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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学生近视问题重要指示精神ꎬ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ꎮ 该文从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重点举措、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学科专业支撑、加强科学研究、加大

财政投入、深化宣传教育、规范近视矫正、加强督导考核等方面ꎬ对教育部一年来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取得阶段性重要

进展进行综述ꎬ为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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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学生近视问

题重要指示精神ꎬ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０ 日ꎬ教育部等八部门

联合印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ꎮ 一年来ꎬ教育部以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ꎬ扎实推进贯彻落实工作ꎬ综
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ꎬ为健康

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ꎮ

１　 加强组织领导

１.１　 支撑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ꎬ教育部

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与国务院领导和国家卫生健康

委、体育总局等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同启动健康

中国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ꎮ 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在

启动仪式上代表教育部发出了«重视近视防控守护儿

童青少年健康»的倡议ꎮ ７ 月 ２５ 日ꎬ陈宝生部长在全

国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上作专题发言ꎬ教
育部把持续推进近视防控作为实施中小学健康促进

行动的重要内容ꎮ ７ 月 １５—２６ 日ꎬ教育部体育卫生与

艺术教育司主要负责人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

例行政策吹风会和推进健康中国行动委员会办公室

举行的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新闻发布会ꎬ介绍近视防

控工作阶段性重要进展ꎮ
１.２　 建立联席会议机制　 会同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体育总局、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
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八部门ꎬ
建立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联席会议机

制ꎬ加强组织领导、宏观指导、统筹协调、综合管理、重
大调研和督促检查ꎮ
１.３　 切实落实主体责任　 印发«实施方案»重点任务

分工方案ꎬ健全工作责任制ꎬ细化落实举措ꎮ 会同国

家卫生健康委与 ３１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签订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责任

书ꎬ明确职责任务ꎮ
１.４　 持续部署强化推进　 牵头组织召开贯彻落实«实

施方案»专题座谈会ꎬ陈宝生部长出席会议并讲话ꎬ强
调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是体现国家意志的政治问题ꎬ
是事关民族复兴和国家前途的命运问题ꎬ是关系民族

体质健康的危机问题ꎬ是关系人民群众新期待的民心

问题ꎮ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召开全国综合防

控儿童青少年近视视频会议ꎬ进一步强化新时代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和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ꎬ陈
宝生部长出席会议并讲话ꎬ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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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ꎬ扎实贯彻落实«实施方案»ꎬ
切实担负主体责任ꎬ推动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取

得实效ꎮ
１.５　 指导出台省级方案　 指导和督促各地研制省级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ꎬ截至目前 ３０ 个省

份印发了省级实施方案ꎬ其他 ２ 个省份实施方案研制

工作也进入收官阶段ꎮ

２　 落实重点举措

２.１　 完善减负政策　 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中小学生

减负措施ꎬ结合深化教育改革ꎬ通过规范学校办学行

为、严格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家庭履行教育监护责任、
强化政府监督管理等措施ꎬ 从源头落实近视防控

举措ꎮ
２.２　 部署开展专项治理　 印发专门通知ꎬ全面部署开

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ꎬ重点整治幼儿园提前教

授拼音、识字等小学课程内容及机械记忆背诵等技能

强化训练行为ꎬ要求合理安排和组织幼儿一日生活ꎬ
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ꎬ 促进幼儿自主游戏和学习

探究ꎮ
２.３　 促进幼儿快乐成长　 深入落实«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３ ~ ６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ꎬ面向全国遴选

幼儿园优秀游戏活动案例ꎬ系统总结推广各地幼儿园

教育改革经验成果ꎬ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ꎬ提供适

宜幼儿的空间和游戏材料ꎬ充分保证幼儿游戏活动

时间ꎮ
２.４　 推进中小学生减负　 制订实施方案ꎬ细化考试、
作业布置等方面要求ꎬ落实教学管理规程ꎬ推进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减负ꎮ 深化课堂教学改革ꎬ优化教学管

理ꎬ切实减轻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ꎮ 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

革的指导意见»ꎬ提高作业设计质量ꎬ精心设计基础性

作业ꎬ适当增加探究性、实践性、综合性作业ꎬ减少高

中统考统测和日常考试ꎬ加强考试数据分析ꎬ认真做

好反馈ꎬ引导改进教学ꎮ 改善教学设施和条件ꎬ优化

普通高中学生学习环境ꎬ改善学校校舍条件ꎬ各地制

订消除普通高中大班额专项规划ꎮ 修订普通高中学

校建设标准和装备配备标准ꎮ
２.５　 核定近视率　 摸清底数ꎬ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
财政部核定各省份 ２０１８ 年近视率ꎮ 将学生视力健康

