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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温州市小学生居家上网课及用眼卫生相关

情况ꎬ为开展用眼健康教育及制定近视预防策略提供依据ꎮ 方法　 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６—９ 日ꎬ方便抽取温州市 ６ 所小学一至

六年级学生共 １ １２７ 名ꎬ采用自编调查表通过在线方式调查疫情期间上课和用眼卫生相关情况ꎮ 结果　 温州市小学生疫

情期间的上课方式主要为网络上课(９３６ 名ꎬ８３.１％)ꎬ学习的主要工具是计算机(３９１ 名ꎬ３４.７％)和手机(３４４ 名ꎬ３０.５％)ꎬ平
均每天的上课总时间、完成作业和课外阅读的时间中位数为 ３.００ꎬ２.００ꎬ１.００ ｈꎻ除学习之外ꎬ每天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计
算机、电视时间中位数分别为 １.００ꎬ０.５０ꎬ１.００ ｈꎮ 受疫情限制ꎬ学生每天锻炼时间中位数为 ０.８１ ｈꎬ其中户外活动为 ０.００ ｈꎻ
每天睡眠时间为 ９.００ ｈꎮ 疫情期间学生报告眼部不适的有 ５５３ 人次(４９.１％)ꎬ其中最多见为眼睛干涩(３７９ 人次ꎬ４７.４％)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ꎬ阅读距离>３０ ｃｍ、每天锻炼时间>０.５ ｈ 和户外活动时间>０.５ ｈ 与发生眼部不适症状负性相

关ꎻ完成作业时间>２ ｈ、学习之外使用电脑>０.５ ｈ 与发生眼部不适症状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的网课形式一定程度上延长了学生视近时间和用眼负担ꎮ 应严格控制网课之外的电子产品的使用ꎬ注意正确的用眼姿

势ꎬ适当增加户外活动ꎬ关注视疲劳的出现并及时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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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局应急科研攻关项目(ＺＹ２０２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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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为眼科护理、近视流行病学调查、儿童用眼卫生干

预ꎮ 唐媛(１９９５－　 )ꎬ女ꎬ浙江宁波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

究方向为眼科护理、近视流行病学调查与医院感染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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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是引起 ２０１９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ｃｏｒｏｎａ 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１９ꎬＣＯＶＩＤ－１９)(以下简称“新冠

肺炎”)暴发的病原体ꎬ存在人和人之间的传播[１] ꎬ具
有强传染性ꎬ严重威胁全球公共卫生健康ꎮ 为阻断疫

情向校园蔓延ꎬ教育部通知 ２０２０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

学ꎬ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印发«关于中小学延期开学

期间“停课不停学”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 [２] ꎬ指出要

强化居家学习指导ꎬ做好开学后教学与居家学习的衔

接ꎮ 至此ꎬ学校在疫情防控期间开展大规模、成建制

在线教育教学ꎮ 居家学习模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

５９４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０



生视近时间和电子终端设备的使用时间ꎬ而防疫的居

家要求又减少了学生户外活动ꎬ给近视防控带来了新

的挑战ꎮ 本文以疫情较重的浙江省温州市为代表ꎬ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采用线上方式调查ꎬ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温州市小学生居家上课及用眼卫生相关情况ꎬ为小

学生用眼卫生教育提供资料ꎬ同时也为相关部门制定

科学合理的近视预防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６—９ 日ꎬ采用方便抽样方

法ꎬ抽取温州市小学 ６ 所ꎬ对小学一至六年级学生进行

线上调查ꎬ并获得家长和学生知情同意ꎬ排除智力障

碍及不配合者ꎮ 共发放调查表 １ １５０ 份ꎬ收回有效问

卷 １ １２７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８.０％ꎮ 其中男生 ５８４ 名ꎬ
女生 ５４３ 名ꎻ一至六年级小学生分别为 １０２ꎬ１１０ꎬ３２４ꎬ
１９７ꎬ１７１ꎬ２２３ 名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参照国内外较成熟的儿童近视问

卷ꎬ并通过阅读相关文献[３－５] ꎬ咨询专家意见ꎬ在课题

组前期成熟的调查问卷基础上[６] ꎬ自行编制疫情期间

儿童用眼卫生调查表ꎬ包括一般情况(性别、年级等)、
疫情期间上课情况和用眼卫生相关情况等ꎮ 疫情期

间上课情况包括上课方式、学习工具、上课总时间等ꎻ
用眼卫生相关情况包括阅读距离、完成作业、课外阅

读、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使用电脑、看电视、户外活

动、睡眠与眼部不适症状等ꎮ 本研究经温州医科大学

附属眼视光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批准号:ＫＹＫ
【２０１８】４９)ꎮ
１.２.２　 质量控制　 统一培训调查员ꎬ以班级为单位进

