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领导管理

1903 年，四川省设立学务处，职掌

全省学务，始对专门、普通、实业三科所

管学校所需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教

学设备直接负责购置、分配和管理。

民国成立后，四川省教育行政机

关名称虽多次改变，而教学仪器的领

导工作一直由省教育行政机关领导。

1939年特设“四川省教育机关设备统

筹委员会”，负责对各校、馆所需的自

然科学设备及图书等，统筹充实，统购

分发。5月，“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成

立，接替了该会的工作。以后，省立科

学仪器制造所并入该馆，该馆除原来

担任全省教学仪器的统购、统分，配售

教学仪器工作外，增加了教学仪器的

制造工作。1948 年 5月，“四川省立教

育科学馆”更名为“四川省教育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小

学、师范学校教学仪器设备的供应和

管理，统一由省教育厅财务科具体负

责。业务科负责使用管理。1959 年

12月，经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将

这项工作从教育厅有关业务科分出，

成立“四川省教学仪器供应社”，负责

全省中小学及工农业余中学教学仪器

的统一订货、分配、修配和零售等工

作。1961 年 8月更名为“四川省教育

厅教学仪器供应社”，除负责上述几项

工作外，新增了实验室的建设任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供应社工作基

本停顿。到 1978 年又更名为“四川省

教学仪器设备公司”，恢复该项业务，

1987 年 7 月，四川省教育委员会成

立，将原高教局物资办公室工作并入



该公司。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全省大、

中、小学实验室的建设发展规划和管

理；掌握使用中、小学教学仪器设备的

专项经费和有计划地配备学校仪器，

指导、组织学校开展自制教具，修旧利

废活动；负责 37 个教学仪器厂的生

产、技术，质量管理和产后服务；负责

委属 32所高校、直属事业单位和教仪

生产厂的有关统配物资的计划衔接、

分配、供应和做好高校的外汇购置产

品和接受国外赠送科技设备的有关管

理工作；负责指导省高校和市地州教

育技术装备机构的业务工作及组织研

制、开发适合教学需要的产品活动。

1989 年 4月，省人民政府清理行政职

能公司，公司牌照撤销，改名为“四川

省教育委员会技术物资装备处”。至

1990 年，全省 21 个地市州和 214 个

县(市、区)成立了教学仪器管理机构，

有专职管理人员近千人。

第二节 教学仪器的供应与生产

一、仪器供应

清末，四川省及各府厅州县教育

行政机关，不管仪器供应。学校所需

教仪设备，由各校按钦定学堂章程中

教仪设备的规定，自行购置。

民国初期，省立、联立、县立、各中

等学校仿清办法，仍由各校自行购买。

1937年省扣存省联立中等学校应领购

置费8 %，始由省教育厅统购发给省立

学校。1939 年，教育厅特设“四川省教

育机关设备统筹委员会”，拟定最低教学

仪器设备标准，统筹购买，分发省联立中

学及补助县立私立经费特别困难的各

中等学校。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成立

后，教仪供应工作交由该馆负责，供应形

式：一是配发；二是各县自行购买。1941

年以后，教育部也向四川供应仪器，其形

式有补助，低价发售、配售，减价发售。

抗日战争以后，仪器来源减少，教学仪器

供应，逐渐以教育厅统购配发，县校商筹

付款为主。

四川省教学仪器供应情况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教仪

供应渠道主要是教育部调拨，分有价

和无价两种形式，省自供仪器除少数

零售仪器为有价外，其余为无价调拨。

仪器装备重点，主要是中学、师范，特

别是条件较好的重点中学。供应的学

校，有的是教育部确定，有的是由省教

育厅决定，还有的是由市、地专区确

定。供应的教仪设备绝大多数是部直

属厂生产，也有少量国外进口品种。

1955 年教育部要求重点装配高

级中学或完全中学，适当照顾大城市

工矿区的初级中学及规模较大的师范

学校。此后，除教育部为四川重点学

校配发 87 套理、化、生仪器外，主要由

教育厅统一订购实物配发到学校。从

1955 年起，开始对小学自然仪器、风

琴等进行配备。1958 年省教育厅委

托成都、重庆文化用品批发站，承担供

应工作。1959 年后，供应工作，统一

由省教仪供应社办理。1962 年，根据

教育部提出的“保证重点，照顾一般”

的原则，全省除29 所重点学校的教仪

由省教仪供应社直接配发外其余学校

由地区(市、州)核定学校需要，按省教

仪供应社订货后分校开列的配发清单

分发。1962 年，省教仪供应社发了

《关于改进我省中学、师范仪器设备使

用管理的几点意见》，将供应办法改

为：由省分配给各地金额控制指标，各

地根据学校的需要，在金额控制指标

内提出品种，数量计划，并分配到校，

由省组织供应。

1971～1979 年，因教仪产品供不

应求，教仪供应只能“以产定销，统一

分配”将计划指标分到地(市、州)，省

统一订货后，将产品分散包装发运到

县校。1980 年，教仪生产有了较快发

展，产品增多，各地教仪机构也已建立

起来，供应办法相应改为“以销定产，

择优订货，指标到校，以需订购”。省

除根据地市金额指标所报县校需要计

划订货供应外，省重点学校和专项经

费订购的教学仪器，仍由省教仪公司

直接订货配发到学校。供应原则是：

先重点学校，后一般学校；先配演示仪

器，后配分组仪器。在配备重点中小

学仪器的同时，并注意使一般学校的

教学仪器有所改善。

1984年进行供应办法改革试验，

对成都、自贡、德阳、泸州、内江、绵阳、

宜宾 7 地市试行订货、收验货、付款等

自行管理，省教仪公司只根据订货合

同定期拨款，以减少仪器中转环节，调

动基层积极性。1989 年广元市也被

列入试验单位。至此全省已有 8 个地

市为自行管理单位。

1986 年，为了提高订货质量，对

参加教仪订货的人员提出了纪律要

求：严禁索取回扣、实物、行贿索贿、请

客送礼和搞会外交易等不正之风。如

有违犯，要进行通报批评并通知所在

单位，有的要进行必要的处分。1988

年，把供应工作纳入市场经济轨道，省



只加强宏观调控和指导。1990 年全

省已有 9 个市地设有服务部，负责普

教内、外系统教仪的供应工作。

在供应重点中小学、农村初中实

验中心、老少边穷地区小学教仪任务

基本完成后，从 1989 年开始，全省教

仪供应的重点是普及实验教学县。省

供应工作根据实验教学普及县规划，

制订配备方案，编制年度订货计划，分

年付诸实施。同时，在供应工作中，加

强对订购仪器的质量检验工作，把好

质量关，严禁不合格产品进入学校。

二、仪器生产

1936 年四川省立成都实验小学

在校内附设工场，利用本地原料制做

各小学需要的教学用具，这是四川有

教学仪器生产工厂之始。1939 年，

“省立科学仪器制造所”成立，在成都

西门外苏坡桥征用农田 27 亩余建立

厂房，教育部补助 60 万元，采购机械

及工作用具，主要注意于中学教学仪

器的生产。产品供本省及迁川各中等

学校用，亦解决西南、西北各校之需。

1940 年四川推行国民教育，两厂(场)

