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县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战线的拨乱反正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内容提要】教育文化界是“文化大革命”首先打开缺口之地，尔后

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中山与

全国一样，首先从教育科技文化战线开始拨乱反正，整个教育、科技、文

化界为之一振，成为全县思想解放的先声，对推动全县社会经济的建设，

产生重大的影响。

教育工作重新走上正轨

粉碎“四人帮”后，“左”的思想并未因“四人帮”的垮台而马上失去影响，

在一段时间内，“文化大革命”以来“左”的思想依然禁锢着教育领域。学校

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开办小工厂、小农场，对许多教师仍旧采

用限制使用的方针，使广大教育工作者仍然心有余悸。

1977年 6月和 8月，国家教育部先后两次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

会议，提出要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和规范教学秩序。1978 年 4 月

22日至 5月 16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彻底否定“四人帮”

强加于广大教育工作者头上所谓的“两个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 17年“毛
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

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
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明确要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

水平，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揭开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帷幕。

高考制度的恢复，是教育领域拨乱反正迈出的第一步。县委以满腔热

情做好这一工作。1977年 10月 31日，经县委批准，县革委会决定成立县

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由县革委副主任杨少云任主任，下设办公室，各公

社、镇成立相应机构，加强领导，并立即向全社会公布高等学校“统一考试，

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受到广大群众的广泛欢迎。社会上和青年中重新出

现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许多知识青年纷纷参加高校招生考试，其

中 86人被大学录取，136人被中等专业学校录取。
①

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央文件的指示精神，县革委会决定从 1977年 11
月下旬，立即从各学校撤出“工人和贫下中农宣传队”，恢复学校正常的教

学秩序。为分清是非，正本清源，在教育战线开展进一步肃清“四人帮”的

①
《中山市志》，第 1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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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毒，批判“两个估计”。中山纪念中学，石岐第一中学教师联系“文化大革

命”期间取消基础知识教学所带来的严重恶果，要求提高教育质量，加强学

校的秩序和纪律，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素质。经过广泛深入的讨

论，全县上下进一步达成了要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和教学水平，

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等共识。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备受摧残，教育部

门尤其严重。据统计，至 1971年，全县教师共 6997人，立案查处的 869
人。其中开除公职的 533 人，受各种处分的 138 人，退职处理的 55 人；

另外，还有 176 人遭到错误批斗。
①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中山县开始逐

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错误批斗的 533名教师

平反，恢复名誉；同时，对知识分子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责，

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把其中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工作干劲大，群

众关系好的教师提拔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来，有 1100多人恢复教师职称；

在政治上关心知识分子，对符合先进分子条件的，按照党章规定，吸收加

入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在生活上关心爱护，重点理顺教师的工资制度。

当时全县民办教师多达 5000 多人，占教师总人数的 57%，民办教师的工

资待遇偏低，主要依赖社队经济支出。
②
根据县委的指示，县教育部门推

行民办教师工资统筹制度，通过增加县财政补贴和公社自筹开支，使农村

民办教师收入从记工分制度转为工资制度，稳定了他们的薪酬。这些措施，

对调动教师队伍的积极性，促进教育的恢复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县教育部门围绕着

快出人才、早出人才的中心开展工作，带动整个教育质量的提高。首先，

调整教育结构，恢复和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当时，全县有 45 间全日制高

中，但部分学校从师资、设备都不具备办高中的条件，教育质量较低。因

此，县委决定采取缩编办法，县和公社各办好 1—2 间高中，待条件成熟

后，才适当发展。确定石岐朝阳小学、沙溪谿角小学、小榄滘口小学和永

宁小学、黄圃新地小学为县的重点小学，并要求每个公社（镇）办好一所

中心小学；中山纪念中学恢复为省重点中学，石岐第一中学被定为佛山地

区的重点中学。这些重点学校的班组达 165 个，学生达 6950 人。其次是

加强师资培训，通过多种途径，加强队伍的业务培训，全县参加函授学习

的在职教师达 6000人，其中参加师专函授学习的有 2900多人；参加英语、

数学等各类短训班的有 380 多人，对未达中师毕业水平的 1900 多名教师

进行业务知识补习培训，使整个教师队伍的资质得到进一步提高。
③
再次

①
《文教战线一九七八年工作总结》，1978年，中山市档案馆藏 1978-3-A0-12-64-14。

②
《文教战线一九七八年工作总结》，1978年，中山市档案馆藏 1978-3-A0-12-64-14。

③
杨少云：《动员起来，及时转移工作重点，把文教工作搞上去，为加速四化建设而奋斗》，1979年，中山

市档案馆藏 1978-3-A0-1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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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革课堂教学。从 1978 年初起，各学校认真贯彻教育部颁发的《全日