行线上调查ꎮ 由调查员在微信群或钉钉群对问卷进

行讲解ꎬ高年级学生自行作答ꎬ低年级学生由家长协

助进行填写ꎮ 对每份在线回收调查表逐一检查ꎬ相同

ＩＰ 地址只能作答 １ 次ꎬ及时发现逻辑错误、漏项等ꎬ及
时补正ꎮ 将收回的问卷进行人工逻辑检错ꎬ剔除无效

问卷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录入

数据ꎬ并逻辑纠错ꎮ 将数据导入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进行统计

分析ꎮ 用频数和百分率对上课方式、学习工具、不适

症状报告等进行分析描述ꎮ 对变量资料不满足正态

分布采用 Ｍ( Ｑ１ꎬＱ３) 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两组秩和检验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ꎬ多组秩和检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ꎮ 将用眼相关条目作为自变

量ꎬ眼部不适症状的发生与否作为因变量(未发生眼

部不适症状为 ０ꎬ发生眼部不适症状为 １)ꎬ采用 χ２ 检

验进行单因素分析ꎬ将单因素分析结果 Ｐ<０.２ 的变量

纳入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疫情期间学生上课情况　 小学生疫情期间的上

课方式主要为网络上课(９３６ 名ꎬ８３.１％)ꎬ其次是网络

上课结合线下上课(９５ 名ꎬ８.４％)、自学(７１ 名ꎬ６.３％)
和线下上课(２５ 名ꎬ２.２％)ꎮ 学习的主要工具是电脑

(３９１ 名ꎬ３４.７％)ꎬ其次是手机(３４４ 名ꎬ３０.５％)、电视

(２１８ 名ꎬ１９.４％)、平板(６４ 名ꎬ５.７％) 和书本(７９ 名ꎬ
７.０％)ꎮ 学生读书时眼睛与书本距离≤３０ ｃｍ 有 ８１８
名(７２.６％)ꎬ>３０ ｃｍ 的为 ２８９ 名(２５.６％)ꎮ

表 １ 显示ꎬ温州市小学生平均每天上课(包括网

课)的总时间中位数为 ３.００ ｈꎬ一二年级、三四年级和

五六年级学生上课的总时间分别为 ２.００ꎬ３.００ꎬ３.００ ｈ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Ｈ＝ ４３.４１ꎬ Ｐ<０.０１)ꎮ
２.２　 疫情期间学生用眼卫生相关行为时长　 见表 １ꎮ

表 １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同性别与年级小学生每天用眼卫生相关行为时间比较[Ｍ(Ｑ１ꎬＱ３)ꎬｈ]

性别与年级 人数 统计值 上课 完成作业 课外阅读

除学习外

手机或

平板电脑
电脑 电视

锻炼 户外活动 睡眠

性别 男 ５８４ ３.００
(２.００ꎬ４.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ꎬ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ꎬ１.１３)

１.００
(１.００ꎬ２.００)

０.５０
(０.００ꎬ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ꎬ１.０５)

０.８１
(０.５０ꎬ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ꎬ１.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ꎬ１０.００)

女 ５４３ ３.００
(２.００ꎬ４.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ꎬ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ꎬ１.１３)

１.００
(１.００ꎬ２.００)

０.５０
(０.００ꎬ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ꎬ１.０５)

０.８１
(０.５０ꎬ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ꎬ１.００)

９.１６
(９.００ꎬ１０.００)

Ｕ 值 －１.５１ －１.５６ －１.８４ －０.７９ －０.４９ －０.５９ －０.８９ －０.９３ －２.７４
Ｐ 值 ０.１３ ０.１２ ０.０７ ０.４３ ０.６２ ０.５６ ０.３８ ０.３５ <０.０１

年级 一二 ２１２ ２.００
(１.５０ꎬ４.００)

２.４７
(２.００ꎬ４.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ꎬ１.１３)

１.００
(１.００ꎬ２.００)

０.７１
(０.００ꎬ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５０ꎬ１.８８)

０.８１
(０.５０ꎬ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ꎬ１.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ꎬ１０.００)

三四 ５２１ ３.００
(２.００ꎬ４.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ꎬ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ꎬ１.１３)

