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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低年级小学生眼保健知识获取途径及其家长的文化程度和眼保健知识、行为情况ꎬ探讨低年级

学生的眼保健教育方向ꎮ 方法　 共调查 １ ０５７ 名来自温州市 ３ 所小学的学生及其家长ꎬ填写自编儿童用眼卫生调查表(家

长卷和儿童卷)ꎬ了解学生及其家长眼卫生相关知识及行为ꎮ 结果　 小学生家长的文化程度较高(高中以下占８.０％ꎬ高中

占 ２２.０％ꎬ大学及以上占 ７０.０％)ꎬ眼保健知识得分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而增加(Ｐ<０.０１)ꎮ 家长近视表现、近视治疗和用眼

习惯对近视影响的得分均值分别为(７９.０９±２９.２４)(７０.８３±２６.５４)和(９１.６９±１５.５３)分ꎬ且随着家长文化程度提高而增加(Ｐ
值均<０.０１)ꎬ对具体正确用眼习惯的选择得分均值只有(２８.９３±２１.４６)分ꎮ ５９.５１％的家长能够经常发现并纠正孩子不良的

用眼习惯ꎻ对于近视的孩子ꎬ５８.９６％的家长带孩子进行验光检查的频率为 ２ 次 / 年ꎻ学生眼镜的验配地点多为医院眼科

(７８.８９％)ꎻ５４.７３％的父母不了解自己孩子的屈光状态ꎮ 低年级小学生眼保健知识的获取以家人教育为主(３５.７％)ꎬ父母

则大部分来自媒体(３５.８％来自报纸、杂志ꎬ２７.０％来自电视、广播)ꎮ 结论　 低年级小学生的眼保健行为与家长的干预有高

度相关性ꎬ对低年级学生的眼保健教育需从家长入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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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儿童近视问题日趋严重[１－３] ꎬ儿童的眼保健

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ꎬ在不断加强儿童视觉保健教育

的同时[４] ꎬ家庭教育更是不可或缺ꎬ而父母的文化程

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家庭的教育环境ꎮ 现代社会

的进步使得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发展ꎬ如信息的高速

传播ꎬ父母自身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ꎬ对疾病、保健的

认识也日渐加深ꎬ但父母对眼保健知识的掌握却仍存

在令人担忧的问题[５] ꎮ 儿童近视以单纯性近视为主ꎬ
且逐渐向低龄化发展ꎬ单纯性近视受视觉环境、行为

因素、遗传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影响[６－７] ꎮ 尤其对低

年级小学生来说ꎬ父母在其家庭环境和行为培养中有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ꎬ学生家长眼保健知识和行为会影

响儿童的眼卫生和用眼行为[８] ꎮ 因此ꎬ笔者针对低年

级小学生及其父母进行了问卷调查ꎬ以期了解父母的

文化程度和眼保健知识、行为情况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方便整群抽取浙江省温州市 ３ 所小学的

一~三年级全体小学生ꎬ对学生及其父母进行调查ꎬ发
放家长问卷和学生问卷各 １ ３６２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均

１ ０５７份ꎬ回收率为 ７７.６０％ꎮ 家长文化程度指父母的

最高文化水平ꎮ 其中学生年龄为(８.３２±０.８９)岁ꎬ男生

５７０ 名ꎬ女生 ４８７ 名ꎻ一年级学生 ３２１ 名ꎬ二年级 ４０７
名ꎬ三年级 ３２９ 名ꎮ

３７４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３７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１０



１.２　 方法　 采用自编儿童用眼卫生调查表(家长卷和

儿童卷)ꎬ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份调查学生和家长的基本情

况和用眼卫生相关知识、来源和行为ꎮ 对调查员进行

统一培训ꎬ在学校教师的配合下ꎬ以班级为单位进行

调查ꎮ 儿童卷由调查员逐一读题并解释ꎬ当场回收并

进行核对纠错ꎬ家长卷由学生带回次日回收ꎬ错误或

答案不明确的问卷由调查员逐一电话确认ꎮ 儿童卷

中除了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级、班级)ꎬ还包括学生

用眼卫生相关知识、知识获取途径和用眼相关行为ꎮ
家长卷中包含父母的文化程度和视力情况ꎮ 用眼卫

生相关知识中有 １４ 道判断题ꎬ包括近视表现、近视治

疗和用眼习惯对近视影响的判断ꎻ另有 ４ 道关于正确

用眼习惯的选择题ꎬ此外还有知识获取途径、学生的

用眼卫生相关行为ꎮ 知识题的评分标准如下:答对 １
题记 １ 分ꎬ答错或不答则为 ０ 分ꎬ满分为 １４ 分ꎻ计算

１４ 题最后相加的总分ꎬ并将总分转换为百分制ꎬ得分

越高表明家长对眼保健知识的掌握程度越好ꎮ
１.３　 统计方法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建立数据库ꎬ
所有数据平行双份录入ꎬ并进行核对纠错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定量资料的比较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ꎬ定性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家长文化程度和眼保健知识得分比较　 在本次