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根据“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能够掌

握现代化生产技能的劳动者”以及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和懂得管理现代化经

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专家和干部”的目标，开展教学工作。许多教师为了提

高教学质量，刻苦钻研业务，掌握教学规律，改革教学方法。县教育部门

恢复教研室，陆续配齐中小学各科教研员，建立各科教研会，公社配备教

研员，学校设置各科教研组，形成了三级教研网，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科学

理论，钻研教材教法，组织专题讲座和巡回辅导，相互听课和经验交流，

并总结推广横栏公社贴边小学刘倩芳、小榄公社永宁小学林洁卿等教师的

“小集中识字法”、“尝试教学法”等教改经验，教育质量有了明显好转。小

学、初中入学率分别达 97.8%和 88.06%，初中升高中的比例达 37.7%。
①

1978年 8月 14日至 19日，县委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传

达了中央和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联系实际进一步清算“四人帮”极左理论

给中山教育事业带来的危害，分清是非，确立现代化建设、教育事业先行

的指导思想。县委书记李耀祺和县革委会副主任杨少云分别在会上作工作

报告和会议总结报告，进一步强调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提出要将教育摆上

全县工作更加重要的位置，号召全县齐抓教育，各行各业支持，要充分尊

重教师的劳动，关心教师的生活，努力为他们解决住宿、伙食、孩子入托

等困难，教师应与机关干部享受同等的政治、生活待遇，在全社会形成尊

师重教的氛围。会议还郑重宣布县委要为中山纪念中学江士騤校长解决住

房困难的问题。县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和确定发展教育的各项措施，使全

县教师深受鼓舞，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将教育搞上去的积极性。

至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教育、教学工作秩序混乱的状况结束，教育、

教学工作开始恢复正常，走上正轨。从 1977 年下半年起，教育战线率先

进行拨乱反正，清除“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流毒和影响，不仅推进了中山教

育事业的改革开放，而且对全县各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产生了积极

影响，起到了推动作用。

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极大地阻碍了科学事业的正常开展，县科学技术协会被停

止活动，许多科技干部受到歧视，被长期下放生产劳动，各条战线的专门

人才出现青黄不接的状况。科技和教育战线同是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

的“重灾区”，这也就决定了教育和科技领域的整顿和拨乱反正面临着同样的

①
《文教战线一九七八年工作总结》，1978年，中山市档案馆藏 1978-3-A0-12-6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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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有同样的工作要做。

1977年 5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推动科技战线的拨乱反

正，动员全国科技界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县和各公

社、镇及有关部门积极进行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加快对科技工作的整

顿，抓紧制定科技工作发展规划，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中山科技事

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7月 9 日，县委召开了县属机关部门和石岐镇委等负责干部会议，传

达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决定。同一日，县委发出《关于成立“全国

科学大会中山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决定由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

主任杨少云任组长，同时要求各战线、公社、镇成立专门机构，安排必要

的人力，开展筹备工作。县委强调，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尽快

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把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做好，要求各级党委广泛

宣传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重要意义，动员全体科技工作者，广大工人，农

民和其他劳动者，以战斗的姿态，创造新的成就，迎接全国科学大会。针

对科技战线拨乱反正面临的形势，县委要求，要继续揭批“四人帮”破坏科

技工作、打击迫害知识分子队伍的罪行，对一些同“四人帮”作坚决斗争而

取得科研成果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充分肯定知识分子是劳动者，

当中的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搞好科技的发展，各战

线、各单位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提出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设想，制定科研

