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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活动干预模式对小学生视力素养及视力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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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明确爱眼主题活动干预模式在学生视力改善中的作用ꎬ为学生视力干预工作提供系统的借鉴方法ꎮ
方法　 分层随机整群抽取杭州市 ３ 所小学三年级 ９６５ 名学生ꎬ按照 １ ∶ １ 配对原则ꎬ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组 ４８２ 名ꎬ
对照组 ４８３ 名)ꎬ干预组通过设计爱眼主题活动系列课程进行为期 １ 学年的干预ꎬ对照组不干预ꎮ 结果　 干预组与对照组

视力知识素养提升均值分别 ７.０８ꎬ２.１８ꎻ视力信念素养提升均值分别为 ７.８８ꎬ４.５７ꎬ视力行为素养提升均值分别为 １７.４１ꎬ
２.２１ꎬ视力总素养提升均值分别为 １０.８０ꎬ２.９９ꎬ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９２.１８ꎬ４５.５７ꎬ１１７.３７ꎬ８７.７４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ꎻ干预组与对照组父母对儿童视力保健态度提升均值分别为 １３.３３ꎬ０.８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２８.７６ꎬＰ ＝ ０.００)ꎻ干
预组与对照组视力下降均值分别为 ０.０７ꎬ０.７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１２８.００ꎬＰ ＝ ０.００)ꎮ 结论　 主题活动干预模式可以提

升学生视力素养ꎬ尤其是视力行为素养ꎬ还可以有效减缓学生视力状况恶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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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我国中小学生近视率不断上升ꎬ学生

视力防控工作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ꎮ 为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学生近视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ꎬ
切实加强新时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ꎬ教育部会

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制定«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ꎬ要求家庭、学校、医疗机构、
政府及有关部门共同努力ꎬ全社会行动起来ꎬ共同呵
护好孩子的眼睛[１] ꎮ 杭州市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
２０１８ 年通过设计爱眼主题活动系列课程ꎬ让学生、家
长共同参与的视力防控模式ꎬ开展了为期 １ 学年的干

预工作ꎬ第 １ 次问卷调查与视力测量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干预后第 ２ 次问卷调查与视力测量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ꎮ 通过比较干预前后学生视力素养及视力状况变

化ꎬ了解主题活动模式防控效果ꎬ现将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先将学校分

成 ３ 种类型ꎬ再从每个类型学校中随机抽取 １ 所学校ꎬ

７８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第 ４１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２



以三年级全体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抽取杭州市 ３ 所小

学ꎬ包括 １ 所重点小学、１ 所普通小学和 １ 所农村子弟

小学ꎬ共 ９８０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根据 １:１ 配对原则ꎬ
按照班级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ꎬ干预组进行为期 １ 学

年的主题活动干预ꎮ 因整个调查不涉及药物等其他

危险干预ꎬ以活动为主ꎬ经杭州市余杭区第五人民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ꎬ学生父母签订知情同意书后ꎬ两
组干预前后进行问卷调查与视力测量ꎮ 排除标准:有
精神病史、不能配合完成调查、眼内手术或眼外伤史、
其他严重疾病ꎮ

收到完整数据的学生 ９６５ 名ꎬ其中干预组 ４８２ 名ꎬ
对照组 ４８３ 名ꎻ干预组与干预组平均年龄、平均裸眼视

力、父母平均年龄分别为 ９.５ 与９.４岁、４. ９４ 与 ４. ９２、
３３.４与 ３２.３ 岁ꎻ干预组与对照组男女比例、父母文化

水平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０. ４６ꎬ
０.５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问卷 　 通过文献查询后ꎬ经过 ２０ 位相关

领域专家德尔菲法咨询ꎬ形成小学生视力素养评价指

标体系调查问卷[２] ꎬ内容包括用眼卫生知识、信念和

行为 ３ 个维度ꎬ预实验调查问卷的重测相关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半信度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５ꎬ０. ７２ꎬ
０.７７[３] ꎮ 由统一培训的班主任作调查员ꎬ开展以班级

为单位的现场问卷调查ꎮ 父母对儿童视力保健态度

调查以网络问卷星形式开展ꎬ问题参考«学龄前儿童

视力保健知信行问卷» [４] ꎬ该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７ꎬ重测信度为 ０. ８２ꎬ内容效度为 ０. ９３ꎬ信效度良

