金花馆长首先对协会同行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

迎，并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与同行交流工作经验，提升档案管理

工作水平。周玮副馆长就同济大学档案馆的各项工作做了详细介绍。

交流会上，双方就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文档一体化管理模式、远程服务

系统、档案数字化、档案制度建设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随后，协会同行一行 49 人饶有兴趣地分批参观了同济大学档案馆

库房，尤其对特藏档案库房先进的管理设备和模式赞叹不已。 

通过交流，同行间分享了工作经验，也了解了兄弟院校的发展情

况，增进了彼此间的情谊。                 

  （同济大学档案馆） 



 23 

 东南大学档案馆与南京理工大学档案馆党支部联合开展“两

学一做”学习交流活动 

2016 年 9 月 19 日上午，为进一步做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

动，南京理工大学档案馆党支部书记何振才带领支部党员、相关档案

室工作人员一行共 6 人赴东南大学档案馆调研参观，互相交流工作和

学习经验。 

在会议座谈过程中，东南大学档案馆钱杰生馆长首先介绍了档案

馆的基本情况，党支部书记张魁老师根据南京理工大学档案馆的调研

重点做了具体的介绍，其中包括东南大学档案馆党建工作的组织机

构，“两学一做”学习的详细计划以及东南大学档案馆开展的党日活

动。重点提出了要提升党员的业务素养，不断打造党支部的标杆引领

形象。南京理工大学档案馆党支部书记何振才介绍了其档案馆党支部

“两学一做”的学习开展情况，详细阐述了该校党支部标杆建设的具

体要求和创建目标。在与南理工档案馆党支部交流中，两校档案馆党

员还分别就党支部标杆创建活动的细节问题，开展了深入交流。随后，

我校档案馆钱馆长及各科室负责人，对档案工作的业务情况进行详细

介绍，与南理工档案馆进行深入的交流讨论。 

档案馆党支部全体党员表示，此次南理工档案馆党支部的来访，

党支部受益颇多，充分学习了南理工档案馆党支部建设的先进经验和

做法，领会了该校党委举办“三严三实”教育活动的宗旨及其深刻的

教育内涵。同时，通过此次共同学习，不仅有助于今后更好地推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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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档案工作，也使两校档案馆党支部对“两学一做”有了更深的认识

与体会，共同进步。                  （东南大学档案馆 刘业群） 

  贵州赤水市政协主席一行到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访问并查

询档案 

2016 年 10 月 31 日，贵州省赤水市政协主席汪洪林一行七人前来

华东师大档案馆访问并查询大夏大学在赤水办学的相关档案，汤涛馆

长接待洪主席一行。 

大夏大学是我校前身之一，1937 年因日寇发动“八一三事变”，

大夏大学被迫内迁贵阳。1944 年冬，日军进犯黔南，学校再次从贵阳

迁往赤水。大夏大学在赤水办学一年半，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

发展有很大影响。目前，赤水市政协拟编纂《大夏大学在赤水》，因

此专程前来我校档案馆访问并查阅大夏大学在赤水的相关档案，我校

档案馆给予热情的接待和服务。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陈华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举办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2016 年 6 月 14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邀请合肥政安防火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张盛警官，来我馆举办了题为“找火灾隐患，保

家庭平安”的消防知识普及专题讲座，全馆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消防

知识培训。 

培训过程中，张警官列举了数个火灾事故酿成的惨痛悲剧并演示

了强烈震撼的火灾现场图片，强调了学习消防知识、提高安全防范意

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发生火灾

的起因；容易引发火灾的消防安全隐患；高楼发生火灾如何自救；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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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及家用电器设施、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火灾应急疏散常识和火情

紧急情况处置；灭火器和防烟面具的正确使用方法；家庭必备灭火器

材等。随后，档案馆工作人员就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消防安全问题和张

警官进行了交流。 

此次讲座，将消防安全意识“植入人心”，有效普及了消防知识和

消防技能，进一步提高了档案馆工作人员抗御火灾事故的能力，起到

了防患于未“燃”的作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华中师范大学校史馆新媒体被评为学校十佳新锐新媒体 

 “创新杯”第二届华中师范大学新媒体年度评选活动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公示评选结果，校史馆新媒体 QQ 空间从全校 252 个申报

项目中脱颖而出，喜获“十佳新锐新媒体”称号。 

 校史馆新媒体中心成立三年来，以推送校史知识、传播档案文化、

弘扬华师精神为目标，不断创新、拓展，搭建起官方微信（微信号

historymuseumofccnu）、微博（华中师范大学校史馆）、QQ（3175189530）

三个主流平台，根据三大平台特点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逐步形成自

己的新媒体宣传组织体系。 

 此次荣获表彰的校史馆官方 QQ，在空间及时发布参观信息，有

效推送重要新闻，多角度展现讲解员风采为特色，至今共发布图文消

息 942 条，获得点赞量累计近 2 万人次。    

                                   （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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