参与调查的 １ ０５７ 个家庭中ꎬ家长文化程度高中以下、
高中和大学及以上的家庭分别为 ８７ 人(８.０％)、２３３
人(２２.０％)和 ７３７ 人(７０.０％)ꎬ以大学及以上的家庭

为主ꎬ家庭文化程度普遍较高ꎮ 虽然父母的眼保健知

识得分随着文化程度的上升而增加( Ｆ ＝ ５８. １６ꎬＰ <
０.０１)ꎬ但总体均值较低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文化程度家长眼保健知识和用眼卫生相关知识得分比较(ｘ±ｓ)

文化程度 人数 眼保健知识 近视表现 近视治疗 用眼习惯对近视影响的判断 正确用眼习惯的选择
高中以下 ８７ ５３.６４±１２.４８ ６８.３９±３３.３４ ６１.３±２８.２４ ８３.９１±２１.５３ ２９.０２±２２.５１
高中 ２３３ ５５.８４±１２.７８ ７０.８２±３１.９３ ６６.８１±２７.０７ ８６.４４±１８.１４ ２７.５８±２１.１２
大学及以上 ７３７ ６３.６６±１１.３４ ８２.９７±２６.９３ ７３.２２±２５.７９ ９４.２７±１２.８７ ２９.３４±２１.４５
合计 １ ０５７ ６１.１１±１２.３９ ７９.０９±２９.２４ ７０.８３±２６.５４ ９１.６９±１５.５３ ２８.９３±２１.４６
Ｆ 值 ５８.１５６ ２２.５２８ １１.５０２ ３６.７８８ ０.６０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５４９

２.２　 家长用眼卫生知识状况得分比较　 父母对判断

题的得分较高ꎬ近视表现、近视治疗和用眼习惯对近

视影响的得分均值分别为 ( ７９. ０９ ± ２９. ２４) ( ７０. ８３ ±
２６.５４)和(９１.６９±１５.５３)分ꎬ且随着家长文化程度的提

高而不断增加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但对具体的正确用眼习惯选择的得分却很低ꎬ其得分

均值只有(２８.９３±２１.４６)ꎬ不同文化程度家庭之间差异

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家长眼保健行为比较　 ５０％以上的家长能够经

常发现并纠正孩子不良的用眼习惯ꎮ 对于近视的孩

子ꎬ５８.９６％的父母表示带孩子进行验光检查的频率为

２ 次 / 年ꎮ 孩子佩戴的眼镜的验配地点多为医院眼科

(７８.８９％)ꎮ 但仍有 ５０％以上的父母不了解自己孩子

的屈光状态ꎮ

表 ２　 眼保健行为不同文化程度家长间构成比较

眼保健行为 高中以下 高中 大学及以上 合计 χ２ 值 Ｐ 值
发现并纠正孩子不良的用眼习惯 经常 ４３(４９.４３) １２１(５１.９３) ４６５(６３.０９) ６２９(５９.５１) １５.４４ <０.０１

有时 ４２(４８.２８) １０９(４６.７８) ２６８(３６.３６) ４１９(３９.６４)
从不 ２(２.３０) ３(１.２９) ４(０.５４) ９(０.８５)

带孩子进行验光检查的频率 ２ 次 / 年 １２(５４.５５) ２６(５２.００) ８７(６２.１４) １２５(５８.９６) １２.５９ ０.０５０
１ 次 / 年 ８(３６.３６) １０(２０.００) ３６(２５.７１) ５４(２５.４７)
>１ 次 / 年 ０ １１(２２.００) １３(９.２９) ２４(１１.３２)
从不 ２(９.０９) ３(６.００) ４(２.８６) ９(４.２５)

孩子佩戴眼镜的验配地点 医院眼科 １４(６６.６７) ３４(８２.９３) ９４(７９.６６) １４２(７８.８９) ５.１０ ０.２７７
商业性的眼镜店 ２(９.５２) １(２.４４) ２(１.６９) ５(２.７８)
医院验光后在眼镜店配镜 ５(２３.８１) ６(１４.６３) ２２(１８.６４) ３３(１８.３３)

是否完全知晓孩子的屈光状态 否 ５７(６６.２８) １２９(５５.３６) ３９２(５３.１９) ５７８(５４.７３) ５.３７ ０.０６８
是 ２９(３３.７２) １０４(４４.６４) ３４５(４６.８１) ４７８(４５.２７)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部分数据信息有缺失ꎮ

