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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ꎬ北京 １００８１６ꎻ２.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摘要】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学生近视问题重要指示精神ꎬ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ꎬ该文从加强组织领导ꎬ优化系统设计、落实主体责任ꎬ凝聚防控合力、突
出试点带动ꎬ强化示范引领、推进教医融合ꎬ发挥专家作用、坚持科学防控ꎬ定期监测预警、减轻学业负担ꎬ强化体育锻炼、加
强硬件建设ꎬ改善视觉环境、注重家校联动ꎬ全面攻坚克难、加强市场监督ꎬ规范行业行为、加强队伍建设ꎬ强化专业培训、支
持专业建设ꎬ提供智力支撑、加大财政投入ꎬ保障经费落实、加强宣传教育ꎬ突出育人功能、完善考核机制ꎬ依法依规问责等

１４ 个方面ꎬ综述了一年多来中国各省(市、区)扎实推进«实施方案»的落地落实ꎬ中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取得

阶段性进展ꎬ形成了一批阶段性成果ꎬ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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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

作ꎬ习近平总书记就学生近视问题连续作出重要指

示ꎮ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生近视问

题的重要指示精神ꎬ经国务院同意ꎬ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０
日ꎬ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

近视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ꎮ 一年多来ꎬ
全国各省(区、市)扎实推进«实施方案»落地落实ꎬ各
地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方兴未艾ꎬ形成一批

阶段性成果ꎬ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ꎮ

１　 加强组织领导ꎬ优化系统设计
江西、山西、浙江等省份成立儿童青少年近视综

合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机制ꎬ分管副省长任

组长或召集人ꎬ浙江、云南等省份增加新闻出版、医
保、共青团、妇联等部门为近视防控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ꎮ 山东省出台«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ꎬ明确政
府、部门、机构、学校、学生、家庭在加强学生视力保
健、规范学生电子产品使用、加强学生体育锻炼、减轻
学生学业负担、保障学生睡眠时间等方面的责任和义
务ꎮ 云南省明确提出 ２０２０ 年学校教室照明卫生标准
达标率达到 １００％ꎬ确保每所学校至少配备 １ 名校医
或保健教师和 １ 名卫生管理与健康教育骨干人员ꎻ
２０２３ 年全省中小学课桌椅配备卫生标准达标率达到
１００％ꎮ 甘肃省嘉峪关市建立“干预视觉行为、改善视

觉环境、管理视觉健康”三级视力保障体系ꎬ融合视力
健康教育、监测预警、综合干预、跟踪管理等ꎬ健全长
效防控机制ꎮ

７６７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２



２　 落实主体责任ꎬ凝聚防控合力
３１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台了省级近

视防控方案ꎬ黑龙江、江西、山西等省份由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近视防控方案ꎻ福建省在近视防控行动方

案中明确提出学校要建立学生视力健康管理领导小

组、将近视防控工作纳入学校与班主任考核体系、实
行小学课中“暂停”制度、为留校参加体育锻炼的学生

开绿灯等要求ꎮ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已与各省

(区、市)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订了近视防

控工作责任书ꎬ明确三方职责任务ꎮ 天津市和宁夏回

族自治区教育厅、卫生健康委员会分别与当地多市

(区)完成签订目标任务责任书ꎮ 黑龙江省在全省确

立 ３００ 所学生视力监测点校ꎬ通过“一档、二构、三结

合”模式ꎬ推动区域共防ꎮ “一档”指把近视防控与学

生体检结合起来ꎬ使用同一信息化平台ꎬ建立全省学

生视力档案ꎻ“二构”指建立省级视光专业卫生机构和

宣传教育机构ꎬ开展业务培训、科普讲座进学校等工

作ꎻ“三结合”指教医结合、家校结合、防治结合ꎬ构建

多方发力、共同配合的综合防控工作体系ꎮ 北京市建

立教师视力健康教育培训中心、学生视力健康教育活

动中心、学生视力健康宣传活动中心、学生视力健康

干预中心等专门机构ꎬ完善中小学生眼病防控体系ꎬ
推动和指导全市近视防控ꎬ保障经费、人员、办公空间

等基本条件ꎮ 浙江省建立省级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工作指导中心ꎬ专项指导近视防控方案、政策制定和