项目及主要的技术指标作为今后的奋斗目标。

9月 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10月 12
日，县委发出通知，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中央文件精神，继续清除“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谬论的影响，

加深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科学技术发展关系社会主

义建设的全局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

教育着手，要抓好科技人才的培养，特别是抓好青少年的教育，在全社会

形成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风气。县委要求：各公社、厂企、学校的

党组织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真正把科研工作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一、建

立、健全农业四级农科网和厂企、学校的科研小组，调整充实科研队伍，

做到组织、领导、阵地三落实；二、各公社、战线（包括厂企）要结合本

单位实际，制订明后三年科研发展规划；三、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群众的积极性，扎实推进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群

众运动。
①
县委的这些意见，对历经十年动乱的科技和教育工作者产生了

极大的鼓舞作用。

①
中共中山县委：《关于组织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意见》，1977年，中山市档案馆

藏 1977-3-A0-1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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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落实科技人员政策，1978年 4月，中共中山县委组织部在

当年组织工作重点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对于技术干部和知识分子，要充分

发挥他们的技术和业务专长，做到学以致用；做出成绩的要给予表彰，对

德才兼备的科技人员要委以重任，要恢复科技人员的技术职称。在县委组

织部的统筹下，全县组织专门力量，对分散在社会上和全民、集体单位中

的各类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 2201人进行普查，对一些未对口使用的人员进

行调整使用，做好科研战线后勤服务，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工

作。同时抓紧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恢复被撤掉的科研机构。1978年
6月，县科技局改为县科学技术委员会，由县革委会副主任谢明仁兼主任。

8月，中山县科学技术协会恢复。随后，召开中山首届科学技术协会代表大

会，选出协会委员 9人，钟德来当选主席。恢复建立全县统管科研工作的

领导机构，对于统一领导，规划全县的科学研究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78年 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随着大会精神的贯彻，中山科技

战线拨乱反正的步伐明显加快，开始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10月 24日，

县革委会发出《中山县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规划（1978—1985年）》。这一规

划确定了今后一段时期内科技战线的工作任务。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

组织广泛的群众性科普队伍，要求各部、办和公社、镇设立科普组，各系

统下属的局、厂企设立科技组（股），公社建立科学技术领导组，工会、妇

联、共青团等群众团体指定专人负责，学校、街道和农村公社逐步建立青

少年科技活动指导站，全县形成科普工作网。二、运用各种形式，广泛深

入开展科普活动。根据国家计划提出的新技术推广重点的 60个项目，进行

专业人才培训；农业战线开展良种选育、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等新技术

试验和示范，工业战线组织各类技术交流队、研究会，开展科技考察、交

流活动，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组织群众性技术攻关活

动；筹建青少年文化宫，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选拔一批科学技术活动出

众的人才，加以重点培养；创办《中山科普》刊物，在工人文化宫、少年

宫、公园等公共场所开辟科普画廊，中山图书馆增设科普图书资料专室，

建立科教电影放映队，筹建科学技术馆。三、制定奖励措施，奖励科学技

术的发明创造，对所产生的科研成果或技术革新，给予表扬或奖励，价值

较大的推荐给专业单位进一步研究提高，注意发现选拔群众性科技活动涌

现的优秀人才，做好对他们的深造培养工作。
①

县委对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部署，逐步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广

大科技工作者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科学技术不断创出成就成果。1978年，

海洲糖厂的连续煮红糖澄清技术的研究、东风糖厂的加快压榨机线速提高

①
中山县革委会：《中山县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规划（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五年）》，1978年，中山市档案馆藏

1978-3-A0-1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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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糖能力、石岐港务局的气压输送技术、县肿瘤防治队的鼻咽癌防治研究，

是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的科技项目。至 1985 年，中山获省奖励的科技成

果 16 项、地区奖励的科技成果 10 项和科技进步奖 13 个，被评为中山县

科技成果奖的有 369项。中山县进入科学技术繁花盛开的春天。

文艺战线正常工作的恢复

在教育、科技战线开始拨乱反正的同时，文化战线也开始逐步否定江

青在林彪支持下所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恢复文艺工作的正常活动。

粉碎“四人帮”后，中山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演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禁演