共同合作生产小学教学仪器设备。

1946 年省立科学仪器制造所并入省

教育科学馆后，其生产任务则由省教

育科学馆计划安排。

民国时期四川省教学仪器设备生产统计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省只

有一个由省下放给成都市的教仪生产

厂，其产品只能满足全川教仪需要的

20 % ，大部分仪器靠教育部和省百货、

医药公司供给。1958 年下半年该厂

改为成都仪表厂，转产工业用仪表。

至此，四川不再有工厂生产教学仪器。

1959 年 6月，根据教育部要求各地发

展教仪生产的精神，教育厅报经四川

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投资 145 万元新

建四川省教学仪器厂。1961 年，教仪

厂建成投产，生产中小学物理、生物仪

器。在省教仪厂投产的同时，各地、市

教育部门和学校也办了一些小型教仪

厂，教仪生产车间和生产小组，生产和

维修教学仪器，有的还将生产、设备和

原材料列入了地方计划。这些生产组

织经过 1965 年调整整顿后，全省计有

由国家投资新建的四川省教仪厂、彭

县教仪厂、射洪教仪厂等 3 个专业生

产厂、德阳孝泉师范、乐山四中等一些

校办教仪厂，生产中小学物理、生物和

化学玻璃仪器供应全省和西南区的学

校。生产情况如下表：

四川省教学仪器生产情况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

仪产品没有销路，教仪生产厂被迫转

向其他产品生产，以谋出路。

1971 年后，部分学校为解决教学

急需的仪器，办起了校办教仪厂。

1973 年 4 月省教育局转发了国务院

科教组《中小学教学仪器工作座谈会

纪要》，并于 11月召开全省教仪工作

会，对恢复教仪生产作了布署，要求有

关部门减少原专业教仪厂的社会产品

生产任务，逐步转入教仪生产；帮助教

仪厂疏通物资供应渠道，解决产销问

题，并在资金、设备、原材料供应等方

面给予扶助。这一年，省教仪厂、射洪

厂、彭县厂 3 个专业厂，生产精密度较

高的教仪 17 种，产值为 113 万元；29

所中等学校校办厂，生产教仪 14 种，

产值 23 万元。

1976 年，全省由省教育局统一管

理，归口安排教仪生产的有 3 个专业

厂和 34 个校办厂。各市、地教育部门

也建立了 60 多个校办厂(生产小组)，

生产本地区学校急需的简单的教仪产
品。

教仪生产情况表

1976 年后，随着教育事业的发

展，学校对教学仪器的需求日益增大，

而当时全省生产厂只能生产部颁教学

仪器配备目录的 78 % ，为适应教育事

业发展的需要，1978 年 4 月，省教育

局提出“大力发展教学仪器生产，扩厂

建点。”要求在提高现有 3 个专业厂、

34 个校办厂教仪生产能力的基础上，

新建 13 个校办厂、生产点，逐年增加

基建设备投资，生产 50 个新品种，争

取到 1985 年把省管产品上齐，以满足

“配套齐全，开齐实验课”的需要。

1982年，全省由教育部门归口领导，

统一管理的教仪生产厂发展到 67 个

(其中 3 个专业厂 64 个校办厂)，共有

职工 2，600 多人，固定资产 1，200 万

元，能生产中小学各种教仪设备 200

多种，年总产值 850 万元，产量 29 万

多台件，从而基本上形成了四川的教

仪生产行业，其规模在全国同行业中



仅次于浙江、江苏和福建。

1983 年贯彻“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方针，工作重点转向提高产品质

量和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到 1986 年，

全省生产的仪器品种与新的教仪配备

目录相比，中学物理占 42．4 % 。中学

化学占 88．5 % ，中学生物占 43．36 % ，

小学自然占 81，1 % 。

1990 年全省共有专业厂和校办

教仪厂 59 个，有职工 3，775 人，固定

资产 2，801 万元，能生产中小学各科

教仪设备 324 种，年总产值 2，100 万

元，产量 47 万多台套件。其生产品种

已 占 全 国 1985 年 配 套 目 录 的

66．67 % 。产品销到省内外，其中试剂

瓶、矿石标本、解剖镜、电阻箱、显微镜

等 7 个产品，外销新加坡等 7 个国家

和地区，为国家创汇 29 万多元人民

币。

教仪生产情况表



四川教仪生产行业主要情况表

四川省 1990 年教学仪器产品(产值)构成示意图

三、产品管理

(一)质量管理

1978 年 8月，省教育局组织全省

各教仪厂参加教育部开展的质量月活

动。要求各教仪厂建立严格的质量检

测制度，有生产厂的市地教仪机构要

组织产品质量评比。1979 年，教育部

还组织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南片区检

查组对三省“质量月”活动进行检查。

省教仪厂和重庆市教育技工校教仪厂

得到教育部通报表扬。针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如多数产品尚无正规技术

标准，一些厂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等，省

教仪公司发了《教仪厂各级人员的质

量管理职责》。要求各厂把以提高产



品质量为中心的各项制度健全起来。

1980 年 10月，教育厅发了《关于加强

教学仪器质量管理的意见》，要求各厂

严格执行技术标准(国际、部标、省标、

企标)，建立健全质量管理机构和质量

检测制度。1981 年，教育厅对 37 个

厂和 21 种教仪产品及企业管理进行

了检查。检查情况表明，多数厂加强

了领导，基础管理工作基本做到有章

可循；21 种产品中质量较好，性能稳

定的有 9 种(占 43 % )多数产品基本

能用，质量处于中等水平。1982 年，

省教仪公司对加强质量管理提出了 4

条要求：(1)认真贯彻执行技术标准；

(2)从新产品试制开始，按照试制条

例，严把质量关；凡未具备批量生产条

件的新产品，不准参加订货；(3)从原

材料投入到产品出厂的全过程，从严

管好质量；(4)加快成都、重庆、自贡、

绵阳 4 市地的教仪厂检测室的建设。

据 1984 年检测，产品合格率由 1983

年的 75 % 提高到 80 % 。1985 年，省

教仪公司结合发放产品生产许可证，

抽查了 129 种理、化、生、数教仪产品，

合格产品为 103 种，占 79．8 % ，优良

产品 16 种，占 12 % ，还抽查了 29 种

495 件玻璃仪器和 123 种化学试剂合

格率分别为 66 % 和 76 % 。这一年省

教仪质量监督检验站纳入了全国教仪

行业监督网，成都、自贡等 7 市地教仪

机构建立了质量监督检测室，各生产

厂也建立了质检机构，形成了省质检

站、市(地)检测室和厂质检机构的三

级质量监督网，以保证教仪产品质量。

1990 年，省教委根据检测教仪产

品质量存在的问题，发了《教仪产品检

验中质量问题的处理办法》。根据《办

法》，凡是全国发放生产许可证和监督

检验、省内监督检验的产品，各厂都应

及时参加检验。不合格者，准予进行

一次补检，补检仍不合格者，不能参加

订货。省内交收检验的产品，不合格

的应实行“三包”，同时对该产品进行

监督检验，监督检验不合格者，生产厂

进行整顿，整顿后进行补检，补检不合

格的不准订货。对 1990 年前没参加

生产许可证检验、监督检验的产品，分

期分批列入省监督检验，进行补检，补

检不合格者，按上述有关要求处理。

这一年，全省监督检验产品合格率为

80 % (不含玻璃仪器)。

(二)产品标准化

1979 年 8月，省教育局提出教仪

产品应按技术标准生产，要求各厂尽

快制订产品的有关技术标准。1980

年 10月，教育厅在《关于加强教学仪

器设备质量管理的意见》中明确规定：

教学仪器产品必须按教育部的标准，

企业标准或相应的国家标准生产。没

有标准者，不下达生产计划，不安排生

产任务。

1982 年 12月，省教育厅、省标准

计量局联合发出《教学仪器企业标准

制(修)订，审批工作试行办法》。其



《办法》规定：教仪产品应按国家专业

标准生产，凡无标准者，一律要制订企

业标准。到 1984 年，全行业 109 种产

品都按有关技术标准生产，消灭了无

标产品的生产。1985 年元月，教育厅

发了《四川省教学仪器标准化管理办

法》，对教仪产品标准的制(修)订、审

批、发布和贯彻作了具体规定，并规定

了执行标准工作的奖惩办法。这一

年，德阳、隆昌、大邑等县玻璃仪器厂，

联合制订的“川 Q622—85”配套玻璃

仪器技术标准，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7 年贯彻国家教委产品技术标准

25 个，重点审定生物产品标准 21 个，

小学自然仪器产品标准 21 个，生物配

套玻璃仪器标准一套(23 个)(此项标

准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8 年 9月，全国教仪标准化委

员会成立，四川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承担了专业标准起草任务 3项。参加

修订了国家教委电学标准 13 项，制订

发布了四川省教仪地方标准 46 项，制

订审订标准 26 项。1989 年又在省内

主持修订了地方标准 215 个。

为推进标准化工作的开展，自

1979～1990 年间，全省先后举办了教

仪标准化培训班 21 期，培训人员 990

余人次。在全行业基本形成了一支标

准化工作队伍。

(三)新产品开发

1978 年，省教育局要求开发新产

品要以教学大纲和教材为依据。7月

四川省教育局教仪研究组成立。省教

仪供应社建立了样机陈列室。1985

年元月，省教仪公司制发了《四川省教

学仪器新产品试制管理办法》，规定新

产品的研制由省教仪公司或市、地、州

教仪部门下达计划，生产厂也可独自