各地市科学近视防控工作开展ꎮ 山东省成立省级儿

童青少年健康与近视防控研究院ꎬ形成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标准、技术、产品为一体的眼科与眼视光医疗

健康产业链ꎮ 湖北省成立省级青少年视力健康管理

技术指导中心ꎬ督促各地组建学校卫生与近视防控科

室ꎬ加强基层眼科医师、眼保健医生、儿童保健医生培

训ꎬ为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管理提供技术支撑ꎮ

３　 突出试点带动ꎬ强化示范引领
河北省石家庄市加强全国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

建设ꎬ实施视力防控服务体系工程、家庭视觉健康样

本工程、学校视觉环境达标工程、近视防控队伍建设

工程、学生视力档案完善工程、用眼卫生常规标准化

工程、体育健康促进工程“七大工程”ꎬ强化示范引领ꎮ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以学生入学为起点ꎬ为学

生建立屈光发育档案ꎬ针对不同视力状况学生ꎬ制定

个性化方案ꎬ长期跟踪ꎬ动态观察ꎮ 及时调整课座椅

高度及座位ꎬ培养学生良好用眼卫生习惯ꎮ 吉林省长

春市设立南关区、长春新区两个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

干预试点区ꎬ确定 ９ 所近视防控试点校ꎬ建立近视防控

小屋ꎮ 福建省邵武市在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增设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题课程ꎬ与全市 ９２ 所中小

学、幼儿园签订“责任状”ꎬ部署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特色学校遴选创建工作ꎬ预算投入 ２８０ 万元改造

特色学校健康光环境ꎮ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对 １４ ０００
余名学生进行近视筛查并建立视觉发育档案ꎬ将“中

小学生健康体检项目”纳入 ２０１９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ꎬ
为全市中小学生免费健康体检ꎮ 四川省成都市以近

视普查、试点示范、健康育人、一减一增、选聘健康副

校长、建设“健康教室”等“八大行动”为载体ꎬ以校为

本、多方联动、系统整合ꎬ全面推进近视防控ꎮ 四川省

成都市金牛区开展“国球护眼球”课题研究ꎬ增加学生

户外体育锻炼时间ꎬ每班每天一节体育课ꎮ 四川省成

都市成华区电子科大附小坚持让领导班子“动起来”ꎬ
让教师队伍“动起来”ꎬ让学生“动起来”ꎬ让家庭社会

“动起来”ꎬ不断增强近视防控合力ꎮ

４　 推进教医融合ꎬ发挥专家作用
江西省成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治和视力健康专

家组ꎬ推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防治结合、医教

融合”工作模式ꎬ建立校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眼
科专科机构分工协作机制ꎮ 天津市成立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专家指导委员会ꎬ指导各区和学校科学开展

近视防控工作ꎮ 内蒙古自治区从卫生、教育系统遴选

４８ 名专业人员建立近视防控专家库ꎮ 广东省成立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眼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ꎬ组织编制

«广东省学生家庭用眼监督手册»ꎬ指导家长在家督促

学生养成良好用眼习惯ꎮ 陕西省遴选专家组建全省

中小学和高校健康教育指导委员会ꎬ充实教育资源ꎮ
湖北省教育厅组织专家研制«中小学生近视防控十大

须知»«中小学校近视防控正面和负面案例 １００ 例»
«视力健康课堂教学案例指导»ꎬ供中小学校、学生及

家长使用ꎮ 重庆市组织医学视光、预防医学、健康教

育专家联合开发制作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健康教育

标准化课件ꎬ供一线教师免费使用ꎮ 上海市细化近视

分级诊断标准ꎬ优化转诊要求与流程ꎬ建立覆盖“市—
区—社区”三级医疗机构分级转 / 复诊制度ꎮ 依托“上

海健康信息网” “上海健康云”平台ꎬ推动屈光发育档

案、筛查服务、临床诊断与矫治等信息互联互通ꎬ实现

临床诊疗与近视预防、干预服务医教协同ꎬ支持家长

和学生开展视力健康自主管理ꎮ

５　 坚持科学防控ꎬ定期监测预警
浙江省温州市开发近视防控信息系统ꎬ推进中小

学生近视普查ꎬ截至 ６ 月底共完成全市普查 １００ 万名

中小学生ꎮ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开展全区普查ꎬ５ 月

中旬完成 １０ 万名中小学生近视检测ꎬ建立视功能和近

视大数据信息库ꎮ 湖北省运用“互联网＋”思维推进视

力健康管理ꎬ倡导使用数字化学生视力健康管理系

统ꎬ提高学生视力检查效率ꎮ 制定«中小学生视力不

良风险预警分级标准(试行)»ꎬ定期开展青少年视力

健康监测、预警、评估和干预ꎬ通报视力健康管理覆盖

情况ꎮ 辽宁省开发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监测系统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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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并及时更新视力健康电子档案ꎬ科学预判学生近视