状况抽查纳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抽查复

核项目ꎬ确保各地近视率数据“双保险”ꎮ ２０１８ 年全国

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５３.６％ꎬ其中有 １５ 个省份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ꎬ２４ 个省份超过 ５０％ꎮ
２.６　 开展改革试验　 批复同意 ２９ 个全国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和 ８４ 个试点县(市、区)开展改

革试验和试点ꎬ研制改革试验区和试点县(市、区)工

作规范和标准ꎬ强化示范引领ꎬ加大投入力度ꎬ整体提

升质量ꎬ抓出成果成效ꎮ
２.７　 贯通体育锻炼　 召开学校体育美育贯彻落实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推进会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

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ꎬ部署通过体育锻炼促进近视防

控ꎬ推动地方和学校严格落实青少年学生每天 １ ｈ 校

内体育活动ꎬ推动家长引导和督促青少年完成每天放

学后 １ ~ ２ ｈ 户外活动ꎮ 严格落实国家体育与健康课

程标准ꎬ保证学生体育活动时间ꎬ要求学校根据 ２０１７
年修订的«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ꎬ落实普通

高中学生在 ３ 年上满 ２１６ 课时的体育与健康课程

要求ꎮ
２.８　 发挥专家作用　 遴选首届全国高校和中小学健

康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ꎬ充分发挥专家对近视防

控和健康教育教学的咨询、研究、评估和指导作用ꎮ
２.９　 明确标准规范　 在«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

标准»«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 «中小学校设计

规范»«幼儿园建设标准»中ꎬ明确中小学校、幼儿园校

舍采光、照明技术规定和要求ꎮ
２.１０　 培养信息素养 　 引导和规范信息技术产品应

用ꎬ将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与学生身心健康保护相结

合ꎬ推动教育模式、教育评价体系产生变革ꎬ助推防控

近视工作取得实效ꎮ 扎实推进教育信息化 ２.０ 行动计

划ꎬ印发«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指导意见»ꎬ明确

学校科学规范指导学生使用信息技术产品ꎬ养成良好

的学习和用眼卫生习惯ꎮ 编制«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

动互联网应用的意见»ꎬ提出规范管理数字化资源ꎬ控
制学生使用信息技术产品时长ꎮ

３　 加强队伍建设

３.１　 强化培训培养　 在“国培计划”示范项目中设置

体育与健康培训者、教研员和骨干教师培训项目ꎮ
２０１８ 年ꎬ为全国各地培养了 １ ０００ 余名“种子”教师ꎬ
辐射带动区域内教师不断提升体育与健康教育教学

能力ꎬ通过开展体育与健康教学ꎬ促进做好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工作ꎮ
３.２　 完善职称政策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教育部等五

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ꎬ着力推动将高校

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ꎬ相关部门加强监

管ꎬ由高校自主开展职称评审ꎬ完善分类评价办法ꎬ高
校保健教师、健康教育教师按规定参加职称评审ꎮ 会

同人社部督促指导各地落实好«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

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关于做好 ２０１８ 年度中小

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要求ꎬ以职业属性和岗

位要求为基础ꎬ区分不同学科特点和教育教学实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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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分类评价ꎬ推动完善不同类别、学科教师的职称

评审工作ꎮ

４　 强化学科专业支撑

４.１　 设置学科　 支持高校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

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ꎬ在有关一级学科下自主

设置眼视光、健康管理、健康教育等相关二级学科和

交叉学科ꎬ北京大学等 １６ 所高校在医学技术、临床医

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了眼

视光、健康管理、健康教育等与近视防治、视力健康管

理相关的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ꎮ
４.２　 增设专业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印发«关于公布 ２０１８ 年

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ꎬ
批准南开大学等 ４ 所高校增设眼视光医学专业ꎬ南京

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增设眼视光学专业ꎬ批准内蒙古医

科大学等 ２６ 所高校增设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ꎮ 在

«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２０１５
年)»中设置眼视光技术专业ꎮ ２０１８ 年ꎬ全国高职学校

设置眼视光技术专业点 ６９ 个ꎬ招生 ４ ８００ 余人ꎬ较

２０１７ 年增加 ２３％ꎮ
４.３　 加强人才培养 　 ２０１８ 年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ꎬ面向本科临床医学类