进行新产品试制。试制的新产品需进

行样机(品)鉴定和小批量鉴定，合格

后方能投入批量生产。1986 年省教

仪公司制发了“1986～1990 年教仪新

产品开发规划”，提出了发展教仪新产

品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和应采取的

主要措施，并安排了 120 个开发项目。

1981～1982 年，省教仪公司进口

国外教仪共 7 套 642 种。到 1985 年

借鉴引进产品试制出 20 多个受学校

欢迎的新产品。1979～1990 年，全省

教仪行业共开发新品种 355 种。四川

研制的电动电子云模型，在全国 1985

年新产品评比中获三等奖。1985～

1990 年四川研制开发的 190 个教仪

新产品中，有 9 个被国家教委评为优

秀新产品。

(四)生产管理和物资管理

从 1979 年开始，各市地州教仪部

门直接与生产厂签定订货合同，改变

了过去包产包销的原则。1984 年，根

据管理体制改革精神，对各教仪厂实

行分级管理。省除直管省教仪厂外，

主要加强行业管理，做好统筹协调工

作；其余工厂则按隶属关系，由有关

市、地管理。1985 年 3月省教仪公司



制发了《教学仪器生产管理改革的意

见》，对原有生产管理提出如下改革：

(1)把产品出厂价格权交给生产厂，由

生产厂在国家政策和计划指导下，依

据生产成本、产需情况，自行定价，报

省、市公司备案。(2)把产品生产决定

权交给生产厂，由厂根据教学大纲、配

备目录及企业具体条件，自行决定产

品品种和新产品开发项目。(3)放开

生产计划决定权，生产厂根据所订销

售合同、市场信息及原材料供应、生产

条件等，编制年度生产计划。改革给

教仪生产带来了生机。1985 年，全行

业产值达到 1，385 万元，比计划产值

增长 33 %。

教仪生产的物资供应，从 1973年

起纳入国家物资计划，由省教育局归

口，省教仪供应社统一管理，计划供

应。供应办法是：生产部管产品，由国

家下达物资计划；生产省管产品，由省

下达物资计划。省教仪社根据国家和

省下达的计划和各厂生产产品的物资

消耗定额，统一分配原材料。1985

年，省教仪公司根据国家物资计划管

理体制改革精神，对物资供应办法进

行了改革。即对主要物资供应实行指

标控制，由教仪公司根据生产计划和

消耗定额，下达主要生产物资分品种

供应指标。对生产优质产品，竞争力

强的企业用于技术改造，改建厂房等

的主要物资给予照顾。1987 年，四川

省教育委员会成立，增加了高等学校

的物资管理。随着改革的深入，1988

年物资供应实行双轨制，不断扩大市

场供应，国家指令性计划大幅度减少，

1989年在原材料计划供应进一步减

少的情况下，省教仪公司采取举办高

等学校技术物资交流会，开展物资余

缺调剂等方法，基本上保证了高校、直

属单位、教仪厂和其他直供单位的物

资供应。

第三节 实验室建设

一、教学仪器的配备

清末四川的中等学堂、高、初等小

学堂教学仪器的配备，虽在《钦定章

程》中有所规定，但甚为粗略，所定之

配备标准，多以适于学校教授及教授

所参考以及学生简单应用为原则。各

学堂在配备时，多按课程设置，择其最

不可缺者配之。因此，许多学堂虽说

照章购备理化仪器、标本模型，实际设

备欠缺，有的根本没有教仪设备。

民国初年，四川中等学校和小学

实验室教学仪器的配备，虽教育部中

小学规程中有各项设备标准的规定，



但实际依照标准办理的甚少。1925

年，省特向中小学提出“图书仪器须有

充分之设备，不是因陋就简”的要求。

此后，曾试行过各邻近学校联合采购

仪器，集中一适中地点或学校，供各校

使用，或将重要仪器集中让各校轮流

使用；也有组织公共理化室供附近学

校实验的。此种方法，施行中困难很

多，未经多久即自行消亡。1935 年

后，学校进一步发展，加上抗日战争爆

发，迁川学校增多。由于经济窘迫，购

买困难，各校实验室配备多未达到标

准。1940 年，推行国民教育之后，教

学仪器配备重点从中学逐步转向中心

国民学校及国民学校。但尽管教育部

门反复要求，三令五申，实验室配备迄

未加强，原有设施不断消耗破坏，直到

1949年，四川中小学实验室配备，始

终未达到规定的最低标准。

四川省中等学校教学仪器设备概况表



四川省国民学校充实设备情况表

四川各类小学设备等第百分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 年

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仪器进行了普

查。当时四川的 400 多所中学、50 多

所师范学校，只有成都、重庆及其附近

的极少数学校的理、化、生仪器比较

齐；部份学校有少数残缺、陈旧的仪

器；绝大多数学校(包括 2 万多所小

学)基本没有教学仪器。

从 1953 年开始，教育部、教育厅

有计划有重点地为中学师范和小学配

备教仪设备。“一五”期间(1953～

1957 年)，教仪配备本着“保证重点，

照顾一般，成套配备”的原则对全省

512 所中学和师范学校中的重点学校

成套配备了理化生教仪。据 1956 年

统计：经教育部和教育厅配备教学仪

器后，能开出大部份演示实验和半数

以上的学生分组实验的学校有 156 校



占 30 ．47 % 。“二五”期间，教育厅贯

彻省委提出的“教仪的分配，必须首先

保证重点学校，特别是高中的需要”的

精神，加强了重点学校特别是高中教

仪的配备，首先保证了试行《全日制中

小学工作条例(草案)》的重点学校教

仪设备的填平补齐和更新。到 1966

年全省县以上城镇学校的教仪基本能

满足实验教学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教学仪器

设备大量散失、损坏。1973 年恢复教

仪配备工作时，省教育局按照教学大

纲教材要求，尽先为新设中学(戴帽初

中)配了 200 余万件教仪设备。

1979 年 7月，省部署各地对学校

的教仪设备进行清查，清查结果：全省

老中学教仪设备的配备数仅占部颁目

录规定应配数的 20 % ，新建中学仅占

应配数的 5 % 。这一年，省组织供应

的教学仪器为 18 ．46 万件，仅占省市

(地、州)所属 81 所重点中学、师范需

要量的 73 % ，还有各级重点中学、师

范 400 多所不能供应，供需矛盾非常

突出。

1980 年，省教育厅确定全省 60

所中学、师范为首批办好的重点学校。

为适应这一需要，教仪配备实行保证

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并鼓励各地自

筹经费购置教仪设备。到 1981 年，全

省 60 所重点学校的理、化仪器已按部

颁一类配备标准全部配齐，生物仪器

配齐的 88 % ，552 所县以上重点小学

的自然教仪也基本配齐，一般学校的

教仪配备也有进展，基本实现了教育

部 1979 年提出的“三年内要把重点中

小学仪器基本配齐，并使一般学校的

仪器设备状况有所改善”的目标。

1982 年在保证优先配备扩大的首批

办好的 100 所重点中学时，也兼顾城

镇一般中学教仪设备的配备。到

1983 年底，100 所首批重点学校的教

仪，已按部颁标准配齐达 80 % ～95％

以上；城镇一般中学配齐的 86 所，配

备 50 % 以上的 729 所，并为乡中心完

校成套配备了 700 所，1984 年，首先

填平补齐首批办好重点中小学、师范

和集中配齐二批重点中小学师范所需

的仪器。至此，重点中小学的教仪配

备基本完成。

在抓重点中、小学、师范和城镇学

校教学仪器设备配备供应的同时，为

了加强农村初中的实验教学，从 1978

年开始建设农村初中实验中心的试点

工作。要求各地在集中力量配备重点

中学、师范教仪设备的同时，学习成都

市金牛区的办法，建立中心实验室，使

有限的仪器发挥更大的作用；使中心

实验室成为农村初中学生实验的中

心，教研活动的中心，培养提高教师的

中心。1983 年，学习浙江东阳县建立

农村初中实验中心的经验，按照“慎重

布点。布一个，配备一个，能发挥复盖

面作用”的原则，并先为全省 5 个地区

9个县 105 个农村初中实验中心配备



了教学仪器。1984 年 2月，教育厅在

沪县召开了农村初中实验中心建设经

验交流会。4月对全省农村初中实验

中心的建设作了规划，按规划全省能

建教学实验中心的农村初中(以 3．3

所建一个中心计)，共需建 2，000 多

个，到 1987 按期完成了建设计划。

1988 年 9 月省教委提出在全省

以普及实验教学县为中心的综合改

革，一个县一个县地实现实验教学普

及，力争在 1995 年或者稍长一点时间
内，使全省的中、小学都能按教学大纲

和教材的要求开出演示和分组实验，

基本完成实验教学的普及任务。1989

年是实行以普及中、小学实验教学县

为中心的综合改革的第一年，也是由

分类重点建设走向成片普及的第一

年，这一年年底经过验收，阿坝州汶川

县在全省第一个达到实验教学县合格

标准。

1990 年 10 月 28～31 日，国家教

委在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召开“全国

中、小学实验教学普及县现场会”，这

是四川教育部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一次接受国家教委召开这样的会议。

会上四川介绍了自己的作法和经验：

(1)向全省各级政府提出了“普及实验

教学县”的任务，并纳入县、区、乡各级

政府的任期目标；(2)以提高实验教学

质量为最终目标，围绕这一中心，提出

实验教学县的具体要求；(3)制发了普

及实验教学的集资政策和奖励政策。

(4)县(区)、市(地、州)、省逐级进行严

格验收，并规定了各类学校分档达标

的具体内容。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对

四川普及实验教学县的特点和经验作

了充分肯定。

二、实验室管理制度

清末实验室管理制度简单粗略，

管理办法多为各校自行拟定。实验室

名称内容极不统一，如有称“陈列室”