１.００
(１.００ꎬ２.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ꎬ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ꎬ１.０５)

０.８１
(０.５０ꎬ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ꎬ１.００)

９.１６
(９.００ꎬ１０.００)

五六 ３９４ ３.００
(２.００ꎬ４.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ꎬ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ꎬ１.１３)

１.００
(１.００ꎬ２.００)

０.５０
(０.００ꎬ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ꎬ１.０５)

０.８１
(０.５０ꎬ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ꎬ０.５０)

９.１６
(９.００ꎬ１０.００)

Ｈ 值 ４３.４１ ２８.８４ ４.８７ １.７２ ２.２０ １０.１６ ０.１２ ３.６５ １１.６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４２ 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９４ ０.１６ <０.０１

合计 １ １２７ ３.００
(２.００ꎬ４.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ꎬ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ꎬ１.１３)

１.００
(１.００ꎬ２.００)

０.５０
(０.００ꎬ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ꎬ１.０５)

０.８１
(０.５０ꎬ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ꎬ１.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ꎬ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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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平均每天完成作业和课外阅读时间中位

数为 ２.００ꎬ１.００ ｈꎮ 除学习之外ꎬ学生每天使用手机或

平板电脑、计算机、电视中位数分别为 １. ００ꎬ ０. ５０ꎬ
１.００ ｈꎮ 小学一二年级段完成作业时间最长(２.４７ ｈ)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除学习之外ꎬ该年级段

学生在看电视上所用时间最长(Ｐ<０.０５)ꎮ 疫情期间ꎬ
小学生每天锻炼时间中位数为 ０.８１ ｈꎬ其中户外活动

为 ０.００ ｈꎻ每天睡眠时间为 ９.００ ｈꎮ 男生睡眠时间低

于女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２.３　 疫情期间学生眼部不适症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疫情 期 间 小 学 生 报 告 眼 部 不 适 的 有 ５５３ 人 次

(４９ １％)ꎮ 在报告的眼部不适症状中ꎬ最多见为眼睛

干涩(３７９ 人次ꎬ４７ ４％)ꎬ其次为眼睛酸胀流泪( １９２
人次ꎬ２４ ０％)、眼痛(１３１ 人次ꎬ１６ ４％)、怕光(５４ 人

次ꎬ６ ８％)和重影(４３ 人次ꎬ５ ４％)ꎮ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学段、眼睛与书本距离、完

成作业时间、使用电脑时间、锻炼时间、户外活动时间

与发生眼部不适症状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将以上因素纳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

现ꎬ阅读距离>３０ ｃｍ、每天锻炼时间>０.５ ｈ 和户外活

动时间>０.５ ｈ 与发生眼部不适症状呈负相关ꎻ完成作

业时间>２ ｈ、学习外使用电脑>０.５ ｈ 与发生眼部不适

症状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温州市小学生

眼部不适症状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１２７)

自变量 选项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年级 一二 １.００　 　 　 　 　 ０.０３

三四 １.５６(１.１１~ ２.１９)
五六 １.２２(０.８６~ １.７３)

眼睛与书本距离 / ｃｍ ≤３０ １.００ <０.０１
>３０ ０.６９(０.５３~ ０.９１)

完成作业时间 / ｈ ≤２ １.００ <０.０１
>２~ ４ １.５６(１.２１~ ２.０１)
>４ １.４７(０.８８~ ２.４５)

学习外使用电脑时间 / ｈ ≤０.５ １.００ <０.０１
>０.５~ １ １.５０(１.１４~ １.９８)
>１ １.８６(１.２６~ ２.７７)

锻炼时间 / ｈ ≤０.５ １.００ <０.０１
>０.５~ １ ０.６５(０.５０~ ０.８６)
>１ ０.４６(０.２５~ ０.８４)

户外活动时间 / ｈ ≤０.５ １.００ <０.０１
>０.５~ １ ０.５８(０.４２~ ０.８０)
>１ ０.５３(０.３０~ ０.９４)

３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ꎬ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温州市小

学生主要上课方式为网络上课ꎬ学生居家网课学习主

要使用的工具是电脑和手机ꎮ 小学生每天上课 ３.００
ｈꎬ上课时间随年级增加而增加ꎻ学生每天完成作业和

课外阅读的时间分别为 ３.００ 和 １.００ ｈꎮ 居家学习既

符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学校教育的需求ꎬ也可能是

今后重要的教育和学习形式之一ꎮ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疫情期间温州市小学生居家读