２.４　 眼保健知识获取途径　 低年级小学生眼保健知

识的获取途径多样ꎬ以家人教育为主(３５.７％)ꎬ１６.４％
来自于教师教育ꎬ医生护士的教育则占 １０.０％ꎮ 父母

眼保健知识的获取途径同样多样性ꎬ大部分来自于媒

体(３５.８％来自于报纸、杂志ꎬ２７.０％来自电视、广播)ꎬ

卫生局、医院和网络分别占 １６.４％和 １３.０％ꎮ

３　 讨论

本研究中发现ꎬ温州地区低年级小学生的父母文

化程度较高ꎬ７０.０％的家庭父母最高文化程度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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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ꎬ而高中以下只占 ８.０％ꎬ父母的文化素养高ꎬ对
知识的接收更为容易ꎬ同时也体现出该地区低年级小

学生具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ꎮ 而父母对眼保健知

识的掌握情况却令人担忧ꎬ眼保健知识得分均值只有

６１.１１ 分ꎬ提示在父母眼保健教育这一块有缺失ꎮ 在

对知识条目的分析中发现ꎬ父母对 １４ 道判断题的选择

正确率较高ꎬ包括近视的表现、近视治疗和用眼习惯

对近视影响的判断ꎬ得分均值均在 ７０ 分以上ꎮ 而在 ４
道关于正确用眼习惯的选择题中ꎬ得分均值(２８.９３)较
低ꎬ表明父母对眼保健知识的了解不深入ꎮ 学龄期儿

童的用眼习惯对近视的发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ꎬ如阅读距离小于 ２５ ｃｍ[９] 、持续用眼超过 １ ｈ[１] 则

易引起近视的发生发展ꎮ 正是由于家长本身不了解

正确的用眼习惯ꎬ所以无法给予孩子指导和干预ꎬ给
近视的防治增加了难度ꎮ

有研究显示ꎬ父母的文化程度在学生健康教育中

具有重要作用ꎬ且低年龄学生受父母文化程度的影响

大于高年龄学生[１０－１１] ꎮ 在对沈阳市[１２] 学龄前儿童家

长的调查中发现ꎬ文化程度普遍较高ꎬ且父母对儿童

视力保健的知晓程度较好ꎬ但对学龄前视力不良儿童

的重视程度不够ꎮ 儿童的眼保健行为和视力的影响

因素很多ꎬ包括年级、性别等ꎬ父母对于儿童的良好行

为养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ꎬ且父母的眼保健行为如

验光检查、配镜选择等对预防和控制儿童近视进展有

着关键的作用ꎮ 本次调查中大部分父母能够经常发

现并纠正孩子不良的用眼习惯ꎬ但并不清楚具体的正

确用眼行为ꎮ 虽然 ５８.９６％的父母表示孩子进行验光

检查的频率为 ６ 个月一次ꎬ且眼镜的验配地点多在医

院眼科ꎮ 有 ５４.７３％的父母不知晓自己孩子的屈光状

态ꎮ 说明家长的眼保健意识不足ꎬ对孩子的眼卫生关

注不够ꎬ家长的眼保健行为仍待改善ꎬ张世伟等[１３－１４]

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ꎮ 低年级小学生还未具备能

正确认识自己的眼部状况和做出正确眼保健行为的

能力ꎬ此阶段的儿童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仍需依赖

父母ꎬ因此父母的眼保健知识和行为起到关键性的作

用ꎮ 父母对孩子的眼部状况不了解ꎬ这在一定程度上

无法真正改善孩子的眼卫生和及时预防、控制近视ꎮ
本研究表明ꎬ低年级小学生眼保健知识的获取主

要来源于家人教育(３５.７％)ꎮ 此阶段的儿童读写习惯

和生活方式刚刚开始形成ꎬ父母正确的健康教育对儿

童形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尤为重要ꎬ而不良的用眼习惯

是近视的危险因素[１５] ꎮ 调查中发现父母获得眼保健

知识的主要途径是报纸、杂志(３５.８％) 和电视、广播

(２７.０％)ꎬ而卫生局和医院则只有 １６.４％ꎬ与其他研究

结论一致[１６] ꎮ 处在信息时代ꎬ媒体的快速发展给信息

传播带来了便捷ꎬ但也出现了信息接收不全、不深入

的问题ꎬ父母对健康信息的了解一知半解ꎮ 徐颖杰

等[１７]在对上海 ２ 所小学的家长开展的健康教育跟踪

模式的研究中发现ꎬ在对父母进行集中宣教与一对一

教育指导后ꎬ干预组的知识、行为得分均高于对照组ꎬ
且在多因素回归分析中发现ꎬ干预能够提高家长眼保

健行为得分ꎮ
因此ꎬ做好低年级小学生的眼卫生保健ꎬ首先要

加强对父母的健康教育ꎬ真正引起父母的重视ꎬ针对

父母获取健康信息的来源ꎬ加大各种媒体的传播力

度ꎬ加深传播内容的深度ꎬ且应和医院联合起来开展

深入、有效、持久的健康教育ꎬ真正改善儿童的眼卫生

状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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