的，而且多是图书仪器不分。

民国初期，实验室管理制度，大多

沿袭清末。开始由学校总负责人管，

以后由教务主任负责督促图书仪器管

理员进行工作。省视学、督学在视察

时，调阅各种表簿、理化仪器标本目

录，并逐一核对，如有不符，责令校长

赔偿。1935 年在修正中等学校规程

中提出：“各校要有特别课室(物理、化

学、生物、图画等教学用)，要有仪器、

药品、标本图表室。各种教学仪器、药

品、标本、图表、机械器件等项须具备

足敷各科教学之用。必须具有图书仪

器、标本、器械、药品目录”。1942 年，

在中等学校视导标准中，要求仪器设

备(1)合于规定；(2)善使用；(3)保管

有方；(4)经济适用。对实验实习要求

做到(1)办法好；(2)效果佳。对乡

(镇)中心保国民学校设备管理也作了

“充实合用”的相应规定。民国时期实

验室管理虽有制度，有要求，有检查，

但除省立少数学校能达到外，多数中、



小学均未达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1953

年，教育厅、财政厅联合通知，要求学

校“建立必要的教具使用，保管及统一

调配制度，进一步发挥教仪的使用效

率”。1954 年 9月省政府文教委员会

对教育厅关于配置教仪计划报告的批

复中指出：“教学仪器设备是提高教学

质量的物资保证”，“学校应拟定切实

可行的保管和使用制度，并须固定人

员负责管理”。1961 年 5月教育厅转

发了重庆一中加强实验室管理，建立

健全仪器管理使用制度的经验。1966

年 3月，教育厅下发《关于加强我省仪

器供应、管理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

各地进一步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把教

学仪器管好用好。

1979 年 7月，省教育局为全面加

强实验室管理工作，下发了《四川省中

小学(师范)校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办

法(讨论修改稿)》，供各地参考试行。

1983 年 5 月，教育厅召开全省中学、

师范实验室建设和实验教学经验交流

会，举办了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表

册，实验报告展览，为各校建立正规的

管理制度提供了范例。1984 年 8 月

教育厅正式颁发了《四川省中学(师

范)实验室管理工作试行条例》，《条

例》除对实验室 的管理作了比较详细

具体的规定外，对实验室的组织领导、

建设规模、自制教具和实验人员条件、

配备标准、岗位职责、奖励与惩罚作了

相应规定。使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更

加科学化、制度化。

建立农村初中实验中心的工作开

始后，教育厅于 1984 和 1985 年先后

对农村初中实验中心的建设管理工作

提出了意见，指出：实验中心是当前农

村初中开展实验教学的重要基地和实

验建设的主要形式。实验中心的教学

仪器，由省教仪经费购置一部分，市地

州配备一部分、房屋、仪器柜、桌凳及

水电设备等主要由县负责解决。仪器

所有权属县教育局。损耗的仪器，由

县统筹补充配备、药品由受益学校在

经常性实验费内解决。

开展普及实验教学县的工作开始

后，到 1990 年，已有 8 个县(区)——

汶川县、乐山市中区、绵阳市中区、成

都市青白江区，达县市、珙县、什邡县，

理县普及实验教学。

三、实验员队伍的建设

清末四川所办新式学堂，均据财

力购了数量不等的一批仪器，为了不

让教学仪器散失、损坏、便于取用，各

学堂安排了一定的人员，负责仪器管

理，但多为兼职，且名称也不统一，如

掌书员、图书兼接待员、陈列监等，对

于管理仪器的实验员并无一定之规。

民国开始，教务初立，四川各中等

学校设图书仪器管理员 1 人，负保管

图书仪器之责，在教务主任督饬之下

随时清理图书仪器，并会同事务处分



别添购。1933 年，对中级学校图书仪

器管理人员编制作了规定：3 班以下

设 1 人，4～10 个班以上 2 人。编制

虽有，但多数教育行政部门对实验员

重视不够，要求不高，只求有人充数，

不求质量提高，不管理，不培训，每学

年度只派督学检查一通，查出问题只

要求县或直管单位督饬学校改进。因

此，除少数学校仪器管理较好外，大多

数学校的实验员有名无实，实验仪器

管理不善，锈蚀比较普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第一

个五年计划期间，部分重点中学和师

范学校按照教育厅要求，逐步配备了

实验员。

1962 年 3月，教育厅要求“中学、

师范应该设专职人员管理仪器，仪器

管理人员应当稳定，并加强思想教育，

树立专业思想，提高业务能力，以适应

工作需要”。到1966 年，多数中学、师
范都按教育厅要求配备了专职或兼职

实验员。

“文化大革命”中，实验员队伍基

本解体。1978 年 4月，省教育局在全

省中学物理、化学教学仪器研究会上

提出：要逐步充实配备实验室实验员，

老的实验员该归队的归队，新的实验

员要进行专门训练”。1979 年省组织

编写出版了中学理、化、生等实验员培

训教材，为培训做了准备。1980 年 7

月，教育厅在峨眉举办了第一期中学

化学实验员培训班。此后，培训实验

员的工作由省、市(地)两级分工负责，

逐步开展。

1982 年 3月，教育厅制定了《四

川省“六五”期间实验员培训规划》。

《规划》本着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要

求“六五”期间，“凡在职的重点中学，

师范的实验员，工作未满 5 年，年龄

35岁以下，没经过培训，业务能力不

能适应实验教学需要的都要予以培

训”。“省培训一般中学专兼职实验

员，有条件的县，也可短期集中轮训各

科实验员；学校比较集中的市(地、

州)、县结合教研活动，实验讲座，实验

研究等多种形式就地培训”。教育厅

每年拨出 10万元作为培训补助费。

从 1982 年开始，省培训班招收学

员实行专业基础考试，合格者才能参

加培训。1984 年 3月，教育厅再次强

调：“补充实验员要严格考核，把好质

量关。对现有实验员进行考核，不合

条件不能胜任工作的要予以调整”。8

月在《四川省中学，师范实验室管理工

作试行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实验员的

任职条件和岗位职责。要求实验员不

仅要管好仪器，而且应该是实验教学

的内行，要会管会用，会修会制，还要

指导学生课外实验，协助教师开好实

验课。并指出；“实验室管理人员是教

育战线的一支主要力量，各级领导对

他们要在政治上关心，工作上给予支

持，生活上给予照顾。评模、晋级，进

修都要与教师一视同仁。不断提高他



们的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对于实

验室专职管理人员的配备：重点中学

和规模较大的城市一般中学至少配 5

名，12 个班以上的一般中学最少配 3

名，12 班以下的中学配 2～3 名，师范

学校根据规模按重点中学或一般中学

的要求配备。农村初中实验中心配备

专职实验教师和实验管理员各一一名。

1987 年 5月，教育厅针对全省新实验

员增多的情况，对新配的实验人员实

行先培训后上岗，培训合格者发给结

业证书，作为学校考核实验人员水平

和晋级的依据之一。1980～1990 年，

省举办理化生实验员培训班共 21期，

合计培训 1138 人。

在 1987 年全省进行的职称改革

中，评高级职称的 27 人(高级教师 22

人，高级实验师 5 人)；中级职称1，293

人(一级教师 1，067 人，实验师 226

人)；初级职称 5，202 人(二级教师 2，

619 人，三级教师 1，375 人，助理实验

师 623 人，实验员 585 个)。1990 年

全省共有实验技术人员 10，623 人。

四、自制教具和修旧利废

四川学校师生共同自制教具是从

1935 年教育部修正中学、师范、职业

学校规程发布后开始的。该规程要求

学校教学需要的“仪器标本、模型、图

表等，有能力自制者，应尽量由教员、

学生共同制作”。1939 年，教育部再

次强调“各校教员应利用自然环境及

固有设备，在可能范围内，师生共同自

制仪器、模型、标本及机件工具，以收

“教，学，做”合一之效”。教育厅于

1940 年在四川省优良小学教员审查

标准中，曾专列了自制教具标准和奖

励自制教具成绩优良人员办法。民国

时期的自制教具工作，虽提倡多年，有

要求、有奖励，但囿于只有指令，缺乏

具体指导和经费保证，因此，收效甚

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1951

年，在一些学校中为解决教学急需，开

展了自制教具和修旧利废活动。教育

厅除了有计划地为学校配发教仪设备

外，大力提倡教师就地取材自制教具

及仪器，教育行政部门在物质上应给

予保证和支持，以发挥教师自制教具

的积极性。1960 年 2月，教育厅召开

第一次全省教仪工作会议，要求各地

教育部门要围绕教学改革，在学校中

大力开展革新创制教具活动。会后，

全省中学、师范掀起了群众性的自制，

革新教具活动。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的仪器设

备损失严重。1973 年 11 月，省教育

局为解决学校教学急需，在自制教具

修旧利废开展较好的彭县召开全省中

小学教仪工作现场会，要求各级各类

学校积极开展自制教具修旧利废活

动，以解决教学仪器不足的困难。据

统计，1974 年，全省仅修理风琴就达

9，000多部，节约修理费 20 余万元。



