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鲁磊 陈朝和）10 月

26 日，四川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学

指导委员会座谈会在蓉召开，教育厅

党组书记、厅长邹瑾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

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暨“对标

竞进、争创一流”读书班精神，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四川高校

教指委作用，切实提升我省本科高校

人才培养质量，着力推动我省高等教

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邹瑾认真听取了教指委主任委员

和委员代表发言，并就相关议题与代

表们进行了交流。他指出，步入新发展

阶段，全省高等教育要紧盯“提质”与

“创新”两个要点，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推进本科教育“四个回归”；

教指委各主任委员单位是各个领域的

“领头羊”，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发挥

桥梁纽带、示范引领作用，指导推动相

关学科专业建设；教指委主任委员、委

员既要传道授业解惑，又要积极探索

教育规律，要当好“智囊团”“参谋长”，

在本科教育教学领域，尤其是在一流

本科、一流专业、一流课程、一流教师、

一流人才建设上，积极发挥研究、咨

询、指导、评价、服务等作用，为依法行

政、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撑，助力四川

高校“对标竞进、争创一流”，推动全省

高等教育“由大向强”跨越。

邹瑾强调，教指委在工作中要统

筹处理好方向上政治与业务、学术上

局部与全局、方法上传承与创新、立足

点上当前与长远、结合上研究与应用

的关系，切实履职尽责，严格遵守章

程，真正成为四川高等教育发展用得

上、信得过、靠得住的专家队伍。

会上，化工制药与轻工纺织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大学副

校长梁斌，课程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委

员、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冯晓云，专业

设置与建设指导委员会秘书长、电子科

技大学教授李平，植物生产与自然环保

生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川农业大学教授黄玉碧，创新创业教

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西南石油大学教

授姚远代表教指委专家，围绕如何履行

职责、更好发挥作用、引领相关学科专

业高质量发展作了交流发言。

省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陈朝先主持会议。全省高

校 64 个教指委主任委员和秘书长，省

委教育工委、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人

共130余人参加会议。

114面锦旗在闪耀
——西南民族大学发掘红色校史育人记

■ 本报记者 鲁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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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李建勤赴四川农业大学和成都中医药大学调研

打造党建工作品牌
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本报讯（记者 鲁磊 陈朝和 摄影
报道）如何打造党建工作品牌，创新

高校党建工作方式、方法，提升党建

工作科学化水平？10月26日，省委教

育工委书记李建勤前往四川农业大

学和成都中医药大学，调研学校党的

建设、学科建设、科研成果转化、疫情

防控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

命，全面加强高校党的建设，打造党

建工作品牌，创新“支部工作法”，助

推“双一流”建设，不断提高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在四川农业大学，李建勤走进校

史馆，了解学校发展历程，详细询问

党建工作品牌打造情况，当得知学校

三次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时，连声称赞“了不起”，希望学校

认真总结提炼优秀“支部工作法”，发

挥好示范引领作用；随后走进西南作

物基因资源发掘与利用国家重点实

验室，听取作物基因资源发掘与利用

情况介绍，鼓励学校加快科研攻关，

破解“卡脖子”难题。

在成都中医药大学，李建勤参观

了学校博物馆，调研学校办学特色和

办学成果，随后走进药学院中药炮制

与制剂党支部，与教职员工交流，了

解优秀“支部工作法”总结提炼情况；

实地考察了西南特色中药资源国家

重点实验、国家中药种质资源库和中

医大健康谷，听取中药材资源开发利

用、校院企地融合发展、科研成果转

化、大学生创新创业等情况介绍。

李建勤指出，四川农业大学和成

都中医药大学办学历史悠久，办学特

色鲜明，近年来在党的建设、学科建

设、人才队伍、科研水平、服务社会等

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为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希望学校全面加

强党的建设，强力推进党建工作品牌

打造和优秀“支部工作法”推荐评选

活动，加强示范引领，着力解决党建

工作与业务建设“两张皮”的问题，推

动党建工作与学校事业发展深度融

合；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和社会经济发

展需求，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机遇，聚焦“双一流”建设目标任

务，大力加强重点学科建设，注重科

研成果转化应用，更好地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从严从紧落实“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各项疫情防