好[４] ꎮ
视力素养问卷中知识维度共 １６ 道判断题ꎬ每答对

１ 题计 １ 分ꎬ答错不计分ꎬ总分为 ０ ~ １６ 分ꎬ得分越高ꎬ
用眼卫生相关知识水平越高ꎻ态度维度共 １０ 道选择

题ꎬ按照态度层次依次得 ０ ~ ４ 分ꎬ总分为 ０ ~ ４０ 分ꎬ得
分越高ꎬ用眼卫生相关态度越好ꎻ行为维度共 １４ 道选

择题ꎬ按照不同级别得 ０ ~ ３ 或者 ０ ~ ２ 分ꎬ总分 ０ ~ ３２
分ꎬ得分越高ꎬ用眼卫生行为习惯越好ꎻ最后得分转换

为百分制进行比较ꎮ 父母对儿童视力保健调查中共

１０ 个选择题ꎬ按照程度分“完全赞同、比较赞同、一般、
不太赞同、完全不赞同”ꎬ分别计 １０ꎬ８ꎬ６ꎬ４ꎬ２ 分ꎬ共
１００ 分ꎮ
１.２.２　 视力测量 　 由医务人员采用标准对数视力表

(ＧＢ １１５３３—８９)测量学生双眼裸眼视力ꎬ检查距离为

５ ｍꎬ采用 ５ 分记录法ꎬ要求现场光线符合卫生学要求ꎮ
１.２.３　 主题活动干预模式 　 每学期开展 １ 次ꎬ共 ２
次ꎮ 系列课程包括(１)爱眼知识讲座与知识竞赛主题

活动:评选爱眼知识天使ꎻ(２) 爱眼绘画比赛主题活

动:评选爱眼绘画小天使ꎻ(３)爱眼营养食品制作主题

活动:评选爱眼营养小天使ꎻ(４)爱眼行为习惯演示大

赛主题活动:评选护眼行为小天使ꎻ(５)家长签订视力

家庭监督协议活动(每项活动准备时间为 １ 周ꎬ正式

活动为 １ ~ ２ ｈ)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双录入建立

数据库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定量资

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ꎻ用眼卫生知识、信念和行为

得分均服从正态分布ꎬ不同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干预前后两组视力素养比较　 干预组与对照组

干预前后视力知识素养均值均有提升ꎬ提升均值分别

为 ７.０８ꎬ２.１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９２.１８ꎬＰ ＝ ０.００)ꎮ
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前后视力信念素养、视力行为素

养、视力总素养均值均有提升ꎬ提升均值分别为 ７.８８ꎬ
４.５７ꎻ１７.４１ꎬ２.２１ꎻ１０.８０ꎬ２.９９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４５. ５７ꎬ１１７. ３７ꎬ ８７. ７４ꎬ Ｐ 值均 < ０. ０１)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学生干预前后视力素养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干预前后　 统计值 知识素养 信念素养 行为素养 总素养
干预组 干预前　 　 ８７.１３±１０.８７ ８３.３９±１２.９３ ６５.０４±１３.２０ ７８.５２±８.１３
(ｎ＝ ４８２) 干预后　 　 ９４.２１±８.７３ ９１.２８±９.２９ ８２.４６±１０.２３ ８９.３２±７.４９

ｔ 值 －１１.１７ －１０.８８ －２２.３６ －２１.４４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对照组 干预前　 　 ８６.２０±１１.６１ ８４.２９±１２.１４ ６３.６１±１４.３０ ７８.０４±８.３３
(ｎ＝ ４８３) 干预前　 　 ８８.３８±９.２５ ８８.８７±９.８７ ６５.８３±１１.４３ ８１.０３±７.９８

ｔ 值 －３.２４ －６.４５ －２.６７ －５.７１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干预前后两组父母对儿童视力保健态度比较　
干预组干预前后父母视力保健态度得分为( ７９. ２５ ±
８.６９)(９２.５８±７.１５)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２７.０３ꎬＰ
<０.０５)ꎻ对照组干预前后分别为(８０.２３±９.１２)(８１.０３±
９.２４)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３５ꎬＰ ＝ ０.１８)ꎻ干预组

与对照组父母对儿童视力保健态度提升均值分别为

１３.３３ꎬ０.８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２８.７６ꎬＰ ＝ ０.００)ꎮ
２.３　 干预前后两组视力状况比较　 干预组与对照组

