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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卫生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学生健康全面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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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儿童青少年处在旺盛的生长发育阶段ꎬ具有学校集体生活的聚集性ꎬ社会文化对不健康的行为与生活方式

影响巨大ꎬ健康状况呈现出新的特征ꎮ 青少年死亡率下降幅度低于 ５ 岁以下儿童ꎬ近视和肥胖等常见病高发并呈低龄化ꎬ
体能下滑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ꎬ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ꎮ 学校卫生是我国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目标是维护和促进

儿童青少年健康ꎮ 新时代学校卫生工作要呼应“健康中国”行动ꎬ落实政府责任与担当ꎬ实现学生健康全面覆盖ꎮ 当前ꎬ健
康中国战略实施为学生健康全面覆盖提供了政策保障ꎬ近视防控工作的有力推进为学生健康全面覆盖提供了先行示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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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青少年发育与健康、生命早期环境

暴露母婴健康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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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呈现了鲜明的时代特

征ꎬ新时代学校卫生工作需要全面落实公共卫生基本

职能ꎬ深化学校卫生服务ꎬ以达到减少死亡、预防疾

病、促进身心健康和发掘生命潜能的目标ꎮ 学校卫生

要体现政府的担当和责任ꎬ为学龄期儿童青少年提供

全方位的公共卫生服务ꎬ其根本任务是实现学生健康

全面覆盖ꎬ即学校卫生服务对象覆盖各年龄阶段的在

校学生和教师并实现人人公平可及ꎬ学校卫生服务内

容的全面覆盖ꎬ形成寓学校卫生于万策的社会行动和

支持性环境ꎮ 当前ꎬ健康中国行动为实现学生健康全

面覆盖提供了政策保障ꎮ 同时ꎬ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上升为国家战略ꎬ为实现学生健康全面覆盖提供了经

验与示范ꎮ

１　 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的时代特征

１.１　 青少年死亡率下降幅度低于 ５ 岁以下儿童　 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卫生条件的改善及生活方式的转

变ꎬ全球范围内儿童青少年死亡率明显下降ꎬ进入 ２１
世纪ꎬ全球 １５ ~ １９ 岁和 ２０ ~ ２４ 岁的男性青年全死因死

亡率分别比 １ ~ ４ 岁男童高 ２ 倍和 ３ 倍ꎻ２０ ~ ２４ 岁的女

性死亡率与 １ ~ ４ 岁女童的死亡率持平[１] ꎮ 研究显示ꎬ
中国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６１.０‰下降至

２０１８ 年 ８.４‰ꎬ下降了 ８６.２％ꎬ同期婴儿死亡率下降了

８７.８％[２] ꎻ１０ ~ １９ 岁青少年全死因死亡率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０２.５ / １０ 万下降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１. ２ / １０ 万[３] ꎬ下降了

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



５９.８％ꎬ下降幅度低于 ５ 岁以下儿童及婴儿死亡率ꎮ
暴力、自杀和交通事故成为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ꎬ
且该趋势可能会持续ꎬ而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预计会

进一步下降[１] ꎮ
１.２　 近视和肥胖高发、低龄化趋势明显　 儿童青少年

近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ꎬ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

问题ꎮ 全国体质健康调研数据显示ꎬ中国儿童青少年

视力不良率从 １９８５ 年的 ２３. ７％ 上升到 １９９５ 年的

３５.１％ꎬ２０１４ 年高达 ５５.０％[４] ꎮ 分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汉

族学生筛查性近视率变化趋势显示ꎬ低年龄段学生筛

查性近视率增长速度逐渐增高ꎬ增速峰值年龄不断提

前ꎬ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３ 岁提前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２ 岁ꎬ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１ 岁ꎬ尤其是 ２０１４ 年城市女生筛查性近视

率增长速度峰值年龄提前至 ７ 岁ꎬ乡村男生提前幅度

最大ꎬ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６ 岁提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１ 岁[５] ꎮ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ꎬ儿童青少年发育迟缓和消

瘦状况不断改善ꎬ但同时超重和肥胖问题愈加突出ꎬ
中国肥胖儿童人数(１ ５００ 万)已居全球首位ꎬ１９９５—
２０１４ 年超重和肥胖检出率从 ５.３％上升到 ２０.５％[６] ꎮ
儿童青少年的肥胖状态将持续至成人ꎬ且罹患一系列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危险性增加ꎬ如高血压、２ 型糖尿

