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在中山的初步发展

中小学的改革与社会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山县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文盲众多，基础教育薄

弱。全县仅有 687所小学，在校学生 8万多人；完全中学 3所，初级中学

14所，学生 5000 多人。中山县解放后，石岐军管会设立文教科，首要任

务是对各类公立学校一律实行接管。军代表、县委宣传部长刘秉楷接管县

立中学并兼任校长，军代表李佐兼任县师范学校校长，同时，接管县立一

小、县立二小、师范附小、镇一小和镇二小。各墟镇的中学如第二区区立

第一初级中学、第二初级中学，第三区区立初级中学，第四区区立初级中

学，第五区区立第一初级中学、第二初级中学，第六区区立初级中学，第

九区区立初级中学，则由所属区政府派员接管。各学校的教职员，除极个

别反动分子听候处理外，其余按照原职原薪继续工作。对私立学校一律维

持原状，学校工作照常进行。由于一些校长和教师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

政策不了解，弃职出走，一批私立学校处于瘫痪状态。1950年，全县小学

下降至 648所，学生减至 67922人。根据这一情况，中山县委宣传部、县

政府文教科把复校工作摆上重要位置。1950年秋，以十区安平乡中心小学

为点，开展复校工作。经过工作队深入动员，以及农会帮助，很快解决了

校舍和经费问题，一些教师也陆续返校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学校教学恢

复正常。随后，十区又扩办了二围、五围、五九顷、麦五顷 4间学校，基

本满足全区农家子弟入学需求。1951年 3月，县政府在县教育工作会议上

推广这一经验，要求各区从实际出发，做好复校工作，扩大农民子弟入读

范围。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山有 5间教会学校，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政策，

中山县人民政府继续允许这些教会学校在遵守政府政策法令的前提下，继

续接受外国津贴。但某些外国教会却藐视这个原则，无理干涉学校的工作，

阻挠学校改革，要求学生参加宗教活动，有的将《圣经》列为必修科，不

及格者不得升级和毕业。1950年 12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

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中

山县人民政府指示文教部门，迅速接办由教会主办的小榄的美理小学，石

岐的世光小学、普灵小学、广智国民学校和衷光瞽目院。在教学上取消传

教制度和各种宗教仪式；在经济上自筹自办，实行由教会赞助和政府适当

补助的办法。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山县委采取“稳步接管，安定复课”和争

中
山

党
史



取知识分子的政策，受到学校教职员和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使全县学

校教学秩序迅速恢复。

在接收学校后，全县对旧有教育制度进行改革，首先是废止国民党政

府颁布的“党义”、“公民”、“童子军”、“军事训练”等带有反动性或不符合

新中国国情的课程；建立革命的政治教育，增设时事、社会发展史和马克

思列宁主义等课程，使社会主义的教育进入学校。其次是贯彻向工农开门

办学的方针，使学校转向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学校设立人民助学金和减

免学费，采取优先录取工农子弟入学的办法，以扩大工人农民子弟入学范

围，有的区小学生中的农民子弟占学生总数的 90%以上。三是转变教职员

的思想，帮助他们了解共产党、了解新社会，以适应形势的巨大发展和变

化。1951年起，全县陆续举办教师训练班 7期，80%以上的教师参加，组

织他们学习时事政策文件，并设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

论等课程。中山县委书记原鲁、县长谭桂明、中山县委宣传部长刘秉楷首

先向参加学习的教师作政治时事报告，深入浅出阐明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

造的必要性，勉励他们不断争取进步，为新中山教育事业建设贡献自己的

力量。大多数教职员感到参加学习有收获，通过学习，克服旧思想，接受

新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四是改革教师管理体制，废除教师聘用

制，采用分级管理的制度，保障公办、民办和私立学校教师的医疗待遇，

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教育的改革，为以后教育发展创

造了基础条件。

1953年，中山大规模、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为适应新的形势，教

育事业也相应进行工作任务的转变。中山县委、县政府提出，在过渡时期

全县教育发展方针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加快

沙田区、渔民区、山区和革命老区的教育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调整学校布局。1953年至 1954年对全县小学进行整顿，贯彻了公办、