干预前[(４.９４±０.１７)(４.９２±０.１９)]和干预后[(４.８７±
０.１２)(４.２１±０.１５)]双侧裸眼视力均值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７.２９ꎬ６４.５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干预组

与对照组视力下降均值分别为 ０.０７ꎬ０.７１ꎬ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ｔ ＝ １２８.００ꎬＰ ＝ ０.００)

３　 讨论
儿童青少年视力不良的因素复杂多样ꎬ决定了干

预方式的复杂性ꎬ目前尚缺少效果确切ꎬ并可在全社

会普及推广的干预方法[５] ꎮ Ｗｏｊｃｉｅｃｈｏｗｓｋｉ 等[６] 研究
表明ꎬ近视“流行”被认为与环境和行为因素有关ꎬ环
境容易改变ꎬ而用眼行为习惯却很难快速改变ꎬ提示

视力行为习惯是视力干预成功与否的关键ꎮ 有研究

显示ꎬ６ ~ １２ 岁年龄段的儿童是视力不良预防观念和

行为的重要形成期[７] ꎬ提示小学时期是视力干预的重

要时期ꎮ 如何让小学生持续、有效的改善不良用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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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习惯成了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ꎮ
本研究显示ꎬ干预组与对照组小学生视力知识素

养、信念素养、行为素养、总素养干预前后均有所提

升ꎬ提示可能随着年龄增加ꎬ知识面更广ꎬ认知更理

性ꎬ学生各项素养均有所提升ꎻ但干预组较对照组小

学生视力知识素养、信念素养、行为素养、总素养提升

更明显ꎬ说明主题活动干预模式对小学生用眼卫生知

识、卫生态度、卫生行为均有不同程度提升ꎮ 与很多

研究结果一致[３ꎬ８－１０] ꎬ从学生视力知信行着手ꎬ通过教

育提升知识、态度进而改变用眼行为习惯ꎬ不同的是

主题活动干预模式更多让学生主动参与ꎬ而不是被动

学习ꎬ形成良好用眼卫生行为习惯更明显ꎬ与目前国

家儿童青少年视力防控要求一致[１１] ꎮ
本研究显示ꎬ干预组父母对儿童视力保健态度明

显提升ꎬ更加认同儿童视力重要性ꎬ更关注儿童视力

健康ꎬ也是父母一起参加视力防控的主题活动干预模

式的优势所在ꎮ 很多研究表明ꎬ父母对儿童视力保健

态度与儿童视力发生发展有很大关系[１２－１４] ꎬ因此ꎬ让
父母参与儿童视力保健工作很重要ꎮ 本研究显示ꎬ经
过 １ 学年的主题活动干预ꎬ虽然干预组与对照组小学

生双眼平均视力均有所下降ꎬ但干预组下降更缓慢ꎮ
说明通过主题活动干预让小学生养成良好用眼行为

习惯ꎬ提升了父母对儿童视力保健态度ꎬ达到了改善

学生视力状况的目的ꎬ 与国内外多项研究结果一

致[１５－１７] ꎮ
有研究表明ꎬ学生用眼知识、态度、行为、饮食与

视力状况密切相关[１７－２１] ꎮ 而爱眼系列主题活动干预

模式主要是围绕爱眼知识、爱眼信念、营养饮食、爱眼

行为习惯、父母对儿童视力保健态度等展开ꎬ家长、学
校、医务人员共同协助ꎬ学生主动参与的各种主题活

动可提升学生用眼卫生知识ꎬ坚定用眼卫生态度ꎬ养
成良好用眼行为习惯与饮食习惯ꎬ 进行改善视力

状况ꎮ
随着«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 [２２] 的

发布ꎬ势必形成多方(医疗机构、学校、家长、学生)共

同参与儿童青少年视力防控态势ꎬ如何根据分工形成

常态化的防控模式ꎬ尤其是学生主动参与ꎬ需要多方

共同努力ꎬ形成常态化的系统干预方案ꎬ主题活动干

预方案可以给予借鉴ꎮ
本次研究干预时间较短ꎬ年级较少ꎬ加之由于视

力不良的不可逆ꎬ所以视力改善效果并不特别明显ꎬ
后期如何持续开展常态化干预ꎬ需结合管理部门深

思ꎮ 另外考虑到经济效益问题ꎬ未来学生视力干预应

找到干预的关键点ꎬ从关键点重点着手干预ꎬ集中力

量突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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