1976 年，涪陵地区学校师生因地制

宜，土法上马，自制教具 70 多万件，平

均全区师生员工每人一件。1979 年 5

月，省教育局发了《关于开展自制教具

活动的通知》，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有人分

管，定期研究”。指出自制教具要“根

据教学大纲和理科教仪配备目录有计

划地制作，缺什么，补什么，配套成

龙”。1981 年 4月教育厅召开了全省

中、小学自制教具经验交流会，总结了

开展这项工作的成绩和经验，省委书

记杜心源出席会议讲了话，会议表彰

了先进县3 个，先进学校 143 个，先进

教研组 21 个，先进个人 28 个；评出获

奖作品，一等奖 2 件，二等奖 4 件，三

等奖 8 件，表扬作品 22 件。1984 年

11月，教育厅发了《四川省改革 创

新，自制教具奖励试行办法》，规定了

改革、创新、自制教具的评定条件、奖

励金额、评审办法等。1989 年 9 月，

省教委发了《关于进一步开展中小学

自制教具的通知》，要求教育行政部

门，把开展这项活动作为检查学校工

作的内容。学校要把这项活动作为经

常性工作，并与开展小发明，小制作，

小论文活动结合起来，认真抓好。据

不完全统计，1978～1990 年，全省中

小学自制教具 77．5 万件，修复教具

10 万件。自制教具，有的满足了教学

需要，有的填补了配备目录的空白，有

的是改革创新的教仪，有的后来发展

为成批生产的新产品。

为了推动自制教具活动的开展，

省教仪部门帮助学校解决了一些必需

的物资和零配件，并从 1976 年开始，

每年由省下拨 80 万元专项经费，用于

开展这项工作。1982 年 6月，省教仪

公司制订了《关于中小学自制教具经

费使用的办法》，规定这项经费，只能

用于购置自制教具必需的原材料，零

部件，简单工具和奖励先进，不能挪作
它用。

1990 年国家教委举办全国第三

届优秀自制教具评选活动。各市地州

经过评选后，共送作品 80 件，经省评

选上送国家教委共 15 件(重庆、成都

单送)，经国家教委评审，其中 1 件作

品获二等奖，7 件作品获三等奖。总

分居全国第三名。

五、计算机的配备和管理

1984 年，教育部选定成都七中为

计算机教学第二批试点学校；并配备

计算机，开始计算机教学试点。4 月，

教育厅拟定《四川省普教战线计算机

教育七年规划设想(1984～1990)》经

报省府批准后，于 9 月召开全省中学

计算机试点工作会议，制订《关于全省

中学开展计算机教学试点工作的意

见》。要求在认真做好试点工作的基

础上，有计划，有重点地扩大试验面，

首先在城市首批重点中学和其他条件

较好的重点中学逐步开展。指出“当



前的重点是一手抓师资，一手抓设备”

会上印发了《电子计算机房设置基本

要求》，《四川省中学计算机选修课试

行教学纲要》，供试点学校使用。

至 1985 年底，省教仪公司组织供

应计算机 3，067 套，配备试点中学

112 所。中师 3 所，小学 2 所，城市实

验中心 3 所，教育学院 16 所，这些学

校的计算机教学试点工作逐步展开，

有的开设选修课，有的开展课外活动，

有的开展师资培训，有的把计算机用

于教学管理。1989 年，扩大计算机试

点中、小学校 100 所，累计达到 214

所，使全省开展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的

县(市、区)，达到县(市、区)总数的

90 % 左右。

从 1984 年起，省府每年拨 50 万

元专款用于购置计算机设备(1984 年

为 40 万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多

渠道筹集资金，用于购置计算机设备、

建设机房、培训人员。成都、重庆中小

学校自购计算机 1 台以上的 237 所。

全省新改建机房 301 间，面积16，000

平方米，有各类计算机3，000余件台

(套)，附属设备 470 余台(套)，软件

5，400多件，总投资 670 余万元。从

1984 年开始计算机教学试点以来，到

1990 年，全省开展计算机教学的中、

小学已达 449 所，其中由省布点配机

的 214 所。



勤工俭学是中国教育的老传统，

近代勤工俭学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历

经曲折，不断发展，从个人的“勤于工

作，俭以求学”，以“勤工”达到“俭学”

目的的个体工读形式发展到以校办产

业为主体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教育经

济活动，创造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的最好形式，已成为学校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李石曾、吴

玉章等人最早倡导勤工俭学，“五四”

运动时期，兴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热潮。

从 1919 年初至 1920 年底，全国有 19

个省先后送出 20 批共约 1800 多人赴

法国留学。这个时期，四川即有赵世

炎、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老一辈革

命家为代表的 470 多人到达法国，居

全国第一。他们分别采取先工后读、

先读后工或边工边读等形式开始了自

己的勤工俭学生活。

1924 年，国内革命运动迅速发

展，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停止。

1939 年，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合

川县凤凰山古圣寺创办育才学校，他

主张教育联系生活和劳动，在“劳力上

劳心”，因材施教，为革命培养了不少

人才。1940 年 9 月，周恩来和邓颖超

专程访问了育才学校，留下了“一代胜

似一代”的签名题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

府一直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

为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在各级各类学

校贯彻执行。四川省中小学的勤工俭

学也由此起步，几经起落，不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从接

管和改造旧学校开始，在中小学师生

中，普遍进行劳动改造世界、热爱劳动

和劳动人民、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的



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从 1953 年

起有的中学开设了生产技术课，办起

了小工厂、建立了实验园地；小学开设

了手工劳动课。同时各级学校响应团

中央、教育部开展“小五年计划”的号

召，发动师生开展种植、栽培、饲养等

活动。这在当时，对改造旧学校，消除

旧影响，提高师生的政治觉悟，树立劳

动创造世界的观点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都市东南里小学的饲养小组就是这

个时期办起来的，曾获得教育部和省

市的表扬和奖励。

1957 年 5月 5 日，《中国青年报》

发表了刘少奇撰写的《提倡勤工俭学，

开展课余劳动》，论证了勤工俭学的必

要性，指出了勤工俭学的发展途径。

1958年 1月，《人民日报》发表《两个

好榜样》的社论，推荐河南省长葛三中

和贵州仁怀县群力农业初中勤工俭学

的经验，指出勤工俭学是革新学习风

气，进一步促进教育发展的一件大事。

紧接着，1月 27 日团中央发出《关于

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教育

部于 2 月 4 日向全国各省市教育厅

(局)发出通知，指出开展勤工俭学是

革新中国教育制度，使学校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的重大措施之一，要求

各地教育部门予以足够重视，积极支

持和帮助共青团执行团中央的决定。

3月，教育部召开第四次全国教育行

政会议，进一步肯定了勤工俭学的意

义和作用。会后，全国掀起了建国以

来第一次勤工俭学高潮。全省各地学

校(主要是中学、师范)组织师生走出

校门，参加校内外服务性劳动和工农

业生产劳动。到七、八月，学校勤工俭

学活动汇入了“大跃进”的洪流，普遍

停课，大办工厂，大炼钢铁，参加农村

秋收等各种劳动。据当时对 1000 多

所中学、师范的调查；校办工厂 1952

个，农场 427 个(土地 10423 亩)，近

20万学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约

800 万个劳动日，支农积肥近 3 亿斤，

兴修水利挖土石方 2 亿多方，植树造

林 260 多万株。

1958 年 10月，教育部、团中央在

北京举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

览会，四川省组团参加了展览。

1958 年勤工俭学高潮，对于把劳

动广泛引入教育领域起到了很大的推

动作用。但由于当时处在“大跃进”的

形势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只工

不学，劳动过多，忽视文化课的学习，

打乱了教育规律和教学秩序，降低了

教育质量；二是过份强调“政治作用”