民办共同发展方针，实行由地方统筹为主和财政补贴为辅的经费开支，逐

步将分散在乡村的班级或单班小学合并为完全小学，在边远的沙田区和水

上居民区开办学校。至 1956年，全县小学共有 572所、班级 2848班，学

生 11.63万人。对中学实行由政府统一领导的体制，创办石岐华侨中学，

通过对各校调整、改造，增加教学设施，维修扩大校舍，全县中学教育质

量有了较大提高，中山纪念中学被定为省重点学校。1956年，全县中学共

有 15所、班组 192 班、学生 1.02万人。二是教育转入为国家发展生产、

发展经济服务。1953年起，按照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开展教学，

加强基础教育，开设体育课和劳动课；1955年，在 258所学校建立起少年

先锋队组织，参队儿童达 3.6 万多人，通过少先队组织，引导少年学生树

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观念，引导学生向德育、智育、体育方向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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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锻炼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三是根据农业大县的特点，在黄圃

开办中山农业学校，设置农业会计、农业统计和作物栽培等专业班；在城

镇开办一批职业学校，为农业和工业建设培养人才。

教育领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在全县范围面向全民开展深入广泛持

久的扫盲运动。解放初，据县教育部门的统计，全县 14至 40岁的青壮年

中，文盲和半文盲约占 50.1%。1953年，县成立扫盲工作办公室，从部分

小学中抽调一批教师组成扫盲师资队伍。1954年，形成由党委统一领导，

以扫盲办公室为主，教育、文化、工会、青年、妇女、民兵等部门参与组

成的扫盲工作队伍，动员农村知识青年 517人担任扫盲教师工作。1955年，

有 200 个乡建立农民文化学校，在城镇成立职工业余学校 17 所，扫盲工

作转入正规化和制度化。1956年，县人民委员会、工会联合会、共青团县

委联合发出了《关于职工扫盲领导的指示》。中山县委作出开展扫盲运动

的决定，召开全县职工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会议，制订《全县职工扫盲规

划》，成立群众性扫盲协会，培养 8000多名“群众老师”参与扫盲工作，全

县扫盲活动蓬勃开展，开办民校达 643所、识字班 858个，入学农民达 4
万多人。与此同时，开办多种多样的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

校（班）和技术专修班，采取短期速成的办法，使一批工农干部、工人达

到中等文化程度。1956 年，区、乡 88名文盲干部基本达到小学毕业文化

水平。全县成人教育、职工教育和工农群众的业余文化教育有了很大发展。

文化体育卫生事业的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山县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文化事业，通过

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恢复和发

展各项文化设施，保护文化遗产。中山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派员接管

孙中山故居，对翠亨村周围的环境和遗址进行保护性维修。1956年成立的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1986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石岐西山的

中山纪念图书馆，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侵略军占据，典籍、图书损失殆

尽。1953年石岐人民政府派员接管，委派文化名人郑彼岸担任馆长，进行

恢复性工作，大量收集史籍图书，使之藏书达 27 万多册，成为全省重要

的图书馆之一。与此同时，先后组建石岐海员俱乐部、小榄工人俱乐部、

小榄手工业俱乐部和环城沙岗俱乐部。1955年，位于石岐孙文西路的工人

文化宫开幕。这些文化场所的开办，活跃了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娱活动。其

次是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先后组建了红旗、银河、花锦绣、

大凤凰、锦添花粤剧团以及中山木偶剧队，一些农会和工会纷纷成立宣传

队和文工团。中山县委宣传部、县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定期组织文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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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深入实际生活，加强艺术实践。这段时期群众