的一些为大家所喜爱的优秀影片、戏剧、舞蹈等，以丰富文化生活。在县

委宣传部和县文化局的协调下，全县城镇影剧院和乡村电影放映队，从

1977年春节起，先后放映了《东方红》《洪湖赤卫队》《南海长城》《朝阳

沟》《小刀会》等影片；石岐文艺宣传队演出了反映与“四人帮”作斗争的《枫

叶红了的时候》等话剧，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1977 年 10 月 28日至 31 日，县委召开全县文艺创作会议。参加会议

的有各公社、镇文化站长、专业和业余作者和县属宣传文化单位的负责人

共 110多人。县委副书记刘文耀在会上作动员讲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

占勤传达了省文艺创作会议精神，刘庆常副部长作总结。会议批判“文艺黑

线专政论”，充分肯定中山县在新中国成立以来 17年的文艺工作的成就。

与会文艺工作者受到鼓舞，纷纷表示要“解放思想，振奋精神”，贯彻执行“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文艺革命不断引向深入，迅速繁荣文艺创

作”。①

会议部署了 1978年的文艺工作，提出：要恢复毛主席文艺思想，把“四
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一一纠正过来；抓好文艺阵

地和文艺队伍的建设，推动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

抓好文艺创作。中山县是孙中山的故乡，历史悠久，又是抗日战争时期重

要的革命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波澜壮阔，文艺工作者要深

入群众、深入生活，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特别是重大题材的创作；加强

文化队伍的建设，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错

误批判、处理的文艺工作者，坚决予以平反改正，要从政治上、工作上、

生活上关心文艺工作者，尽快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和问题，知

名作家、文艺家要妥善安排。

文艺工作会议后，各级党组织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一些公社领导

①
中共中山县委宣传部：《县文艺创作会议纪要》，1977年，中山市档案馆藏 1977-3-A0-1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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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对文艺工作做调查研究工作，商量文艺工作如何开展和有哪些要解决的

问题。在各级党组织的重视下，各级文化机构开始恢复起来。经过多方筹

备，中山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得以恢复，并于 1979 年召开第四届文

代会，刘庆常当选主席。县成立文艺创作室，各公社、镇，县属企事业、

工厂、学校普遍成立文艺创作组。各公社、镇重新恢复文化站（室）的建

设，并按照有关政策，逐步解决专职人员的配备和经费问题，一些工作人

员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石岐开办业余艺术学校，举办文艺创作、

表演、音乐、美术、摄影知识培训班。与此同时，县文化局成立文艺评议

小组，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县文艺团体演出的剧目和《中山文艺》刊登发

表的文艺、美术和摄影作品进行筛选，推荐一批较好的节目和作品，进行

演出和出版。对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山文艺》《中山歌声》《中山画页》

《中山摄影》和《中山演唱资料》刊登的作品，一次性补发稿酬。县文化

局还拟定作品稿酬暂行办法。

随着党的文艺政策的落实，中山的文艺工作开始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许多文艺工作者重新开始艺术创作。1978年，先后创作话剧、歌舞、歌曲、

诗歌、民歌、美术等一批优秀文艺作品。中断十多年的舞龙、舞狮、舞鹤、

飘色以及放风筝、赛龙舟等民间艺术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全年参加各类

文娱体育活动的群众超过 30 多万人。中山纪念图书馆、孙中山故居纪念

馆和石岐西山寺、龙山书院等一批名胜古迹，经过整理修缮后，陆续对外

开放。农村广播事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县广播站充分发挥报道新闻，沟

通信息，提供文化娱乐和服务社会的功能，受到全国第十次广播工作会议

的表彰。

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事业的整顿

“文化大革命”极大地阻碍了中山卫生事业的发展。粉碎“四人帮”后，

卫生战线的拨乱反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由于受极左思潮、思想禁锢的束

缚和影响，涉及卫生战线、卫生工作和医务工作者问题的大政方针一时未

能解决，医务工作者仍被当作“团结、改造”的对象，一些被打成“反动学术

权威”的名医还未得到彻底平反，许多医疗机构的管理依然十分混乱，整个

卫生工作仍在徘徊中前进。

1977 年 4 月 14 日，县革委会决定成立石岐地区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和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县委常委、石岐镇委书记陈达兴为领导小组组长和