书时眼睛与书本的距离≤３０ ｃｍ 居多(７２.６％)ꎬ提示

居家阅读距离过近ꎬ可能是因为疫情期间没有在校学

习时的群体良好用眼习惯氛围ꎬ学生容易出现松懈行

为ꎮ 国内有研究发现ꎬ读写姿势与视力不良存在一定

关系ꎬ读写姿势不正确的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较

高[７－８] ꎮ 阅读距离过近容易出现视疲劳症状ꎬ要注意

培养学生良好的读写姿势ꎬ让学生在家学习时仍要坚

持“一尺、一拳、一寸”的读写姿势ꎬ且连续读写时间不

宜超过 ３０ ｍｉｎꎬ及时休息以放松眼睛ꎮ
电子产品(如手机、计算机、平板等)随着网络技

术的发展已渗透到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ꎬ也成为儿童

青少年学习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ꎮ 小学生

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ꎬ自控能力较差ꎬ如果对电

子产品使用不合理ꎬ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ꎬ进而影响

眼球的正常发育ꎬ导致视力不良[９] ꎮ 国内外多项研究

指出ꎬ电子产品对儿童青少年视力不良、近视发生发

展具有一定影响[１０－１５] ꎮ 曲飞等[１４] 认为ꎬ长时间使用

电脑会引起视力不良ꎻ桑丽丽等[１５] 研究结果表明ꎬ中
小学生的不良用眼习惯和用眼负担对近视的发生有

很大影响ꎻ一项对中国西北部 １９ ９３４ 名四五年级小学

生的横断面调查显示ꎬ每天使用电脑和手机时间超过

６０ ｍｉｎ 与近视屈光有显著相关性[１２] ꎮ 本调查结果发

现ꎬ疫情期间温州市小学生平均 １ ｄ 上课(网络课程)
为 ３.００ ｈꎬ提示由于居家学习所需ꎬ学生的视屏时间大

大增加ꎻ除学习之外学生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或 ｉＰａｄ、
计算机、电视分别为 １.００ꎬ０.５０ꎬ１.００ ｈꎬ电子产品使用

时间高于非疫情期间[９ꎬ１６] ꎮ 建议网课学习期间可选用

带液晶显示器的计算机ꎬ也可以选择屏幕较大、屏幕

分辨率较高的电子产品ꎬ优先使用投影仪、电视、平板

计算机等ꎬ不建议长时间使用手机上课ꎬ且除网课学

习之外ꎬ尽量不再额外使用电子产品ꎮ
本调查结果发现ꎬ因疫情居家影响ꎬ学生每天锻

炼时间平均为 ０.８１ ｈꎬ其中户外活动为 ０.００ ｈꎬ尤其是

小学高年级大多每日只有 ３０ ｍｉｎ 户外活动时间ꎬ低于

教育部每天接触户外自然光时间 ６０ ｍｉｎ 以上的要

求[１７] ꎬ也低于其他研究报告普遍[１８－１９] ꎮ 户外活动是

近视保护的有效措施[２０－２１] ꎬ且“户外”比“活动”在降

低近视发病方面更重要[２２] ꎮ 户外阳光可以刺激眼睛

的视网膜产生较多的活性物质多巴胺ꎬ多巴胺作为一

种神经传导递质ꎬ可调节眼睛巩膜和视网膜之间的信

息传递ꎬ促进眼球的正常发育ꎬ抑制眼轴的增长ꎬ从而

达到预防或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效果[２３] ꎮ 多项对青

少年户外活动的干预研究[２４－２６] 显示ꎬ户外活动是发生

近视的保护因素ꎬ且能够减缓近视进展速度ꎻ学生增

加户外活动时间ꎬ可以有效缓解近视的发生ꎬ甚至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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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近视的进展ꎻ尤其对于非近视者及早采取干预措