发生风险概率和近视发展程度ꎮ 江苏省建立中小学

生视力健康档案和 ６ 岁在园幼儿视力健康档案ꎬ印发

工作方案ꎬ加强业务培训ꎬ保障人员、设备和经费ꎮ 电

子档案覆盖全省中小学生ꎬ２０１９ 年将完成不少于 １００
万 ６ 岁在园儿童建档工作ꎮ 河北省建立儿童青少年视

力健康干预信息服务平台ꎬ实现全省城乡学生视力同

步监测ꎬ数据共享ꎬ并随儿童青少年入学、升(转)学等

学籍变化实时转移ꎮ

６　 减轻学业负担ꎬ强化体育锻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印发«中小学生减负实施方

案»ꎬ严格执行«幼儿园工作规程»«义务教育学校管理

标准»ꎬ完善教育评价体系ꎮ 开展减负督导检查和幼

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行动ꎬ引导家长、社会树立科

学的质量观和人才培养观ꎮ 四川省严格执行«四川省

中小学减负“十严十不准”»ꎬ有效控制学生家庭作业

量、考试次数ꎬ引导各地和学校减少教学电子产品使

用ꎬ增加学生户外运动时间ꎬ保障儿童青少年睡眠休

息时间ꎮ 安徽省全面实施寒暑假学生体育家庭作业

制度ꎬ大力推进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ꎬ结合推进校园

篮球、网球、武术、冰雪运动等体育项目特色学校建

设ꎬ深入推进“教” “练” “赛”ꎮ 西藏自治区坚持开齐

开足体育与健康课ꎬ中小学校每天上下午各做一次眼

保健操ꎬ严格落实阳光体育 １ ｈ 活动和全国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每周 １ 节足球课要求ꎬ坚持开展锅庄舞等特

色课间操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因地制宜强化体育课

和课外锻炼ꎬ坚持普及和发展学校冰雪运动教育ꎬ举
办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和滑雪锦标赛ꎮ 上海市在

静安等 ８ 个区 ２４ 所小学探索实践学生户外活动时间

每天增加至 ２ ｈ 的近视预防干预措施ꎬ干预学校学生

近视发生率较对照学校下降近 ３０％ꎮ

７　 加强硬件建设ꎬ改善视觉环境
江苏省推进教室视觉环境达标工程ꎬ计划 ３ 年内

逐步更换教室照明灯具ꎬ改善照明条件ꎮ 要求普通中

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在校舍新建、改建、扩建前ꎬ由
卫生健康部门对校舍选址、设计进行监督指导并参与

竣工验收ꎮ 将视觉环境、课桌椅匹配等纳入卫生监督

范围ꎬ对设施条件不符合要求的及时下达卫生监督意

见ꎬ提出整改要求ꎬ限期整改ꎮ 安徽省开展“智慧照

明”试点ꎬ优化教室采光环境ꎬ全面更换护眼灯具ꎻ安
徽省芜湖市十二中按照南航飞行班级的采光标准配

备灯具ꎬ在柔和的暖光和蓝色的教室涂墙环境下ꎬ学
生 ３ 年无近视增长现象ꎮ 海南省启动全面配备可升降

课桌椅等工作ꎬ力争 ２０２０ 年秋季开学前实现全覆盖ꎮ
河北省升级改造教室采光与照明、课桌椅配置、黑板

等教学设施ꎬ改善学生学习环境和用眼条件ꎮ 上海市

编制修订«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室照明设计规范»«中

小学校电子教学设备使用卫生规范»ꎬ开展课桌椅配

置使用情况调查ꎬ对学校教室灯光改造、课桌椅配置

等开展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ꎮ

８　 注重家校联动ꎬ全面攻坚克难
重庆市印发 “一起行动ꎬ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