病等ꎬ因此ꎬ儿童及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的防治已刻不

容缓ꎮ
１.３　 体能持续下滑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近几十

年来ꎬ我国居民饮食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ꎬ营养水

平不断改善ꎬ体格发育呈现追赶性生长ꎮ 然而儿童青

少年由于体育锻炼不足和户外活动过少ꎬ视近和视屏

等静态行为增加ꎬ高能量食品摄入ꎬ体能连续 ３０ 年下

滑ꎮ 根据 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数据

分析发现ꎬ３０ 年间 ７ ~ １２ 岁各年龄组男、女生 ５０ ｍ×８
往返跑所用时间分别延长 ９. １２％ꎬ ６. ６３％ꎬ 男生从

１１４.１９ ｓ延长到 １２４. ６０ ｓꎬ 女生从 １２０. ７３ ｓ 延长到

１２８.７３ ｓꎻ１３ ~ １８ 岁各年龄组的学生ꎬ男生 １ ０００ ｍ 跑、
女生 ８００ ｍ 跑所用时间分别延长 １１.５０％ꎬ１０.９６％ꎬ男
生从２４６.０４ ｓ延长到 ２７４.３４ ｓꎬ女生从 ２３５.７０ ｓ 延长到

２６１.５４ ｓꎮ３０ 年来ꎬ大学生体能也继续恶化ꎬ耐力、运动

速度和下肢爆发力等持续下降ꎬ２０１４ 年下降至近 ３０
年最差ꎮ 因此ꎬ全社会应高度关注学生体能下降问

题ꎬ并采取积极举措ꎮ
１.４　 心理健康不容乐观　 伴随着工业化、都市化进程

的推进ꎬ以及家庭结构、父母对子女教育方式的改变ꎬ
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压力日益加重ꎬ心理行为问题发生

率和精神障碍患病率逐渐升高ꎮ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２０１３ 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发现ꎬ中国儿童精

神疾病负担占儿童总疾病负担比超过 １１％ꎬ其中焦

虑、抑郁症、品行障碍等居前列ꎬ是最常见的心理健康

问题ꎬ２０１５ 年品行障碍、焦虑和抑郁症分别是造成中

国青少年疾病负担的第 ５ꎬ７ꎬ９ 位原因ꎬ其疾病负担分

别占中国青少年总疾病负担的 ４.５％ꎬ３.８％和３.１％[７] ꎮ
然而ꎬ相比儿童的躯体疾病ꎬ精神问题却总是容易被

忽视ꎮ «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

方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为进一步加强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工作ꎬ促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全面素质发展

提供了方案ꎮ
１.５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推波助澜　 近年来ꎬ我
国青少年生活方式存在不断累积的健康风险ꎬ包括烟

酒滥用、睡眠时间减少以及互联网使用等[８] ꎮ 有研究

发现ꎬ我国青少年烟民占比大幅上升ꎬ总数居世界第

一ꎬ１５ ~ ２４ 岁青少年的性别标准化吸烟率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８.３％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２.５％ꎬ增幅达 ５０.６％ꎬ７７.９％的

现在吸烟者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吸烟ꎬ戒烟率很低[９] ꎮ
２０１６ 年全国学生常见病及健康危险因素监测结果显

示ꎬ１０ ~ １９ 岁男、女青少年尝试吸烟率分别为 ２７.１％和

９.９％ꎬ现在吸烟率为 １１.７％和 ２.０％ꎮ 此外ꎬ一项全球

性研究发现ꎬ唯一“安全”的饮酒量是“不饮酒”ꎬ部分

西欧国家酒精使用量呈下降趋势ꎬ而一些亚洲国家尤

其是中国ꎬ 酒精消费 增 长 速 度 超 过 世 界 其 他 地

区[１０－１１] ꎮ 中国青少年人群饮酒率持续攀升ꎬ男性饮酒

率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５％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８.２％[１２] ꎮ 随