施ꎬ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可有效降低近视发病率ꎮ 因

此ꎬ建议学生居家学习期间ꎬ需增加室内外活动时间ꎬ
可在室内、阳台或院子里进行空间需求较小的体育锻

炼ꎬ同时尽可能打开窗户或到阳台“目”浴阳光ꎮ
有学者指出ꎬ我国群众出现视疲劳各种症状的发

生率较高ꎬ包括眼部不适症状、视觉症状及全身症状ꎬ
近距离用眼时间是影响视疲劳、眼部不适症状的重要

因素[２７] ꎮ 疫情期间ꎬ温州市小学生报告眼部不适的有

５５３ 人次(４９.１％)ꎬ高于同龄儿童的报告率[２８] ꎮ 多因

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ꎬ阅读距离>３０ ｃｍ、锻炼时间

>０.５ ｈ 和户外活动时间>０.５ ｈ 与发生眼部不适症状

呈负相关ꎻ完成作业时间>２ ｈ、学习外使用电脑>０.５ ｈ
与发生眼部不适症状呈正相关ꎮ 提示居家网课学习

期间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眼部不适症状ꎬ需引起重视ꎮ
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ꎬ观看电子产品遵循“２０－２０－
２０”法则[２９] ꎬ即每观看 ２０ ｍｉｎ 电子产品ꎬ让眼睛看 ２０
英尺(相当于 ６ ｍ)以外大约 ２０ ｓꎮ 在课间休息时离席

活动躯体ꎬ可在室内、阳台或院子里进行空间需求较

小的体育锻炼(如室内操、跳绳等)ꎬ增加户外时间避

免因久坐或长时间紧盯电子屏幕出现的颈部及肩背

部酸痛不适ꎮ 家长应重视学生眼部的主观感受ꎬ必要

时带学生到医院就医ꎮ
儿童青少年每日需要 ８ ~ １０ ｈ 睡眠ꎮ 本调查结果

发现ꎬ疫情期间小学生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为 ９.００ ｈꎬ处
于合理范围之内ꎮ 睡眠过程是人体生理调节的重要

手段ꎬ作息不规律将使包括眼球在内的人体生理系统

产生紊乱ꎬ可能诱发青少年视力不良[３０] ꎮ 居家学习期

间ꎬ教育部门、家长、社会和学生个人都要重视儿童青

少年睡眠情况ꎬ保证夜间充足高质量的睡眠时间ꎬ防
止因睡眠不良而导致的近视ꎮ

总之ꎬ疫情期间网课是居家学习值得推荐的形

式ꎬ但也一定程度上延长了学生视近时间ꎬ增加学生

用眼负担ꎬ学校、学生及家长应注意每次网课的时间

和课间休息以及正确的读写姿势ꎬ严格控制网课之外

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ꎻ同时要营造良好的网课用眼环

境ꎬ关注视疲劳的出现并及时处理ꎬ适当增加户外活

动ꎬ维持正常生活节律ꎬ 预防或延缓近视的发生、
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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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有重要意义ꎮ
真性性早熟亦即中枢性性早熟ꎬ是由下丘脑－垂

体－性腺轴激活诱使青春期提前启动ꎬ导致儿童体内

性激素水平升高ꎬ并超出该年龄段正常标准的一种疾

病[１６] ꎮ 患儿骨骼较正常儿童提前成熟ꎬ导致患儿在形

体上较同龄人有很大差别ꎬ极易引起儿童心理行为问

题发生ꎬ对其日常学习及生活带来严重影响[１７] ꎮ 本研

究结果显示ꎬ性早熟女童心理社会适应行为各因子得

分和总平均分、ＡＤＱ 值均低于正常儿童ꎬ有近 ２４.４％
的性早熟女童位于“边界”水平ꎬ高于正常儿童ꎮ 可见

性早熟女童的心理社会适应行为能力较正常儿童低ꎬ
提示性早熟对女童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危害ꎮ 邓英华

等[１８－１９]研究亦发现我国性早熟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异

常率高于健康儿童ꎬ甚至发现其严重程度更为重ꎮ 儿

童心理行为问题一旦出现ꎬ不仅对童年时期生长发育

产生影响ꎬ还影响其社会化程度ꎬ增加成年期精神疾

病、违法犯罪、适应不良等风险ꎮ 国外有研究认为ꎬ性
早熟女童较同年龄段的男童更容易发生性行为、精神

疾病、物质滥用、社交孤立、违法犯罪等行为ꎬ若通过

合理的引导ꎬ心理行为问题在成年期可得到很好的改

善[２０] ꎮ 但总体来看ꎬ国内外对性早熟儿童心理行为方

面研究较少ꎬ目前对于患儿如何恢复到相应的心理状

态ꎬ使其达到身心健康一致的发展ꎬ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２１] ꎮ 在实际工作中不应只关注性早熟对儿童生

长发育的影响ꎬ还应重视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ꎬ为其

实施合理的认知行为干预ꎬ帮助解决心理行为上存在

的问题ꎬ对促进患儿身心全面发展有着重大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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