控措施，织密织牢常态化防控网络，

加强校门管理，做到入校人员身份核

验、健康码检查和体温检测全覆盖，

要持续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党

组成员刘立云；省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教育厅党组成员李国贵；教育厅

二级巡视员杨亚培；省委教育工委、

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赵宇光的身体靠紧展柜，极尽目

力地搜寻。“找到了！”今年 90 岁的他，

忽然眼睛一亮。他手指的方向是一面

锦旗，鲜红的缎面上是一片密密匝匝

的字符，其中一个正是他的名字。

这些字符包含了汉、藏、彝等10多

种民族文字，是西南民族大学“第一

期”司法班所有毕业生的名字。光彩如

新的锦旗上，每一个名字“手拉手、肩

并肩”，组成一个巨大的五角星。

“临近毕业时，大家每天攒一点生

活费，买来最好的缎面制成锦旗，用金

丝银线绣成党旗国徽，以此表达各民

族学生对党、对国家、对母校最诚挚而

浓厚的感激之情。”在西南民族大学举

办的“锦绣篇章，旗迎华诞”庆祝建党

100周年锦旗展上，赵宇光回忆起70年

前的往事，恍如昨日。

70年后，“校宝”重光
“嗬，这可是‘宝贝’呀！”2015 年，

在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中，西

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文博人员范祥

锐在文物库房的立柜顶上，发现两只

残破的大木箱。

小心翼翼地剥开木箱外包裹的棕

丝，范祥锐发现一幅幅红绸金字、制作

精良的锦旗静静地躺在箱子中。

“各兄弟民族紧密团结在毛主席

的旗帜下为伟大祖国的建设而奋斗！”

“ 为 发 展 民 族 文 化 教 育 事 业 努

力！”……展开锦旗，或刺绣或墨书的

文字更让范祥锐激动不已。

“‘校宝’重光！”范祥锐的双手开

始颤抖，20 多年的文博工作经验告诉

他这批锦旗“不简单”，他和同事们仔

细清理起来。经过清点，两只木箱中共

藏有锦旗114面，多数为1951年西南民

族大学的前身西南民族学院成立时，

各级党委政府、军区部队、民主党派、

社会团体和兄弟院校所赠，部分为早

期学生赠予母校的“毕业留念”。

“这些锦旗都以真丝为底，请名家

题字，再盘金绣制，虽然经历 70 年风

雨，仍然金碧辉煌。”此后，由范祥锐牵

头，民族博物馆对锦旗的材质构成、题

写内容及育人元素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场温暖的锦旗展
去年6月，学校民族博物馆馆长王

建华接到策展任务，筹划一场迎接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主题展览，“这场

展览的意义重大，要从现有 8000 多件

馆藏中挑选出一系列文物，既能反映

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和民族教育的发展

变迁，又要充分发挥文物展览的育人

作用。”

当看到70年前的毕业生用自己的

名字拼成五角星，民族博物馆工作人

员的眼眶湿润了，“你能真切地体会到

什么是‘各民族兄弟紧密团结’。”最

后，大家一致决定要办一场“锦旗展”。

这些锦旗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毕

业生为什么要向母校赠送锦旗？博物

馆工作人员开始走访健在的老校友，

查阅档案资料，追寻锦旗背后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南大部分少

数民族地区发展滞后，为了宣传党的

民族政策，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和干

部，1951 年 6 月 1 日，西南民族学院在

成都正式成立。而在学院成立前的

1951年 2月，各省区选派的 24个民族、

500余名学生已陆续入学报到，组成了

学院“第一期”。这些学生中大部分是

农牧民子女，党的民族教育政策让他

们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赵宇光是他们中的一员。“大家都

如饥似渴地学习，生怕落后一步。”赵

宇光回忆，1952年 4月 15日，“第一期”

学员毕业，同学们自筹费用为母校制

作了一面锦旗。

“让我们为迎接祖国即将到来的

经济与文化建设而奋斗！”赵宇光和同

学们把对党的感激之情书写在锦旗之

上，同时用青春和热血践行了建设祖

国的铮铮誓言。据统计，“第一期”518
名毕业生中，有 325 名回到家乡，为民

族地区的建设发展奉献了一生。

今年 6 月 2 日，展览拉开帷幕。满

头银发的老校友和青年学生在一面面

锦旗间穿行，有的仔细研读文字，有的

和锦旗留影，不同时代的学生在这里

找到共鸣，赞叹与感动溢满展厅。

红色血脉永续传承
在中央慰问团赠送的锦旗前，大

二学生张文静久久驻足凝视。

“振奋，提劲！”一种难以言说的庄

严感从她的心中油然而生。“深深地为

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

和张文静一样，不少师生在收获

自豪感的同时，也发出一个疑问：“这

么多锦旗，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西南民大这批锦旗的保存，得益

于学校博物馆育人的良好传统。70 年

前，西南民族学院成立以后，学校文物

馆（博物馆前身）首任馆长、民族学家

吴泽霖认识到这些锦旗的价值和意

义，将其争取到文物馆保存。

在西南民族大学，思政教育、每年

的新生教育，博物馆都是重要的阵地。

“比如我们的民族服饰馆，展出了历代

几十个民族的传统服饰。今天，我们给

学生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

生从服饰的制作工艺、技法、审美上可

以直观地看到，千百年来各民族是怎

样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范祥锐说。

“学校博物馆的特点和意义在于

主要面向的是师生、要为育人服务。”

西南民大党委书记杨敏说，学校将进

一步加大研究和策展力度，发掘红色

校史中的育人资源，让师生重温学校

的兴学之源，追忆前辈的筹学之艰，继

承和弘扬优良传统，让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

邹瑾出席四川省普通本科高校教指委座谈会

充分发挥高校教指委作用
推动全省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李建勤（左五）在成都中医药大学了解优秀“支部工作法”总结提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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