而忽视经济效益，致使后来有许多工

厂、农场无法维持生产而下马；三是不

讲科学性，不重视安全生产，不注意劳

逸结合，蛮干多，效益差。

1958 年底，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

党组《关于教育问题的几个建议》，着

重从三个方面加以规范：第一，强调安

排生产劳动要紧密结合教学内容，各

地可结合实际自编乡土教材；第二，恢



复上课，并规定中学生每周参加劳动

时间为初中 6 小时(最多不超过 8 小

时)，高中 8 小时(最多不超过 10 小

时)；第三，贯彻劳逸结合的原则，保证

学生有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逐步

恢复教学秩序。

1959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

全日制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

的规定》，重申党中央文件精神，强调

要保证学生有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

间，规定中学生每天应睡眠 8～9 小

时。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发出指

示，各地学校逐步恢复了正常的教学

秩序。

1963 年 3 月，中共中央颁布《全

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明确

规定中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目的是养

成劳动习惯，培养劳动观点，向工农群

众学习，克服轻视劳动、轻视体力劳动

的观点，同时在劳动过程中学习一定

的生产知识和技能，扩大知识领域。

并规定中学牛每年劳动 1 个月，初三

开设生产常识课，高三开设农业科学

技术知识选修课，对学生进行劳动技

术教育。

1964 年，刘少奇在视察武汉等地

时，重申他在 1958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关于试行两种教育制度和

两种劳动制度的建议，并进一步指出：

“半工半读是劳动制度又是教育制度，

两种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是密切结合

的。从当前看，既能办学校，普及教

育，又能减轻国家和家庭负担；从长远

看，能培养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

事体力劳动的新人。”1964～1965 年，

各地陆续试办了一批半工(农)半读学

校，教育部多次召开会议，及时交流和

推广各地的办学经验。这期间，四川

省也试办了一批半工(农)半读学校，

对教学改革和勤俭学的发展进行探

索。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林彪、

“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大搞打、

砸、抢，校办工厂、农场遭到严重破坏，

教学和生产劳动都被迫停止。

在这个时期，校办工厂大体有几

种情况：一种是 1958 年勤工俭学高潮

时期办起来的，几经波折仍坚持下来，

有一定基础；一种是利用校舍和教学

设备，自己动手兴办起来的；还有一种

是驻校工宣队所在工厂支援设备和原

材料办起来的。至于校办农场，则多

数是驻校贫宣队通过社队划拨土地或

开垦荒地建立起来的。

1974 年 8 月，省教育局在什邡、

彭县召开“勤工俭学、勤俭办学、勤俭

建校”的“三勤”工作经验交流会，力图

促进勤工俭学的开展。但由于“开门

办学”的指导思想仍是搞大批判，勤工

俭学的起色不大。

粉碎“四人帮”后，教育战线拨乱

反正，学校开始恢复和建立正常的教

学秩序，教学质量逐步回升。但由于



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搞乱了人们

的思想，形成对勤工俭学认识上的混

乱。有部分人把勤工俭学与“开门办

学”混为一谈，认为勤工俭学是“四人

帮”极左路线的产物，应当予以清除；

有部分人把开展勤工俭学与提高教学

质量对立起来，认为开展勤工俭学影

响教育教学，是不务正业；社会上还有

人认为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是与民争

利，权宜之计等等。以致在此后两年

时间内，全省勤工俭学有较大下降，工

厂减少了 45 % ，农场土地减少了近

50 % 。生均收入还不到全国的 20 % 。

1978 年 8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上介绍了吉林省怀德县将“国家财政

拨款、群众集资、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创

造收入”三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发展

教育的经验，被会议肯定为“三股劲拧

成一股绳”的新时期办学思路，为勤工

俭学在新时期教育发展中的作用赋予

了新的含义，逐步澄清了对勤工俭学

的一些错误和非议。

1979 年 7月四川省教育局、财政

局的负责人又应邀参加了吉林省的勤

工俭学经验交流会。吉林省的经验引

起了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

视。为了加强对全省勤工俭学工作的

领导，省政府于 1979 年底成立了由分

管教育的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的省勤工俭学领导小组在传达贯彻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学习吉林省勤

工俭学经验的基础上，四川省政府于

1980 年 1月发出了《关于开展学校勤

工俭学活动的通知》，就勤工俭学的组

织领导、计划管理、学农基地、劳动工

资、财务管理、工商管理等问题，从政

策上作出了明确规定(教育部于 1980

年 3月 8 日转发了这一《通知》)，并于

1980 年 1月 9 日～14 日召开了全省

勤工俭学经验交流会议，传达吉林会

议精神，学习和贯彻省政府《通知》，交

流全省勤工俭学的经验。各市、地、州

计委、财政、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和省计

委、经委、建委、教育、国防工办、农业、

劳动、税务、工商、二轻、社队企业、科

委、团委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部分县、

区、社和学校的代表 200 多人出席了

会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会议提

出了以后几年的工作任务：(1)加强领

导，建立健全管理机构；(2)提高认识，

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处理教学与生产劳

动的关系，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3)采取国家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的办法，解决产供销问题；(4)搞好经

营管理，以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全

省勤工俭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按照省政府的规定，教育厅于 1980 年

成立了勤工俭学处，负责全省勤工俭

学的管理工作，地、县两级教育行政部

门也相继成立了专门的勤工俭学管理

机构，迄至 1981 年底全省已有 8 个

地、市、州和 89 个县建立了专门管理

机构。从此，全省勤工俭学工作得到

迅速恢复和发展。据 1981 年底统计，



全省包括村小在内共有 4．9 万所中、

小学校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约占学

校总数的 50 % 左右，年总产值达到

7020 万元，比 1979 年增长近两倍；年

纯收入达到 2047 万元，比 1979 年增

长两倍多；学生人平纯收入达到 1．04

元，比 1979 年的 0．33 元增长两倍多。

1982～1985 年，全省勤工俭学继

续以完善政策、健全机构、加强管理为

主旋律，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巩固

1980 年以来的胜利成果，推动全省中

小学勤工俭学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此期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

经委、教育部、财政部于 1982 年 8 月

联合召开全国勤工俭学工作会议和举

办了勤工俭学成果展览。中央领导万

里、胡乔木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与会

代表并就大力开展勤工俭学、促进教

育发展作了重要讲话。四川共有 10

人出席会议，并组织了成都、重庆、内

江、自贡、泸州、达县、温江、江津等 10

多个地区的百多所学校近 3000 项产

品赴京参展，教育部张承先、张文松等

领导亲临四川馆参观，并对达县等地

倡导和开展的小种植、小捡拾、小采

集、小秋收等“十小活动”给予了充分

肯定。接着，经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

批准，1982 年 11月 8～17 日，由省计

委、经委、农办、文办、财政厅、教育厅

六个部门联合，在重庆召开全省中小

学勤工俭学、校舍维修工作会议，总结

经验、表彰先进，研究问题，部署工作。

全国、全省两次工作会议后，各

地、各级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大力

宣传，广泛发动，进一步扩大了勤工俭

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加深了对勤工俭

学重要意义、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省政

府从税收、周转资金、物资供应方面制

定优惠政策，采取扶持措施，进一步解

决勤工俭学、校办企业发展中的实际

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各级学校开展勤

工俭学、发展校办企业的积极性。

从 1980 年全省勤工俭学开始恢

复、逐步走入正轨，到 1985 年，全省已

有 7 万余所学校开展了各种不同形式

的勤工俭学活动，开展面达到 78 % 左

右，比 1980 年扩大 34 % ；总产值达到

2．71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4 ．6 倍，每

年平均递增 41 % ；纯收入达到6，627

万元，比 1980 年增长 3．2 倍，每年平

均递增 37 % 。全省 已有 校办 工厂

3，152个，比 1980 年的1，150个增加

2，000余个。年纯收入上万元的校办

工厂 722 个，其中两万元以上的 438

个，5 万元以上的 168 个，10 万元以上

的 69 个，30 万元以上的 11 个。全省

约有16，000所学校办校办农(林、牧、

渔)场。从 1981 年到 1985 年的五年

里，全省从勤工俭学纯收入中共提取

10，700万元用于补充教育经费，改善

办学条件；5 年共上缴税金2，172万

元，同时，还有大量的校办工厂、农场

吸纳学生参加劳动、学习技术，收到了

明显的教育效益和社会效益。



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布《关

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全国人大发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

后，四川省各级党委、政府更加重视勤

工俭学事业的发展。1987 年 9 月，省

政府再次在成都召开全省中小学勤工

俭学工作会议。回顾 1982 年以来全

省勤工俭学的发展情况，研究、讨论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政策

措施。会议要求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

领导，各部门要大力支持，帮助解决发

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开拓全省勤工

俭学的新局面。

这个时期，各市、地、州、县党委、

政府都纷纷召开专门的勤工俭学工作

会议，或在一年一度由政府召开的教

育工作会上，把勤工俭学作为一项重

要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德阳市委、市府召开一次专门的

勤工俭学工作会议，把开展勤工俭学、

发展校办企业的任务落实到各县(区)

委书记，县(区)长头上，并且作为政绩

内容来考核。使德阳勤工俭学飞速发

展，一跃名列全省前茅。绵阳市财政

局，从 1987 年起，连续三年，每年安排

100 万元周转金用于扶持勤工俭学的

发展。重庆市各区、县财政，仅 1988

年就借给校办企业周转金 800 余万，

还帮助校办企业培训财会人员 105 人

次；市计经委，仅 1988 年就安排给校

办企业计划钢材近2，000吨。全省各

级税务部门，也在税法、税收政策许可

的范围内，给校办企业大开绿灯，实行

优惠；工商部门在工商登记、经营管理

上也为校办企业大开方便之门。

1988 年 3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发

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发

展校办企业若干问题的通知》，1989

年 1 月 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等部门

《关于进一步发展中小学勤工俭学若

干问题意见的通知》，这两个文件从政

策上解决了校办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

重大问题。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

也加大了对勤工俭学的领导和管理力

度，健全机构，充实人员制订长远规

划，加强考核评比。有力地促进和推

动了勤工俭学事业的发展。据 1990

年统计，四川省各地已有 7 ．38 万所学

校开展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勤工俭学活

动，占学校总数的 90 ．05 % ；勤工俭学

总产值达到 11 ．86 亿元，比 1985 年增

长 3 ．37 倍，超“七五”计划期末目标 5

亿元的 127 % ，每年平均递增 34 ．3 % ；

纯收入达到 2 ．1 亿元，比 1985 年增长

2 ．1 倍，超“七五”计划期末上限目标

1 ．5 亿 元 的 40 % ，每 年 平 均 递 增

25 ．4 % ；学生人平纯收入达到 15 ．44

元，比 1985 年增长 3 ．2 倍，超“七五”

