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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校卫生»是我国儿少卫生 / 学校卫生学科

的唯一核心期刊ꎬ已创刊 ４０ 年ꎬ对我国学校卫生事业

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作用ꎮ 我于 １９８６ 年

起在大连市一直从事学校卫生工作ꎬ与«中国学校卫

生»杂志(以下简称“杂志”)有着不解之缘ꎬ见证其发

展过程ꎬ与杂志共进步ꎮ

１　 杂志社举办的培训让我走上了科研之路

在学校卫生工作领域ꎬ杂志搭建了重要的学习培

训平台ꎮ 每次参加杂志社举办的培训班、研讨会、论
坛ꎬ都会对工作产生重要推动作用ꎮ

１９８９ 年ꎬ我参加了杂志社在郑州举办的全国首批

眼镜卫生质量检测培训班ꎮ 回来后ꎬ在辽宁省卫生防

疫站的带领下ꎬ积极开展“眼镜卫生管理”ꎬ使大连地

区眼镜合格率由 １９８９ 年的 ４. １％ 提高到 １９９５ 年的

６６ ３％ꎬ又于 １９９９ 年提高到 ９７.１％ꎻ广泛开展验光员

培训ꎬ于 １９９９ 年在大连实现眼镜卫生管理地方立法ꎮ
在此期间ꎬ把遏制学生近视作为自己的职业理想ꎮ

１９９７ 年ꎬ我参加了杂志社在黄山举办的全国首届

眼保健研讨会ꎬ从此走上近视研究之路ꎮ 于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 年ꎬ连续 ３ 年在大连市卫生系统内获得科研立

项ꎮ 研究过程中ꎬ感到眼科知识、视光学知识的重要

性ꎬ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到卫生部视光学研究中心半脱产

进修ꎬ获得眼视光学硕士学位ꎮ 至今ꎬ在近视研究领

域发表论文 ３０ 余篇ꎬ７０％以上发表在«中国学校卫

生»ꎬ在视觉环境治理、视力数据分析新模式、新眼操

研发方面形成科技成果ꎬ３ 次获得辽宁省、大连市科技

进步奖ꎮ
目前ꎬ杂志社非常重视每年举办学术论坛的质

量ꎮ 以 ２０１８ 年为例ꎬ会议安排紧凑ꎬ讲者态度认真ꎬ会
议内容可归类为 １０ 个部分ꎬ包括学校卫生管理、学校

心理卫生、健康管理与生活方式、网络与手机过度使

用、青少年生殖健康、学生营养 / 肥胖 / 慢性病防控、体
育与体力活动、学校卫生监督、学生传染病防控、学校

卫生经验介绍以及科研与论文写作等ꎬ可谓多学科专

家云集ꎬ青年才俊脱颖而出ꎮ

２　 杂志社编辑的杂志让我开拓了学科视野

我和杂志社的第二任和第三任社长袁长江、李红

影两位编审非常熟悉ꎮ 在他们的带领下ꎬ杂志质量不

断提高ꎬ２００５ 年由双月刊变为月刊ꎬ发稿量增加ꎮ 不

同于电子版ꎬ纸质版使用方便ꎬ眼睛疲劳较少ꎮ 因此ꎬ
我于 ２００５ 年开始个人订阅杂志ꎬ每期都保存至今ꎮ

通过阅读杂志ꎬ体会到益处颇多ꎮ 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

把阅读«中国学校卫生» 的读书笔记编辑为“培训资

料”ꎬ目前每年编辑 ６ 期ꎬ至 ２０１８ 年底共编辑了 ５０ 期ꎬ
电子版发送给基层ꎮ 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ꎬ从“培训资料”
中提炼出“宣传单”ꎬ每月 ２ 张ꎬ至 ２０１８ 年底编辑了

２１６ 张ꎬ分为 ２４ 个类别ꎮ 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至今ꎬ把上一

年度编制的 ２４ 期“宣传单”汇集起来ꎬ申报每年继续

医学教育项目ꎬ也可以用于各种学术活动、培训讲座ꎮ
自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开始ꎬ从这些“宣传单”中挑选出一部