睛———致家长的一封信”ꎬ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广泛宣

传ꎬ营造家校联动共防共控良好氛围ꎮ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各学校落实学生健康体检制度和每学期 ２ 次视力

监测制度ꎬ将视力检测结果反馈给家长ꎬ让家长及时

了解孩子视力情况ꎮ

９　 加强市场监督ꎬ规范行业行为
黑龙江省将经省视光协会审定合格的 ４９ 所医疗

机构作为全省青少年近视眼防控基地ꎬ义务为学生开

展视力筛查、宣传教育ꎮ 江苏省抓好眼视光产品市场

和验光配镜行业监管整顿ꎬ强化眼视光产品质量监管

和验光配镜行业计量监管ꎬ加大眼视光产品生产、流
通和销售领域执法检查力度ꎬ对学校、托幼机构、校外

培训机构采光照明达标情况进行“双随机”抽检ꎬ规范

近视矫正活动ꎬ加强市场监管ꎬ维护市场秩序ꎮ 江西

省、贵州省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ꎬ切实加强

监管ꎬ维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权益ꎮ

１０　 加强队伍建设ꎬ强化专业培训
内蒙古自治区举办全区学校医务人员和保健教

师培训班ꎬ１２ 个盟市 １０３ 个旗县、５７ 所高校的近 １９０
名学校医务人员参加培训ꎬ系统学习近视防控知识和

技能ꎮ 江西省开展全省中小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培训

班ꎬ重点安排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政策及预防知识讲

座ꎬ使校医、保健教师了解掌握儿童青少年视力筛查

近视防控知识ꎬ努力做好学校近视预防工作ꎮ 重庆市

举办多期专题培训班ꎬ对区县教委相关负责人、专干、
校医、健康教育教师进行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

作专项培训ꎬ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ꎮ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将健康教育纳入教师和学校领导继续教育ꎬ并
在教师国培计划中加入健康教育相关内容ꎬ将健康教

育师资培训列入本地教师继续教育和教师校本培训

计划ꎬ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预防学生近视

专业培训ꎬ不断提高中小学卫生保健、健康教育人员

职业能力和专业素养ꎮ 山东省强化近视防控专业知

识ꎬ举办全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培训班ꎬ各市、
县(区、市)教育局卫生专干和部分中小学校长 ３８０ 余

人参加培训ꎮ 河南省连续举办 ５ 期综合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教育装备改革创新研讨会ꎬ５００ 余人参加ꎬ覆盖

到全省 １５８ 个县(市、区)ꎻ举办 ２ 期全省中小学近视

防控管理人员培训班ꎬ近 ３００ 名管理人员和学校校医

等参加培训ꎮ 湖北省把加强学校体卫艺工作纳入全

省教育管理干部、校长、教师培训计划的重要内容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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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组织专题培训ꎻ组织教育管理干部和校长重点开展

近视防控工作专题培训ꎬ要求市(州)教育局培训到中

心学校校长ꎬ县级教育局培训到中小学班主任ꎬ建立

健全培训考试考核制度ꎮ 将学生视力健康工作列为

省级培训计划ꎬ重点做好近视防控培训ꎬ省级培训乡

镇中心学校校长 １ ０００ 人次ꎮ

１１　 支持专业建设ꎬ提供智力支撑
江苏省支持高校眼视光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ꎬ南

京医科大学医学技术(眼视光)专业获得一级学科博

士点授予权ꎮ 山东省支持山东中医药大学、青岛大

学、潍坊医学院等医学院校设立眼视光专业ꎬ并逐步

扩大招生规模ꎮ 山东中医药大学眼科与视光医学院

２００６ 年招生以来ꎬ已累计培养专业眼视光人才逾 ５００
人ꎬ２０１５ 年被批准成为我国首批开设国家特控专业

“眼视光医学”专业的高校ꎬ培养本科、硕士、博士、博
士后四级中西医结合眼科和视光学人才ꎬ已成为我国

青少年视力不良防治中西医结合高端专业人才培养

基地ꎮ

１２　 加大财政投入ꎬ保障经费落实
内蒙古自治区在区级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ꎬ下