专业、中西医结合类专业学生开展眼科学相关课程教

育ꎬ面向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专业学生开展健康教

育、妇幼保健、儿童少年卫生学等相关课程ꎮ ２０１９ 年

发布眼视光技术等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ꎬ明确

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ꎬ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ꎮ

５　 加强科学研究

５.１　 纳入研究项目　 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为抓手ꎬ不断深化青少年健康问题研究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设立“中国儿

童青少年久坐行为特征及其与近视的关系研究”等 ４０
余项ꎮ
５.２　 加强实证验证　 加强以自然科学范示研究近视

成因ꎬ利用科学研究成果指导防控近视工作ꎮ 立项支

持北京大学牵头承担«学生电子屏教学应用诱发近视

的多中心试验研究»ꎬ通过科学实证验证ꎬ进一步保障

学生身心健康ꎮ
５.３　 深化平台建设　 进一步推进眼视光学和视觉科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温州医科大学)、眼科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中山大学)建设ꎬ加强防控近视研究ꎮ 加强平

台建设助力科技发展ꎬ认定温州医科大学牵头的眼视

光行业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为教育部首批省部共建协

同创新中心ꎬ充分利用高校、国内外企业产学科研合

作ꎬ提升协同创新能力ꎬ培养高层次眼视光人才ꎬ加速

科技成果产出与转化ꎮ
５.４　 聚焦理论研究　 设立“新中国 ７０ 年学校卫生与

健康教育”专项研究ꎬ全面系统客观梳理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以来ꎬ我国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发展历

程、主要成就、基本经验与规律、面临的主要问题与现

实挑战、下一步改革发展思路和应对策略ꎬ围绕近视

防控等重点任务ꎬ谋划和加强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

教育工作ꎮ

６　 加大财政投入

近年来ꎬ中央财政主要通过实施校舍安全保障长

效机制、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和改善普通

高中办学条件等工程和项目ꎬ支持各地改善中小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ꎮ 从 ２０１９ 年起ꎬ启动实施义务教育薄弱

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资金ꎬ用 ２ 年时间ꎬ争取到

２０２０ 年底ꎬ全部消除 ６６ 人以上超大班额ꎬ基本消除 ５６
人以上大班额ꎬ全国大班额比例控制在 ５％以内ꎻ科学

合理设置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ꎬ基本补

齐两类学校短板ꎬ办学条件达到所在省份基本办学标

准ꎻ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网络教学环境全覆盖ꎬ不
断提升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ꎮ 必要的药械

设备及相关监测检查设备、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中小学卫生保健机构设备配备等相关支出可从上述

经费中予以解决ꎮ ２０１９ 年ꎬ新增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工作专项经费 １ ６８０ 万元ꎬ转移支付下达校舍安

全保障长效机制资金 １６５.３ 亿元ꎬ义务教育薄弱环节

改善与能力提升计划资金 ２９３.５ 亿元ꎬ改善普通高中

办学条件补助资金 ５４.２ 亿元ꎮ 督导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督促各级各类学校ꎬ按相关规定和标准配备必要的

药械设备及相关监测检查设备ꎬ配备必要的中小学卫

生保健机构设备ꎬ实施好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等ꎮ

７　 深化宣传教育

７.１　 推进专家宣讲　 遴选 ８５ 名专家组成第一批全国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专家宣讲团ꎬ将组织宣讲与

赴地方调研督导相结合ꎬ完善机制建设ꎬ明确宣讲要

求ꎬ上下联动推进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举办专家宣讲

团首场宣讲ꎬ陆续在各地开展系列宣讲ꎮ
７.２　 用好教育契机　 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作

为 ２０１９ 年“师生健康中国健康”主题健康教育活动重

要内容ꎮ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９ 年全国“爱眼日”宣传教育活

动ꎬ汇总教育系统在全国“爱眼日”前后组织开展的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相关工作并形成综述进行宣传报

道ꎮ 汇总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实施方案»进展情况ꎬ通
过媒体及时发布阶段性进展ꎮ
７.３　 推出专题网页　 在教育部门户网站建设以“呵护

明亮双眼共筑光明未来”为主题的“全国综合防控儿

１５４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０



童青少年近视特别策划”专题网页ꎬ发布相关部门近

视防控推进情况、省级实施方案印发情况、地方和学

校典型经验、视力保护系列普及微课和近视防控系列

公益动漫ꎮ
７.４　 拓展宣传载体　 在北京市公交站台 ６０ 个广告位

投放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和“师生健康中国健

康”主题健康教育活动公益广告ꎬ突出“共同呵护好孩

子们的眼睛ꎬ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等主题ꎮ
印制 ３ 万份“师生健康中国健康”主题健康教育活动