计划期末目标 8～10 元上限的 54 % ，

每年平均递增 33 ．7 % 。全省有校办

工厂4，406个，比 1985 年增加 1，254

个；有校办第三产业网点6，787个，学

农基地34，797个。1990 年全省有校

办工厂、农场或第三产业网点等勤工



俭学基 地 的校数达到 41，375 所，比

1985 年的 2 万余所增加了 2 ．1 万所。

从 1986 年到 1990 年的五年间，全省

勤俭学纯收入共用于补充教育经费

3 ．47 亿元，修建教学用房 85 ．55 万平

方米，教职工宿舍 40 ．55 万平方米。

五年共上缴国家税金 9234 万元，比

“六五”期间五年上缴国家税金的总和

2172 万元增长 4．25 倍。其教育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显而易见

的。

全省中小学勤工俭学开展率统计表



全省中小学勤工俭学纯收入统计表



全省中小学勤工俭学按在校学生人平纯收入统计表



全省中小学勤工俭学补助教育经费统计表



30 年代初期，受欧美国家利用电

影、广播实施教育训练，效果显著的影

响，四川省开始兴起电化教育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江苏省国立社会

教育学院电化教育系在四川省璧山县

办学，培训电化教育人才。四川省有

少数学校开展以幻灯、电影为主的电

化教育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省

学校电化教育活动有一些发展，但进

展不大。1964 年，重庆市、成都市教

育局分别成立了电化教育工作队，在

两市的中学、小学、帅范学校中首先开

展以幻灯、电影、广播媒体为主的电化

教育活动，并逐步扩展到全省各地。

“文化革命”时期，重庆市、成都市教育

局的电化教育机构被迫撤销，人员解

散，四川省学校电化教育活动随之停

顿。

1972 年初，根据全国教学仪器工

作会议精神，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政

工组学校组同意，在四川省教学仪器

公司设置兼管电化教育工作人员，负

责全省电化教育工作的组织和发展，

并先后在重庆市、成都市教育局重新

组建电化教育工作队；设立机构，配备

人员，恢复四川省的电化教育活动。

1973 年初，四川省教育局按照国

务院原教科文组的指示精神，责成成

都市教育局电化教育工作队组织部分

中学、小学教师及工人代表对“文化革

命”前的中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

学科的教学电影、科教电影进行审查，

拟解冻使用，服务教学，提高教学质

量。并组织成都市、重庆市教育局电

化教育工作人员、学校领导、教师代表

共 10 人，赴北京、天津、上海市等地参

观中学、小学运用投影幻灯进行政治



思想教育、教学的电化教育活动。此

后，四川省电化教育以幻灯、电影为

主，从政治思想教育入手，开始在部分

学校中开展起来。但因受 1975 年至

1976 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影

响，电化教育活动没有大的发展。

1978 年 3月，根据教育部决定重

新起步电化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和邓

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关于“要

制定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

育手段的措施”的讲话精神，四川省委

书记杨超主持召开了四川省电化教育

设备生产会议，责成四川省计划委员

会下达生产计划，由四川省第四机械

工业局等单位承担生产电化教育设

备；组织人员赴上海市参观日本电化

教育展览；四川省教育局在成都市举

办电化教育展览，组织全省教育系统

的领导、教师、电化教育工作人员等有

关人员参观学习，广泛宣传和发动群

众开展电化教育活动。同年 11月，四

川省教育局组织 22 人的电化教育汇

报组，代表四川省参加教育部在北京

市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幻灯教学汇报

会》。会议期间，方毅副总理观看了四

川省的幻灯机、片(件)演示，予以充分

的肯定和鼓励。经大会评审，四川省

有幻灯机 5 台、教学投影幻灯片(件)

20 套获奖，受到了教育部表彰。并列

为全国推广交流的典型幻灯机、片

(件)，在全国及省内产生了强烈的反

响。

1979 年初，根据教育部指示“要

把幻灯教学当作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件

大事来抓”，四川省确定重庆市、成都

市、自贡市、渡口市、射洪县、新都县、

郫县、金牛区和成都市西北中学、实验

小学、人民南路小学为电化教育试验

单位和开展电化教育试验工作地区；

同时要求在省、地、县所属重点中学、

小学、幼儿园、师范学校中广泛开展电

化教育活动，以点带面，促进全面发

展。同年 1月至 4月初，四川省教育

局组织 20 余人的汇报组，巡回全川

18 个市、地、州，传达《全国幻灯教学

汇报会精神，演示中学、小学各门学科

教学投影幻灯片(件)34 套，组织与会

人员参观展览板，开展讲解幻灯机、片

(件)、录音机的基本原理和操作知识，

并调演各地自制的幻灯机、片(件)。

此项工作历时 3 个多月时间，路经 60

余个县(区)，行程一万多公里，为各地

演示 54 场，观看人数达 4 万余人次，

宣传和普及投影幻灯教学知识，受到

学校和社会的好评，在全国具有独创

性特点。

在发展四川省初期电化教育工作

中，四川省教育局确定以小学自然学

科和中学物理学科为开展电化教育的

突破口，编制该科投影幻灯教学片

(件)，满足教学需要，并举办培训班，

培训教师和电化教育工作人员，提高

业务素质，适应需要。1979 年 10月，

四川省教育局提出“深入课堂，深入教



学，发展电化教育”的要求，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认真传达贯彻，使全省电化

教育工作在深入课堂教学领域，提高

教学质量等方面有较大的发展，掀起

了全省学校电化教育工作的热潮。四

川省自制的教学投影片和投影器件，

曾多次参加教育部召开的评审和经验

交流会，并有多项教学投影片和投影

器件被评为优秀，荣获教育部奖状和

奖金，编制的小学自然常识学科教学

投影幻灯片(件)，还由中央电化教育

馆监制，重庆市北培幻灯片厂生产发

行全国，为提高小学自然常识学科教

学质量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3 年 4月下旬，四川省教育厅

在全省部署全面开展电化教育专题试

验研究工作。确定全省第一批电化教

育试验学校，共计 168 所，其中小学

74 所、中学 50 所、师范 20 所、幼儿园

24 所。并以这批电化教育试验校为

基地，组织教师开展电化教育专题课

题试验研究，探索规律，为以后加速发

展全省电化教育工作奠定了良好基
础。

1986 年，根据中央利用卫星电视

开展教育工作的决定，积极发展四川

省卫星电视教育工作。截止当年年底

的不完全统计，四川省 16 个市(地、

州)、县(区)教育部门建立教育卫星地

而接收站，并建立1，149个录放像教学

点，四川省电化教育馆于上半年在电

化教育大楼安装卫星地面站的接收天

线和设备，并调试成功。“七·一”准时

接收了国家教委通过卫星播出的教育

节目，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录放像教学

网络和体系。

1984～1990 年，四川省电化教育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学校工作纳入法

制管理轨道。对地方教育电视台(站)

加强了法规管理，电化教育为基础教

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服务的综

合功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到 1990 年，

全省共建教育电视收转台 68 个，并建

立了一批录放像网点。全省普教系统

中的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电化教育

活动，其设备配备达到国家教委制定

的配备标准的学校数达 5910 所，占这

类学校总数的 40 ．31 % ，其中乡 以上

的 中 心 小 学 占 34 ．6 % 、中 学 占

49 ．8 % 、中师占 94 ．5 % 、教师进修学

校占 84 ．2 % 、职业中学占 51 ．1 % 、城

镇幼儿园占 56 ．1 % 。学校深入持久

地开展电化教育活动，对开发智力，提

高能力，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起

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一节 机构和队伍建设

加强电化教育机构、队伍建设，是

加速发展电化教育的组织保证。1979

年 2月，经中共四川省委员会宣传部

批准，设立四川省教育局电化教育组，

管理全省普教电化教育工作的发展。

随着电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980 年 7

月 14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以文

教办发(1980)44 号，批准四川省教育

局电化教育组更名为四川省教育厅电

化教育处，并建立四川省电化教育馆，

属教学事业单位性质，设一套班子两

块牌子，实施行政、业务两种职能，成

为四川省电化教育管理、指导、研究、

服务中心。1983 年初，撤销四川省教

育厅电化教育处，单设四川省电化教

育馆，属处级事业单位，兼有行政职

能，可对外独立开展工作。四川省电

化教育馆设置 4 个组：即管理组、研究

组、技术组、资料组，分管各项业务工

作。1985 年 11 月 8 日，四川省编制

委员会核定四川省电化教育馆事业编

制人员为 32 人，并于 1986 年 5 月 6

日再次核定事业编制为 40名。

1988 年 2月 4 日，四川省教育委

员会批复四川省电化教育馆内部机构

设置，即设置办公室、研究室、技术室、

制作室、资料室；四川省教育音像出版

社下设编辑室和出版发行科。同年 3

月，四川省编制委员会同意四川省电

化教育馆与四川省高等教育电化教育

中心合并成立四川省电化教育馆，编

制工作人员 85 人，实有工作人员为

68 人。其主要职责任务是指导全省

教育战线电化教育的开展，制定全省

电化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规划

的实施；负责教育战线录音、录像节

目、幻灯片、投影片、电化教育资料的

编审和制作；分配管理全省电化教育

专项经费。四川省电化教育馆同时挂

四川省教育音像出版社的牌子，其主

要任务是出版发行教育音像节目。

各地电化教育机构，自 1964 年

初，重庆市、成都市教育局建立电化教

育机构，配备工作人员后，1978 年底

发展到各地建立市(地、州)电化教育

机构 6 个、县(区)建立电化教育机构

64 个，共有电化教育专职(兼职)工作

人员 212 人。所建电化教育机构名称

不统一，一般称为电化教育工作队或

电化教育组，或在教学仪器站(组)、教

学研究室、进修学校等部门设专职人

员分管电化教育工作。到 1979 年底，

市(地、州)电化教育机构发展到 8 个，

县(区)电化教育机构发展到 164 个，

共有专(兼)职电化教育工作人员 503

人，其中专职 382 人，兼职 121 人。

1985 年至 1990 年期间，全省各级各

类电化教育机构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电化教育工作人员也进一步得到了充

实和提高。据 1990 年底统计，全省地

(市、州)、县(区)均建立电化教育机

构，共有电化教育专职人员 2，404 人，

其中地县电教机构人员达 1，038 人、

学校计 1，366 人，有电化教育兼职人

员 5，743 人。

第二节 设 备

1983 年，四川省电化教育馆制定

电化教育试验学校设备配备标准，分

期分批按标准配备学校的电化教育设

备。1986 年 7月，根据国家教育委员

会颁发的中等师范学校电化教育器材

配备目录(试行)，四川省电化教育馆

提出实施意见，在全省开展中等师范

学校电化教育器材设备配备工作，以

发展全省中等师范学校的电化教育工
作。

1990 年，全省普教电化教育经费

共投入 2，491．76 万元，其中省拔款

447 万元，各地自筹 2，044．76 万元。

截止 1990 年底统计，10 年中，全省共

装备普教学校系统投影仪(幻灯机)