性文化活动十分活跃，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这些业余文化团体运用广东音

乐、曲艺和粤剧等形式，自编节目在会场和街头演出，很受欢迎。再次是

发扬传统优秀民间文化艺术。中山民歌有悠久的历史，是群众喜闻乐见的

娱乐方式。县文化馆按照继承和改革、创新的方针，着力采集和整理这些

传统文化，如民歌手何福友自编自唱的《福友进京》《唱歌唱到北京城》

传唱全县。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何福友创作了《爱社干部黄金

开》《互助合作好处多》《送哥应征》等一系列民歌。1954年冬，还赴北

京在全国民间艺术会演上表演，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中山也是放风筝

和赛龙舟之乡，在中山县委、县政府的关怀下，这些民间传统活动也有较

大的发展，每年端午节，石岐和各乡镇都进行龙舟竞赛，吸引成千上万的

群众观赏，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广播、书刊出版方面也有很大发展。1951年 5月 24日，中山县广播收

音站开始播音。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不断加大对广播事业的投资。1954
年 8月，广播收音站改名为中山县广播站，充实了采访、编辑、播音等工

作人员，先后在黄圃、小榄、三乡、横栏、坦洲、古镇、三角、张家边、

环城建立广播站，初步形成全县城乡信息网络，充分发挥传达政令、报道

新闻、传递信息、开展社会教育、提供文化娱乐和服务社会的功能。党和

政府十分重视新闻报刊业在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1949年，珠江三角洲

各县先后解放，同年 11月中共珠江地委在石岐创办《珠江人民报》，发行

至珠江专区所辖各县，其中在中山发行量最多。1956年 3月，中山县委创

办《中山农民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山第一份县委机关报，初办为四

开两版的三日报；中山县委办公室出版《中山通讯》和《内部通讯》。《中

山农民报》和党政机关内部刊物的发行，对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和传达县委

的工作部署，加强思想指导，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均发挥了积极作用。根

据《共同纲领》“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的方针，1950年，在石岐孙文西路开

设中山新华书店，作为全县国营的书刊发行机构。到 1956年，全县建立区

镇一级供销社书店 24家，初步形成图书发行网。

1953年，中山县和石岐市分别成立体育科和体育委员会，成为全省最

早组建体育管理机构的县。中山体育进入开创时期。当时体育重点放在学

校，县政府拨出专款，修建和扩建石岐第一中学操场，各学校普遍开展田

径、体操、篮球、足球、乒乓球等运动。1958年，中山被评为全省学校体

育红旗县。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的号召，中山县委提出蓬勃发展群众性体育运动。1953年后，陆续维修石

岐人民体育场、海滨游泳池、灯光球场、乒乓球训练馆。许多工厂成立乒

乓球、篮球、排球、足球队，广大职工普遍开展田径、体操、游泳、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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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运动。至 1951年前，曾举办两届全县工人运动会。农民体育以舞狮、

舞龙、武术和龙舟竞渡为主，并出现篮球热，许多乡村组织起篮球队，开

展竞赛活动。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始得到普及。

医疗卫生方面，1950 年 6月 15日，中山县人民政府召开全县第一届

卫生会议，强调卫生战线面临的新形势，大量工作需要医务人员去开展。

会议号召全体医务工作者，响应政府号召，加强学习，自觉改造世界观，

加强中西医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协力，为推动中山城乡卫生

建设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同年 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确定新

中国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根据这

一方针，中山县卫生部门开始在城镇、乡村建立起卫生组织，培养医药卫

生人员。至 1952 年底，先后建立了中山县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所，以

及区卫生所 2所、妇幼保健站 2所；省卫生部门在中山举办医士专业班、

护士专业班、中医进修班、护理员班，培养中山学员 267人；对乡村接生

员普遍进行了提高性培训；推广新法接生技术，大大降低农村产妇产褥热

和婴儿破伤风死亡的病例。开展疾病防治工作，县、区两级政府增设公共

卫生工作部门，广泛开展天花、霍乱、伤寒、白喉等疾病预防疫苗接种工

作，接种人次达 79.63 万。有效控制这类传染病的传播。此外，鉴于抗美

援朝期间美国对我国进行的细菌战，全县大规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县

至区建立起卫生群众组织，共培训卫生员 2450 名；各城镇、乡村整治环

境，消灭蚊子、臭虫、老鼠、苍蝇，其中恒美、下栅、大环、前山、港口、

三灶、斗门、小榄、沙溪等墟镇清理垃圾、渠泥近 1500吨，疏通渠道 17
条，改善、新建公共厕所 49座，改良水井 25口，整个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1953年后，中山县委、县政府根据新形势，提出今后卫生工作的重点是加