着学习阶段的上升ꎬ儿童青少年学习生活节奏越来越

快ꎬ睡眠呈现越睡越晚、越起越早、睡眠时间越来越少

的特点ꎬ２０１９ 年中国青少年睡眠报告显示ꎬ睡眠不足

已成为常态ꎬ ８０. ８％ 的小学生在 ２２: ００ 前才入睡ꎬ
６０.８％在６:００—７:００起床ꎬ中学生则睡得更晚、起的更

早ꎬ６８.７％在 ２２:００ 后入睡ꎬ４５. ７％在 ５:００—６:００ 起

床[１３] ꎮ 以上危害健康行为对当前儿童青少年多种健

康问题高发现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ꎮ

２　 学校卫生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学生健康全面覆盖

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特征、集体生活和时代特点

共同形成了上述健康问题ꎬ需要通过学校卫生行动、
建立学生健康全面覆盖去加以解决ꎮ 学校卫生是公

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健康与教育呈现的是互惠关

系[１４] ꎮ ＷＨＯ 的«全面学校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学校

专家委员会工作报告»指出ꎬ健康支持成功的学习ꎬ成
功的学习支持健康[１５] ꎮ 学校卫生要为儿童青少年提

供全面的公共卫生服务ꎬ“全面”涉及 ３ 个方面:一是

指学校卫生服务对象的全面覆盖ꎬ即每个生长发育阶

段和每个地区的学生ꎬ也包括全体教职员工ꎻ二是指

学校卫生服务内容的全面覆盖ꎬ服务内容包括生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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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健康监测、健康教育、学校健康服务、伤害与暴力

预防控制、心理卫生服务、体育、学校营养服务、学校

安全管理、学校卫生监督和法制化建设等[１６] ꎻ三是指

形成寓学校卫生于万策的社会行动和支持性环境ꎬ由
政府主导ꎬ社会、学校、家庭、学生共同参与ꎮ 学生正

处在生长发育阶段ꎬ体格生长和性发育与成熟的同

时ꎬ大脑结构重建和功能成熟也不断进行ꎬ脑额叶皮

质发育以及社会功能的成熟需要更长的时间ꎮ 不同

性别、不同年龄的儿童青少年面临的健康问题不尽相

同ꎬ需要根据年龄与性别提供针对性的学校卫生服

务ꎮ 此外ꎬ学校卫生服务是一个广泛性的概念ꎬ儿童

青少年人群经历了从生命早期到青春期、再到成年早

期的身心快速发育和成熟过程ꎬ生活在由不同家庭、
学校、社区乃至国家健康服务体系构成的复杂社会环

境中ꎬ为了促进儿童青少年人群的健康ꎬ多部门协作、
多学科知识融合是必然的ꎮ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

政府职能的加强ꎬ学校卫生通过向学生提供健康全面

覆盖的学校卫生服务ꎬ 从而为学生终生健康奠定

基础ꎮ
推进学生健康全面覆盖与 ＷＨＯ 倡导的全民健康

覆盖(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ꎬＵＨＣ)政策与目标相呼

应ꎬ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确保每个人在需要的时候

都能获得适宜的卫生服务ꎮ 儿童青少年健康和卫生

服务要遵循公共卫生思维和方法ꎮ 中国政府在致力

发展全民健康覆盖的过程中逐渐探索开辟了一条具

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ꎬ并将全民健康覆盖放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ꎮ 学校卫生工作提供的是人人享有

的公平服务ꎬ缩小健康差异ꎬ实施学生健康全面覆盖ꎬ
为我国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打下坚实的基础ꎬ为国人健

康提供主力军ꎮ

３　 健康中国建设为实现学生健康全面覆盖提供了政

策保障

２０１５ 年党中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战略ꎬ
２０１６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 «“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ꎬ它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和行动纲领ꎬ开启了建设健康中国新征程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印发ꎬ同时在国家层面出台«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以下简称«健康中国行动»)ꎬ其中

明确提出实施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ꎬ并就行动目标和

举措作出部署ꎮ
«意见»要求ꎬ动员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维护中

小学生身心健康ꎬ引导学生从小养成健康生活习惯ꎬ
锻炼健康体魄ꎬ预防近视、肥胖等疾病ꎮ 中小学校按

规定开齐开足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ꎬ把学生体质健康

状况纳入对学校的绩效考核ꎬ结合学生年龄特点ꎬ以
多种方式对学生健康知识进行考试考查ꎬ将体育纳入

高中学业水平测试ꎮ 到 ２０２２ 和 ２０３０ 年ꎬ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分别达到 ５０％及以上和 ６０％
及以上ꎬ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力争每年降低０.５
百分点以上ꎬ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ꎮ

