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博物馆纪念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览一览表

地区 序号 举办单位 展览名称 展览日期
云南省
博物馆

1 云南省博物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云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成就展

2021.7.1-12.31

云南民族
博物馆

2 云南民族博物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设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云南实践展览

已开展（基本陈列）

昆明

3 昆明市博物馆  丰碑——凝结在共和国历史中的记忆 2021.7.1-8.31
4 昆明市博物馆  云南革命历史题材油画展 2021.5.20-6.12

5 昆明市博物馆
 昆明市侨联2021年“侨心向党、同心圆梦”
主题书画，摄影作品展

2021.6.3-6.14

6 云南陆军讲武堂文物管理所 “百年军校 将帅摇篮”专题展 已开展（基本陈列）
7 昆明节孝巷中共云南建党旧址  启航——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主题展览 2021.8.30开展（基本陈列）
8 五华区博物总馆 “红色云岭 德韵流芳”朱德家风家训专题展 已开展（基本陈列）

9
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 "热爱祖国 童心向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书

画展
2021.6.1-7.4

10 安宁市博物馆 “红色记忆”系列——安宁社建时期文物陈列展 2021.7.1-12.31
11 安宁市博物馆  安宁党史展 2021.7.1-9.1
12 安宁市博物馆  安宁市革命历史教育展 2021.7.1-12.31
 石林石得利地质博物馆  中国航空航天展 2021.6.1-12.31
14 抗战胜利纪念堂博物馆  百年大党辉煌成就展 2021.7.1-12.31

昭通
15 昭通市博物馆  昭通地方党史及社会发展成果展 2021.7.1-12.31
16 威信扎西会议纪念馆  扎西会议旧址：水田会议复原展览 已开展（基本陈列）
17 彝良县罗炳辉将军纪念馆  刘平楷事迹展 2021.7.1—12.31

曲靖

18 曲靖市博物馆  红旗漫卷——红军长征过曲靖主题展 2021.7.1-12.31
19 陆良县博物馆  陆良县党史革命史迹展 已开展（基本陈列）
20 陆良县博物馆  陆良县党史革命史迹图片展 2021.5.1-12.31
21 罗平县博物馆  中国百年风云图片展 已开展（基本陈列）
22 马龙区博物馆  红军长征两次过马龙专题展览 2021.6.30开展（基本陈列）



曲靖

23 宣威市博物馆  百年辉煌  再谱华章——宣威庆祝建党100周年展览 2021.7.1-12.31
24 曲靖市沾益区博物馆  庆祝建党100周年红色书画作品展 2021.6.20-7.30

玉溪

25 玉溪市博物馆  玉溪市建党100周年成就展 2021.7.1-2021.11
26 玉溪市博物馆  红色记忆——玉溪革命斗争史展 2021.6（基本陈列）
27 红塔区博物馆  星火燎原 百年红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展 2021.7.1-11.30
28 华宁县陶博物馆  华宁县革命斗争历史展 2021.7.1-7.10
29 通海县博物馆  辛亥名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郑开文事迹特展 2021.7.1-8.30
30 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  党的光辉照边疆 边疆人民心向党——革命题材刺绣展 已开展（基本陈列）

31
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 百年风雨铸辉煌 复兴伟业扬新帆——玉溪市江川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职工书画展
2021.7.1-8.31

保山 

32 保山市博物馆  永远的旗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 2021.7.1-12.31
33 保山市博物馆  迎盛世 谱新篇——保山百幅优秀书画作品展 2021.6.1-7.15
34 保山市博物馆  保山建党100周年主题成就展 2021.7.1-12.31
35 保山金鸡武装革命纪念馆  金鸡“四•一五”武装革命专题展览 已开展（基本陈列）

36 保山历史名人博物馆  庆祝建党100周年——马骕精品书画展 已开展（基本陈列）
37 龙陵李鑫纪念馆  李鑫生平展 已开展（基本陈列）
38 腾冲艾思奇纪念馆  艾思奇纪念馆改造提升展览 2021.7.1 

楚雄

39 楚雄州博物馆  百年辉煌 记忆楚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展 2021.6.25-10.20
40 楚雄州博物馆 “金沙水拍云崖暖--红军过楚雄流动展” 已开展（基本陈列）
41 元谋人博物馆 “相约凤凰湖”——元谋县出土文物巡回展 2021.5.18开展（巡回展览）
42 姚安县博物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特展 2021.7.1-12.30
43 姚安县博物馆  革命文物展 2021.6.30-12.30

红河

44 红河州博物馆 《星火燎原——红河州红色历史文化主题展》 2021.6.24-9.19
45 石屏县博物馆 “光辉的历程”——石屏县红色革命流动展览 2021.5.18-6.18
46 石屏县博物馆  星火耀边城 书香启民智——石屏县百年藏书展 2021.6.20-7.20
47 弥勒市博物馆  弥勒市红色历史文化展 2021.3.1-7.31
48 泸西县博物馆  建党100周年泸西革命史展 2021.5.18-6.18
49 泸西县博物馆  建党100周年美术书法展 2021.5.18-6.18
50 红河县博物馆  密林深山 边地烽火—红河县党史流动展 2021.5.18/6.1/7.1
51 元阳哈尼梯田文化博物馆  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展览 已开展（基本陈列）