强县、区中心医院建设，集中医疗技术力量，提高医疗水平；继续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防治对人民群众危害大的疾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农村保健

卫生工作。为了改变医药卫生界过去存在的中西医对立和歧视中医的情

况，1955年 9月，中山县召开首届中医代表会议，出席代表 84人，举办

中医医药展览会，系统地介绍祖国医学的伟大成就和发展概况，号召和组

织西医学习中医，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和研究祖国的医学遗产，建立和巩

固中西医之间互相尊重的团结关系，共同推进中山卫生事业的发展。经过

努力，全县形成中西医积极合作，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的良好局面。

团结、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山县解放初期，全县共有知识分子 17017人，占总人口的 2.1%，他

们主要分布在机关、学校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药卫生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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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岐解放开始，中共中山县委十分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中的作

用，要求各级组织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周围，充分发挥他们的

科学文化知识，为建设新中山社会经济服务。

为了纠正党内部分人存在轻视知识分子的偏见错误倾向，中山县委要

求各级领导、特别是宣传统战部门党组织的领导，提高全面贯彻对知识分

子实行“教育、团结、改造”政策的觉悟，深刻认识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需

要更多知识分子的参加，应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这是完成过

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山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

策，解决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工作条件、安排使用、生活改善等问题：

一是加强经常性的理论、政治学习。1956年，先后三次召开教师、医

生、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热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有计划地组织他

们参加农村社会活动，帮助知识分子系统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原理，了解

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政策，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二是大胆使用知识分子。提拔一批教师、医生担任领导职务，如医师

程观树任中山县人民医院院长，李少瑜任石岐人民医院院长，黄华键任联

合中学校长、李耀武和杨江松任教导主任，陈艰任石岐中心小学校长。在

农村也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如外沙乡 25 位知识分子中，安排当副

乡长 1人、生产队长 1人、团支部书记 1人、宣传队长 1人、乡村教师 2
人、保健员 1人、信用社出纳 1人、会计 2人、记工员 3人。1956年，有

45名知识分子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

三是积极发展党、团员。1953年在教师队伍中发展了 4名中共党员，

至 1955年学校共有党员 30人、共青团员 537人，建立起学校和医院党的

基层组织 6个，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卫生工作的领导。

四是关心知识分子生活。1954、1955 年拨付 12.2 万元帮助困难教师

生活。1956年工资改革，教师、医务人员工资普遍增加，其中小学教员增

幅 27.87%、中学教师工资增 18.04%、师范教师增 20.36%、医务人员增

11.84%。

在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的指引下，广大知识分子不断追求进步，

为发展新中山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知识和才智。1953年
至 1956 年，评为各类先进工作者的近千人（次）。中山县委重视知识分

子工作的做法，受到中共粤中区党委、广东省委的重视。1955 年 12月，

在中共广东省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中山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谢月珍作

了题为《中山县几年来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的发言。

中
山

党
史



本章主要历史文献和参考资料：

1、《中山县文教科 1954 年工作总结报告》（1954 年）

2、《中山县 1954 年扫盲工作总结报告》（1954 年）

3、《中山县 1955 年度卫生工作简要总结》（1955 年）

4、谢月珍：《中山县几年来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1955 年）

5、《中山县 1955 年扫盲工作总结报告》（1956 年）

6、《中山县乡级主要干部脱产扫盲班总结报告》（1956 年）

7、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建国初期中山若干历史问题回顾》（2004

年印行）

中
山

党
史


	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在中山的初步发展
	中小学的改革与社会教育
	文化体育卫生事业的进步
	团结、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