30，107 台、收录机 44，274 台、录像机

5，785 台、电视机 10，428 台、语言室

356 套、电视台 24 套、接收站 266 座

等电化教育设备和设施，总价值 1．27

亿元，其中各级财政投入和学校自筹

电化 教 育 经 费 约 占 68 % ，共 计 达

8，630万元。

第三节 教材建设

1978年，四川省电化教育馆在各

地广泛开展教学投影幻灯片(件)群众

活动的基础上，统一部署，下达任务，
分工协作，开展了编制教学投影幻灯

片(件)活动。1979 年 2月，四川省教

育局《关于教学幻灯片(件)编制工作

的几点补充意见》按照“分工合作，集

中审查”的原则，向各市、地、州教育

(文教)局下达主编电化教育教材任

务。1979 年 4月下旬，四川省教育厅

在自贡市编制小学自然学科教学投影

幻灯片(件)，着手解决有机无片(件)

的矛盾，以满足教学需要。同年 5 月

下旬，四川省教育厅在射洪县举办四

川省教学幻灯片训练班，为全省各地

培训自制教学投影幻灯片(件)骨干人

员 60 人。各地以这批骨干和教材为

基础，采取滚雪球的办法，培训了大批



电化教育工作人员和教师，促进了群

众性自制教学投影幻灯片(件)活动的

广泛开展。同年 6月，四川省教育局

提出编制教学投影幻灯片(件)应该遵

循规范化、标准化、系列化的 7 点要

求，进一步提高了质量和应用水平。

并投入资金和设备，建立成都市红光、

彭县、北碚、盐亭 4 个教学幻灯制片

厂，下达生产任务，组织生产发行教学

投影幻灯片(件)。同年 10月下旬，四

川省教育厅在调演各地自制的教学幻

灯机、片(件)的基础上，经四川省电化

教育学科委员会评审鉴定，评选出中

学、小学、幼儿园、师范学校 10 门学科

的优秀教学投影幻灯片(件)262 套，

计 534 框、1，239 片(件)，并安排重庆

市北碚幻灯片厂生产发行，投入教学

使用，从而使四川省电化教育教材的

出版、供应发行及教学应用工作纳入

正规管理渠道。1980 年，编制小学自

然常识、数学；中学数学、物理、生物等

学科教学投影幻灯片(件)。1981 年，

编制中学、小学、幼儿园的 20 余门学

科教学投影幻灯片(件)，配合学校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教学活动，在提高教

学质量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收到了较

好的效果，深受师生的好评和欢迎。

1985 年，按照中央教育部电化教

育局、中央电化教育馆部署，四川省电

化教育馆承担主编全国小学自然常识

学科教学投影幻灯片(件)的编制任

务，并经审定，生产发行全国。1986

年初，四川省电化教育馆下达“关于教

学幻灯(投影)片(件)编审、生产、管理

工作的意见”，对编审、样片、费用及投

标定厂和奖惩办法作出了具体规定，

实施规范化、标准化的科学管理，保证

电教教材的质量和水平。为配合新编

中小学教材的使用，四川省电化教育

馆组织编审了小学思想品德、美术及

中学政治、外语、物理学科的教学幻灯

投影片(件)2056 片(件)。1987 年 9

月下旬再次组织编审小学语文、数学、

地理、音乐及中学音乐、地理等学科幻

灯投影片(件)，并生产发行，满足教学

需要。1988～1990 年间，四川省电化

教育馆每年均组织编审电化教育教

材，生产发行，满足学校开展电化教学

需要。

为适应电化教育发展需要，1979

年 10月，省教育厅在全国首创设立电

化教育学科委员，聘请专家、教师 92

人担任四川省电化教育学科委员，分

中学、小学各门学科建立评审小组，负

责学科教学投影幻灯片(件)的评审、

鉴定工作。1981 年 9月，调整、充实、

更新学科委员，全省共聘请 148 位专

家、教师和电化教育研究人员担任学

科委员。1985 年底，四川省电化教育

学科委员发展到 200 余人。这批学科

委员在发展四川省电化教育工作中作

出了积极贡献。



第四节 培训人员和成果评审

1980～1983 年期间，四川省电化

教育馆共举办电化教育人员培训班 7

次，受训人员达 750 余人次；1984 年

至 1985 年期间，四川省电化教育馆举

办电化教育人员培训班 6 次，受训人

员达 300 余人次。各地也对电化教育

人员和教师开展培训工作，培训一大

批电化教育骨干。1987 年 8 月中旬，

举办 L LS一2B 型语言实验室安装培

训班，为学校装备语言实验室设备。

1988～1990 年间，四川省电化教育馆

每年均举办各类培训班，为各地电化

教育机构和学校培养了大批电化教育

骨干。

1982 年，四川省教育厅制定《四

川省中等师范学校“电化教育基础

课”》教学大纲，下发各地实施，在全省

部分中等师范学校开课。至 1985 年

底，据统计在全省 83 所中等师范学校

开设《电化教育基础》必修课，占总校

数的 70 % ，毕业生受课人数达 7 万余

人。1987 年以后，四川省中等师范学

校开设“电化教育基础”课教学工作。

1989 年 10 月 9～13 目，国家教育委

员会在湖北省荆门市召开“全国中 等

师范学校电化教育基础课研讨会”，四

川省电化教育馆派人员参加会议，研

讨该课程教学大纲及教材内容，发展

中等师范学校电化教育工作。会后，

四川省电化教育馆在蓬安师范学校召

开传达会，贯彻会议精神，并在全省部

分中等师范学校中开设“电化教育基

础”课程教学，为培养新一代合格的小

学教师服务。

四川省电化教育工作，从恢复时

期开始就提出“以教学为中心，深入课

堂教学，讲求实效，提高教学质量”的

要求。各地按照此精神，层层举办电

化教育研讨会、现场会、评审会等等活

动，推广交流电化教育研究的经验和

成果。

1979 年 10 月下旬，四川省教育

厅对评选出的中学、小学、幼儿园、师

范学校 10 门学科的优秀教学投影幻

灯片(件)颁发奖状，表彰嘉奖。1981

年 3月，又对 1979 年度、1980 年度各

地自制的教学投影幻灯片(件)中‘，经

四川省电化教育学科委员会评审的优

秀教学投影幻灯片(件)40 套，颁发成

果证书、奖状表彰。在开展电化教育

专题研究工作中，1983 年 5 月，四川

省教育厅决定采取“五定”措施，即定

学校、学科、班级、课题、教师，实施学

校电化教育试验研究工作，并组成四

川省电化教育成果评审委员会，负责

全省电化教育科研成果的评审鉴定工

作。同年5月，四川省教育厅制定电

化教育试验县(区)、学校的标准和条



件，并在全省确定了一批电化教育试

验县(区)、学校，组成了电化教育工作

研究网络。据 1985 年度不完全统计，

全省各地承担电化教育专题研究课

566 个，试验教师 953 人。1987 年初，

四川省电化教育馆制定出“四川省电

化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及“四

川省电化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管理办

法”，对课题管理、评审标准及办法作

了具体规定，强化了科学管理。同年

12月 8～11 日，四川省电化教育学会

在成都市，以电化教育视听阅读欣赏

课研究为专题，采取以会带训和现场

示范的办法，对来自全省及 14 个省

(市、自治区)的 860 余名小学语文教

师、电教工作者进行培训，并在全省

500 余所小学中广泛开展推广应用研

究活动，此课题的推广应用研究工作

规模大、范围广、坚持好、取得了良好

效果。

1989 年，在 8 所中学开展录像教

育试验工作。到 1990 年 5月，全省开

展学校录像教育试验工作的中学发展

到 13 所。

1985～1990 年间，四川省坚持两

年一届对电化教育科研成果及编制的

优秀电化教育教材颁发成果证书，促

进电教工作的发展。在此期间共评出

优秀电化教育科研成果 192 项、优秀

论文 55 篇、优秀教学幻灯投影片(件)

206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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