达全区学校卫生工作经费 ４１０ 万元ꎬ用于支持盟市中

小学学校卫生及健康教育活动经费 １２０ 万元、中小学

近视防控试点县试验区支持经费 １８０ 万元ꎬ为区内的

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划拨 ６０ 万元ꎬ为
区内的 ２ 个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旗县区划拨

３０ 万元ꎬ为 ３ 个自治区近视防控试点旗县区划拨 ２０
万元ꎮ 吉林省财政投入 １ ３８０ 万元ꎬ为全省中小学和

职业学校配备视力检测器材ꎮ 湖北省将学生公用经

费中的体检费用与卫生健康部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经费实行捆绑ꎬ解决了视力检测经费问题ꎮ 湖南

省在 ２０１９ 年学校体卫艺专项经费中ꎬ为近视防控试点

县提供了专项经费支持ꎮ 贵州省省级财政提供综合

防控近视改革试验区和试点县 ２０ 万元专项资金支持ꎮ
甘肃省增设近视防控工作经费 ５００ 万元ꎬ其中 ３００ 万

元支持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嘉峪关

市、白银市开展试点工作ꎬ２００ 万元支持“甘肃省青少

年儿童健康成长指导中心”用于建设全省中小学生健

康体检信息管理系统、校园卫生健康教育知识慕课制

作、年度近视率核定、视力健康管理和健康教育ꎮ

１３　 加强宣传教育ꎬ突出育人功能
福建省依托福建医科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ꎬ制作

６ 集近视防控科普宣传和«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实施方案»政策解读三维动漫ꎬ在教育部门户网站、省
级及各地市主要广播电视、网站持续转载、播放ꎬ广泛

传播爱眼护眼知识ꎬ营造预防近视社会氛围ꎬ收到良

好社会效果ꎮ 福建省聘请著名运动员担任“校园健康

大使”ꎬ省防盲技术指导组成员到各地开展“爱眼日”
宣传指导ꎬ组织医疗机构人员开展眼健康专题讲座及

咨询活动ꎮ 山西省太原市委派专业医生为学校学生

和家长进行近视防控科普讲座 ３０ 余场ꎬ受益学生 ２ 万

余人ꎮ 江西省结合每年“爱眼日”活动等时机ꎬ邀请各

省直医疗机构进校ꎬ为师生开展眼病义诊、屈光不正

检查、爱眼护眼科普讲座、发放爱眼护眼知识宣传册

等ꎬ开展盲人体验、眼球模型拆解、视力表认知和趣味

视觉图等趣味游戏ꎬ将眼科专业知识融入趣味互动ꎮ
四川省知名眼科专家 １０ 人组成的儿童青少年预防近

视科普小分队ꎬ举办儿童青少年预防近视主题宣传活

动ꎬ现场宣读«医务人员倡议书»«学生、家长、教师“爱

眼倡议书”»ꎬ倡导号召广大眼科医生和学生、家长、教
师积极投入到儿童青少年近视预防工作中来ꎮ 发布

四川省儿童青少年预防近视公益广告片«为梦想保护

视力»ꎬ唱响爱眼歌曲ꎮ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在当地

电视台教育时空栏目连续 １２ 期播放“中小学生近视

防控知识”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录制«如何预防儿童

青少年近视专题讲座»短片ꎬ在新疆教育电视台连续

播放ꎬ全区 ９０％以上的学生收看了短片ꎬ达到了很好

的宣传效果ꎮ 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全国“爱眼日” “灵

动儿童阳光少年健康行动”启动仪式ꎬ启动 ２０１９ 年

度近视防控宣传教育系列活动ꎮ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

宁市全市中小学校累计举办爱眼日主题班会 １０ ０８３
场ꎮ 重庆市拍摄 ２ 条 ４５ｓ 近视防控公益广告ꎬ由市文

化旅游委在全市各大媒体免费滚动播出ꎮ

１４　 完善考核机制ꎬ依法依规问责
湖北省对未实现年度学生近视防控工作目标或

排在末位的市县进行通报ꎬ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

平连续 ３ 年持续下降的市县人民政府依法依规予以问

责ꎮ 上海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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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将视力健康知识纳入素质教育内

容ꎬ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课业负担等纳入义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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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下降的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ꎬ要求以班级为

单位ꎬ将近视防控责任分解到各带课教师ꎬ把维护视

力健康作为教师工作基础职责ꎮ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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