委员会主任。5月 5日，根据县委的指示，县革委会决定重新建立和健全

县的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和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由县革委会副主任杨少云

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和委员会主任职务。卫生战线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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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抓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卫生战线各级党组织专门组织班子，对每间医

院“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案件逐一复查。当时有的人怕“否定文化大革

命”，怕犯所谓的“右倾错误”，对所复查案件久拖不决。县卫生局组织各级

领导班子成员和专职人员学习党的干部、知识分子政策，清算“四人帮”疯
狂迫害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的罪行和所造成的恶果，使大家分清是非，出

以公心，大胆负责，认真把复查案件工作做好，使一大批蒙受冤屈的医务

工作者得到平反，恢复名誉。在落实政策的过程，卫生部门还比较注重发

挥老医生、名医生的特点和业务专长，安排 9名技术水平较高和有丰富经

验的医务人员担任县和公社医疗机构的领导。与此同时，采取各种措施，

创造各种条件，为医务工作者解决住房困难和他们的家属户口问题。这些

做法，使广大医务工作者深受鼓舞。许多老医生退休后，仍然继续回医院

上班，有的一天诊病 100人以上。

在恢复健全机构和落实政策的基础上，中山县卫生战线联系实际，深

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分清路线是非，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

是整顿各级医疗机构，重新恢复健全各项医务制度。如县人民医院把“文化

大革命”之前一套行之有效的“三级护理”、“三查三对”等合理制度恢复健全

起来，开展百日无事故活动；加强制度管理，使医疗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1978年，门诊总人数比上年增加 5.5%，门诊复诊率下降 3.5%，住院治愈

率达 80.1%，创下“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好的水平。
①
小榄医院推行科学管理，

增设骨外科、肿瘤科、口腔科、泌尿内科，购置心电图、X光透视机等设

备，在专科设置、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等方面的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横

栏公社加强各大队医疗站的管理，建立财务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通过

整顿，各医疗机构对工作任务、经营管理形式、人员配备、药品、器械设

置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初步扭转“文化大革命”以来医疗卫生工作的乱象，

对医疗卫生质量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加强科研和教研活动，提

高业务技术水平。当时百废待兴，涉及的问题很多，而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为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形势的需要，1978年 1月 1
日，县革委会科教办公室在《1978年科技工作计划》中强调：要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把医药科研技术搞上去。各级党组织加强领导，把向医疗科学

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群众运动引向前进。当年，中山成立中华医学会县分会，

全年卫生各类学术活动达 30次，印发学术资料 4660份。广大医务工作者

认真钻研业务，取得丰硕的成果。年届花甲的县人民医院院长、内科主任

医师程观树，写出《四十七例动物低电压抢救实验探讨》，引起国内外医

学界的重视；县中医院成功研制“105—3蛇药”，与高鹤、斗门、新会等县

①
杨少云：《动员起来，及时转移工作重点，把文教工作搞上去，为加速四化建设而奋斗》，1979年，中山

市档案馆藏 1978-3-A0-1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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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联合编写《佛山地区蛇伤防治手册》；县中医学会恢复后，出版了《中

医学术经验汇编》，此外，痔疮、肾炎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科研，肿瘤特别

是一、二期鼻咽癌的防治科研，都有了新的进展。三是加强地方性疾病的

防控工作。1977年 5月，成立县麻风、精神病防治领导小组，由县革委会

主任杨少云任组长，成立县慢性病防治站，开展麻风病、精神病等疾病的

普查工作，对麻风、精神病人贯彻“（检）查、收（容）、（医）治、管（理）、

研（究）”的综合防治措施。全县收容 433名麻风病人，其中，210名病情

较重的患者由县大茅医院集中治疗，其余 222名由所属公社（镇）卫生院

集中医治，使麻风病、精神病得到有效调控。
①
当年，县革委会加强对肿

瘤防治的研究，拨出专款，增加医疗器械，扩大县人民医院肿瘤科，完善

县、公社、大队三级防治网，使大多数恶性肿瘤病人得到及时治疗和观察。

这一经验，受到国家卫生部的重视。1977年 6月，中山派代表出席了全国

第四届肿瘤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爱国卫生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所实施的卫生管理制