红河
52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精神——西南联大记忆展览 2021.5.18开展（基本陈列）
53 河口县文物管理所  庆祝建党100周年文物图片展 2021.5.18-5.19
54 建水县博物馆  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建水红色革命史图片展 2021.6.30-10.10
55 建水县博物馆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书画展 2021.5.17-5.31
56 建水县博物馆  董荣义个人红色革命实物藏品展 2021.5.17-7.31
57 个旧博物馆  “李鑫”专题展览 2021.6.20开展（基本陈列）
58 清韵紫陶博物馆  建党100周年红色书籍展 2021.7.1-12.31

文山

59
文山州博物馆 《曙光·伟业》展览 2021.5.12-12.31（巡回展

览）
60 广南县民族博物馆  广南县柯仲平纪念馆展览 已开展（基本陈列）

61
富宁革命纪念馆  忆往昔，看今朝——庆祝建党100周年富宁县老照片回忆

展览
2021.5.18开展（巡回展览）

62 富宁革命纪念馆  聂耳生平漫画展 2021.5.18-8.18

普洱

63 普洱市博物馆  边地星火 炯炯燎原——建党100周年普洱红色历史展 2021.7.1开展（基本陈列）

64 孟连县民族历史博物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光辉历程剪影——傣族剪纸
作品展

2021.5.18-7.1

65 景东县博物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景东地方党史展（1949-1978） 2021.7.1-12.31
66 澜沧县博物馆  宁江县临时人民政府旧址庆祝党建100周年展览 2021.6.15开展（基本陈列）

西双
版纳

67 西双版纳州民族博物馆  “党旗耀傣乡——西双版纳党史回眸”展览 2021.6.28-7.31
68 景洪易武普洱茶文化博物馆  易武红色文化展览 已开展（基本陈列）
69 景洪易武普洱茶文化博物馆  茶乡古镇易武红色文化党史、革命史专题展览 2021.6.15-12.31

大理 

70 巍山县南诏博物馆  建党100周年书画展 2021.7.1
71 剑川民族博物馆  张伯简纪念馆陈列展览 已开展（基本陈列）
72 剑川民族博物馆  中共滇西工委武装革命斗争展览 2021.7.1开展（基本陈列）

73
云龙县白族吹吹腔文化艺术博
物馆

 庆祝建党100周年书画展
2021.5.18-7.30

74 大理州博物馆 “玖秩凝萃”——谢长辛先生捐赠书法篆刻、美术作品展 2021.5.18-6.4
75 大理州博物馆  四渡赤水出奇兵展览 2021.6.10-7.11
76 大理州博物馆  红军在黔西北展览 2021.7.13-8.12



大理 
77

祥云王复生、王德三烈士纪念
馆、县历史文化博物馆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献礼建党100周年——“革命英烈  
一门三杰”图片展

已开展（基本陈列）

78
祥云王复生、王德三烈士纪念
馆、县历史文化博物馆

 "百年英烈  红色祥云"主题展
2021.7.1-2022.12.30

79 大理市博物馆  庆祝建党100周年毛主席像章展 2021.7.1-10.15
80 大理农村电影历史博物馆 “奋进百年路，启航新征程”电影海报展 2021.5.30-12.30
81 弥渡县博物馆  建党100周年红色文物图片展 2021.7.1-10.30
82 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建党100周年非遗专题 2021.7.1
83 大理市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馆  庆祝建党100周年扎染作品展 2021.5.18-7.18

德宏 84 瑞丽南洋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  南洋机工回国抗日展览 已开展（基本陈列）

丽江

85 丽江市博物院  岁月峥嵘，丰碑不朽——丽江解放主题展 2021.6.21-7.22

86
丽江市博物院  最美石榴籽 青春献给党——丽江市青少年宫献礼建党一

百周年展览
2021.5.20-6.20

87 丽江市博物院  和为剑毛体书法展 2021.6.21-7.22
88 丽江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 《红军长征过丽江故事》轴画展 2021.7.1-10.10
89 永胜县边屯文化博物馆  红军长征过丽江画轴展 2021.7.1-9.30
90 华坪县博物馆  “百年党史·华坪篇章”展览 已开展（基本陈列）
91 华坪县博物馆  革命文物及图片展 2021.7.1-7.31
92 宁蒗县博物馆  跨越千年的历史巨变——宁蒗彝族自治县成立主题展 2021.7.1-12.31

93
宁蒗县博物馆 “边屯名郡永胜·伟人先祖故里"——边屯文化、毛氏渊

源图片展”交流展
2021.7.1-9.30

怒江 94 兰坪县通兰暴动纪念馆  打响解放怒江第一枪展览 已开展（基本陈列）

迪庆
95 迪庆州博物馆  百年沧桑话党史展览 2021.6.25-12.31
96 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  “兴盛番族之光——红军长征过迪庆”展览 已开展（巡回展览）
97 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迪庆州文物保护工作成果展 已开展（基本陈列）

临沧
98 临沧市文物管理所 “党的光辉照边疆 边疆人民心向党”刺绣展 2021.6.12-10.12
99 临沧市博物馆  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展 2021.4.28-5.30
100 永德县博物馆  “在党的关辉照耀下.不断前进的永德”展览 2021.6.25开展（基本陈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