分进一步加工ꎬ编发于个人的微信公众号ꎮ ２０１８ 年

７—１２ 月的编发量分别为 １２ꎬ７ꎬ１８ꎬ１２ꎬ１５ꎬ５ 篇ꎮ
杂志应该怎么看? 先看题目ꎬ再看摘要ꎬ尤其是

结果、结论ꎮ 每期前面的述评、专题笔谈通常比较重

要ꎻ后面的综述也值得学习ꎮ 如果有不懂的名词、理
论ꎬ可以网络搜索ꎮ 目前ꎬ«中国学校卫生»的订购很

方便ꎬ在官网上扫二维码即可实现ꎮ

３　 杂志社出版的期刊让我作为了投稿首选

当前ꎬ我国在建设科技强国ꎬ这就需要建立起自

己的科学研究体系ꎬ全面提升我国学术期刊水平是必

由之路ꎮ 在«中国学校卫生»发表文章是一个追求、一
种荣誉ꎮ

至 ２０１８ 年底ꎬ我撰写发表了论文 １３０ 余篇ꎬ２０１３
年以来每年撰写与发表论文通常超过 １０ 篇ꎮ 写好的

文章我首先投给«中国学校卫生»ꎬ至 ２０１８ 年底ꎬ已经

在该杂志发表 ４２ 篇ꎬ其中第一作者 ２３ 篇ꎬ其他多数为

通讯作者ꎮ 曾经 ２ 次刊登于刊首 ( ２０１４ 年第 ７ 期、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ꎬ排在前 ３ 篇的还有 ２００７ 年第 ９ 期、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下转第 ３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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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ꎮ 把握协同促进是关键ꎮ 学校健康教育难以

替代ꎬ社区服务不容忽视ꎬ医疗机构的支持十分必要ꎮ

５　 结语

青少年健康素养促进工作重要且不易ꎬ必须要有

明确的思路和基本的框架ꎬ具有可操作性的流程ꎮ 本

研究在“３＋６”健康素养评价体系框架内ꎬ梳理“体医结

合”青少年健康素养促进的基本思路ꎻ以学校、社区、
医疗机构为健康素养促进组织和实施的主要场所ꎬ将
体医元素融入健康素养促进内容ꎻ重点通过学校健康

教育、社区健康服务、医疗健康服务为一体的多元实

施流程确保青少年健康素养促进可行有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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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杂志社遴选的编委让我尽到了职责义务

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ꎬ我在«中国学校卫生»发表 １０ 多

篇关于近视的研究ꎬ引起了时任社长袁长江编审的关

注ꎮ ２００８ 年初ꎬ开始接受杂志社的审稿任务ꎬ审稿类

别主要为“视力保护”ꎮ 至 ２０１８ 年底ꎬ１１ 年来平均每

年审稿量为 ２５.５５ 篇ꎮ
审稿过程中ꎬ认真履行职责ꎮ 一方面对杂志社负

责ꎬ尽力保证论文的科学性、质量ꎬ曾于 ２００８ 年发现 １
篇抄袭文章ꎻ另一方面对作者负责ꎬ逐字逐句地评点ꎮ
因此ꎬ评审意见的字数较多ꎬ通常为 ７００ ~ ９００ 字ꎬ为作

者修改提供参考ꎮ 通过审稿ꎬ及时跟踪学科进展ꎬ提
高了业务水平ꎮ

目前ꎬ我已经是«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第八届编委

会的编委ꎬ成为为数不多的来自疾控中心的编委之

一ꎬ深感责任重大ꎮ 许多年来ꎬ我做到“爱我学科ꎬ爱
我杂志”ꎬ全方位尽心尽力履行编委职责ꎬ积极撰写或

组织投稿ꎻ认真、快速审稿ꎻ特别注意对«中国学校卫

生»文章的引用ꎬ如 ２０１７ 年在«预防医学论坛»以通讯

作者发表论文 ９ 篇ꎬ引用«中国学校卫生»６０ 篇(次)ꎬ

其中«近 ４０ 年来大连市学生营养工作回顾»一文引用

２４ 篇(次)(该篇文献共 ３１ 条)ꎻ此外ꎬ注重“纽带”作

用ꎬ认真完成杂志社交办的各项任务ꎬ热心帮助基层

发表科研论文与成果ꎮ

５　 杂志社描绘的未来让我感到了使命光荣

«中国学校卫生»的学术水平是儿少卫生 / 学校卫

生学科的晴雨表ꎬ学校卫生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多在

这本杂志及时呈现ꎮ 学科的目标人群是生命 ２ ０００ ｄ
至生命 １０ ０００ ｄ 的学生ꎬ此阶段的儿童青少年看似健

康ꎬ其实面临着诸多健康问题ꎬ如心理卫生问题和精

神障碍、伤害、近视、肥胖以及健康危险行为等ꎮ 促进

儿童青少年的健康ꎬ预防常见健康问题ꎬ需要向前延

伸至学龄前期乃至生命的准备和孕育阶段ꎬ要注重

“全生命周期”视角ꎬ要提升“大卫生” “大健康”思维

能力ꎮ 作为与«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共成长的一名学

校卫生工作战线上的“老兵”ꎬ当继续创新工作ꎬ致力

于儿童青少年健康维护ꎬ为儿少卫生 / 学校卫生事业

做出应有的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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