度被错误批判为“修正主义管、卡、压”，各级卫生组织处于瘫痪状态，环

境卫生状况每况愈下，尽管 1972 年曾掀起过卫生运动的高潮，但总体水

平仍未能恢复到 1966年之前的水平。1978年 4月 28日，县革委会发出《关

于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强调搞好爱国卫生运动，对提高人

民的健康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各公社、镇、机关单位必须十分重视，切实

抓好：一、城镇、墟市要改进环境卫生，加强环境保护，积极处理“三废”
（废水、废汽、废渣），加强食品卫生和饮食服务行业的卫生管理，逐步

实现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农村结合农业生产，搞好“两管”（管水、管粪）、

“五改”（改良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工作；学校加强对学生卫

生知识的教育，使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二、重新建立和健全卫

生制度，制订爱国卫生公约，做到有章可依，违章必究。三、各级卫生部

门要当好党委的参谋、助手，认真总结经验，抓好典型，以点带面，医药、

供销部门要做好医疗器械和药品的供应。5月 30日，县革委会发出《关于

整顿石岐地区交通秩序和市容卫生的通告》，动员广大群众自觉遵守制度，

创造一个良好的卫生环境和社会秩序。《通告》对机动车辆的行驶、停放，

航道和码头的管理，犬只、生猪、“三鸟”的养放，饮食服务业的卫生制

度，绿化的维护，工厂“三废”的处理，农民进城采集垃圾、粪便等制度，

都作了严格规定。通过人民群众的努力，全县城镇、乡村卫生面貌有了很

大改善。石岐、小榄建立起每周一次的大扫除制度，重点整治脏乱差；几

次高潮共清理污泥、垃圾 150吨，对县属 7家工厂卫生建立了一厂一卡资

①
中山县革委会：《关于做好麻风、精神病防治工作的意见》，1977年，中山市档案馆藏 3-A0-1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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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档案。随着爱国卫生运动的蓬勃开展，食品行业的卫生达到一、二类标

准的工厂、商店达 80%以上。疾病防治也取得显著的成效，常见的 14种
传染病发病率得到有效控制，特别是疟疾、白喉、小儿麻痹等传染病未有

病例发生。

中山县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始于 1955 年。1964 年各项管理机构逐步健

全，广大群众形成计划生育的观念。“文化大革命”后，由于受“无政府主义”
思潮的影响，计划生育工作时起时伏，人口出生率普遍回升。人口的过快

增长，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改善带来不少困难。1977年 12月
8日，县革委会转发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关于《中山县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

〇年计划生育工作的规划》，指出：计划生育工作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各

级党委要认真做好，认真落实计划生育各项政策，尽量把思想工作做全面，

要关心群众生活，热情支持男方到女家结婚落户，搞好妇幼保健工作，从

各方面保证 1978年人口规划的实现。随着各个领域拨乱反正的广泛开展，

县委指出：随着形势的发展，“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

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

式……计划生育工作，都要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新情况”。各级党组织实事求

是做好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克服工作简单粗糙的缺点。允许群众自主选择

各种节育措施，不搞一刀切，加强节育科学技术研究，对术后出现并发症、

后遗症的患者逐个治疗，对生活困难的给予补助。县开展妇幼保健工作，

建立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妇幼保健网，全县建立起妇女保健室 155间，

托儿所 3106 间，幼儿园 594 间；开展妇科病普查普治，查出患有疾病的

有 2600多人，及时为她们治疗。
①
计划生育政策深入民心，获得群众的理

解和支持。1978年全县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晚婚率、节育率分别达

到 19.92‰、12.49‰、94%、83%。
②
石岐、小榄镇、大涌公社提前实现国

务院制订“五五”计划期间人口规划的要求。

①
《杨少云同志在中山县一九七八年计划生育工作先代会上的报告》，1979年，中山市档案馆藏

1978-3-A0-12-65-9。
②
《文教战线一九七八年工作总结》，1978年，中山市档案馆藏 1978-3-A0-12-6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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