健康中国建设为实现学生健康全面覆盖提供了

政策保障ꎬ«健康中国行动»为学校卫生发展创造了机

遇ꎮ 从实现健康中国总目标而言ꎬ学校卫生可以降低

儿童青少年死亡率为人均预期寿命做贡献ꎬ学生体质

达标率也可贡献于居民达标率ꎻ在普及健康生活方

面ꎬ学校卫生工作需要加大学校健康教育力度、提高

学生健康素养、制定实施青少年体质健康干预计划ꎻ
在优化健康服务方面ꎬ学校卫生借此契机ꎬ提高校医

数量与质量ꎬ完善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内容ꎻ在完善

健康保障方面ꎬ努力将学校卫生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ꎬ实现“孕产妇健康管理—０ ~ ６ 岁儿童健

康管理—学校卫生” 全链条式服务ꎬ并完善儿童青少

年的医疗保障体系ꎻ在建设健康环境方面ꎬ积极改善

学校建成环境ꎬ强化学校卫生监督和食品安全ꎬ预防

伤害ꎻ在发展健康产业方面ꎬ将第三方服务与学校卫

生结合ꎬ如将穿戴设备应用于学生户外活动等视力相

关危险因素的监测ꎻ在健康支撑与保健方面ꎬ贯彻将

学校卫生纳入所有的政策ꎬ创新学校卫生工作机制ꎬ
加强学校卫生人才培养ꎬ把学校卫生信息系统纳入生

命全程健康信息系统之中ꎮ

４　 学生近视防控工作的有力推进成为实现学生健康

全面覆盖的先行示范

为切实加强新时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ꎬ教
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八部委于 ２０１８ 年颁布实

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ꎬ将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上升为国家战

略ꎬ中国政府发起了学生近视防控的攻坚战ꎬ制定了

具体的阶段目标ꎮ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ꎬ政府担当

与多部门参与ꎬ有力地推动和促进各地人民政府强化

抓好近视防控工作的责任和使命ꎮ 各省(区、市)人民

政府负责本地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措施的落实ꎬ主
要领导者要亲自抓、负总责ꎬ国务院与各省级人民政

府签订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责任书ꎬ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逐级签订责任书ꎮ 将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

效考核指标ꎮ 各省(区、市) 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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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ꎬ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课业负担等纳入国家义

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ꎬ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

平连续 ３ 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

责ꎮ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体育总局制订全

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评议考核制度ꎬ在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教育部核实各地 ２０１８ 年儿童青少年近

视率的基础上ꎬ从 ２０１９ 年起ꎬ每年开展各省(区、市)
人民政府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评议考核ꎬ并将结

果向社会公布ꎮ 此外ꎬ国家新闻出版署实施网络游戏

总量调控、采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间ꎬ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等部门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新
媒体等作用ꎬ利用公益广告等形式ꎬ多层次、多角度宣

传推广近视防治知识ꎮ 各地在加强组织建设、落实主

体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改善视觉健康环境、加强队伍

建设、推进医教融合、完善考核机制等多个方面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探索[１７] ꎮ 学生近视防控工作全面加强

为实现学生健康全面覆盖提供了示范ꎮ
为进一步推动«实施方案»落实ꎬ指导科学开展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ꎬ内容全面详

实ꎬ也是推进实现学生健康全面覆盖的适宜技术

指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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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２０ 年出版选题方向
　 　 经«中国学校卫生»编委会审议研究决定ꎬ确定 ２０２０ 年的出版选题方向为:１.儿童青春发育时相决定因素及其健康

效应ꎻ２.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影响因素及其防控ꎻ３.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ꎻ４.儿童过敏性疾病研究ꎻ５.静态行为和体力活动与

执行功能关系及相关神经心理机研究ꎻ６.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ꎻ７.儿童内外化行为问题ꎻ８.社交网络技术在重点人群 ＨＩＶ 防

控工作中的作用ꎻ９.儿童青少年心血管健康ꎻ１０.儿童汉语阅读障碍及孤独症谱系障碍研究ꎻ１１.童年期不良经历与青少年伤

害行为ꎻ１２.留守儿童身心健康ꎮ
欢迎各位专家、作者和读者广泛参与、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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