海报ꎬ分发到全国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

并张贴宣传ꎬ推动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和主题健

康教育活动深入人心、深入社会和深入生活ꎮ

８　 规范近视矫正

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印发

３ 个专门通知ꎬ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切实加强监

管ꎬ开展 ２０１９ 年托幼机构、校外培训机构、学校采光照

明“双随机”抽检和眼镜制配场所计量专项监督检查ꎬ
整治近视矫正市场乱象ꎬ维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权益ꎮ

９　 加强督导考核

９.１　 完善督导评估制度　 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免

试就近入学全覆盖、改善教学设施条件等工作ꎮ 完善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制度ꎬ扎实开展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工作ꎮ 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近视率、体质健康、免试就近入学和义务教育学校标

准化建设(含教室照明卫生情况)、开足开齐体育与健

康课程等ꎬ作为国家评估认定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

均衡和优质均衡县的重要内容ꎮ 自 ２０１３ 年启动开展

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督导评估认定工作以

来ꎬ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ꎬ全国共有 ２ ７１７ 个县通过认定ꎬ占
比 ９２.７％ꎮ ３１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制

定了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省级实施

方案ꎮ
９.２　 纳入质量监测评估体系　 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

康、课业负担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体系ꎮ 对全

国义务教育阶段四、八年级学生开展体育与健康抽样

监测ꎬ重点测查身高、体重、视力、肺活量等体质健康

状况ꎬ测查体育兴趣态度与健康生活习惯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全国 ３３１ 个县(市、区)１１ 万余名四年级学生和近 ８ 万

名八年级学生参加体育现场测试和问卷调查ꎮ 组织

专家研制«２０１８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体育与

健康监测结果报告»ꎬ全面客观呈现我国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体质健康状况ꎮ
９.３　 实施重点调研监测　 部署开展 ２０１９ 年全国学生

体质与健康调研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抽查复核

工作ꎬ在全国开展新一轮 ５ 年一次的全国学生体质健

康调研与监测ꎬ把视力作为重点监测项目ꎬ全面了解

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ꎮ
９.４　 研制评议考核办法　 研制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

近视评议考核办法ꎬ明确评议考核具体办法和要求ꎬ
按程序征求意见并发布实施ꎮ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２０

 










































































 



文献快报(１１):英国中学开展“共同学习”模式降低校园欺凌和攻击
行为

儿童青少年欺凌、攻击和暴力行为可引发多种心理健康问题ꎮ 来自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 Ｂｏｎｅｌｌ 教授带领团

队在英格兰东南部的 ４０ 所中学进行了一项为期 ３ 年的随机对照试验ꎬ选取其中 ２０ 所中学开展 “共同学习”干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与另 ２０ 所中学的标准教学模式进行比较ꎮ “共同学习”模式的干预内容包括 ３ 个方面:全校层面的预

防欺凌相关校园政策与体系建设ꎬ旨在解决学生间以及学生与教师间冲突、避免进一步伤害的“恢复性实践” (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培训以及面向学生群体的社交情感技能课程ꎮ

采用意向性纵向混合效应模型(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ｒｅａ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ｍ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ｓ)分析显示ꎬ与学校标准模式相比ꎬ共同

学习模式可明显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幸福感和生活质量ꎬ降低吸烟、酗酒和吸毒等危害健康行为风险ꎮ 同时该模式不

仅有助于缓解欺凌与攻击行为造成的健康危害ꎬ还可降低新发欺凌受害的报告率ꎬ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效应有所增强ꎮ 共同

学习干预对心理行为健康的促进效应存在性别差异ꎬ男生受益更多ꎮ 相比于对照组学校的学生ꎬ共同学习模式在培训师、
协调员、学校工作人员等费用支出上ꎬ每名学生多花费 ５８ 英镑ꎬ属于英国学校干预成本较低的范畴ꎮ

“共同学习”模式对欺凌行为较弱但显著的改善效应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意义ꎮ 作者强调通过改善校园环境以促进

学生心理健康、降低远期健康风险的干预措施ꎬ如共同学习模式是最可行且有效的方法之一ꎮ
[来源:ＢＯＮＥＬＬ Ｃꎬ ＡＬＬＥＮ Ｅꎬ ＷＡＲＲＥＮ Ｅ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 Ｌａｎｃｅｔꎬ２０１８ꎬ３９２(１０１６３):２４５２－２４６４.编译:
徐玉祥ꎬ孙莹(审校).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ꎬ合肥(２３０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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