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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武汉市落实健康中国行动精神ꎬ充分发挥学生近视防控工作在学生健康促进中的作用ꎬ以教育为主线、以学校为

阵地ꎬ通过整合教育资源ꎬ建立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学校、家庭和公益性专业技术服务机构组成的多层次学校学生近视综

合防控体系与服务网络ꎬ融合多学科ꎬ针对全体学生构建全过程的视力健康管理服务体系ꎬ并运用互联网＋云智能监测ꎬ建
立智慧化学校学生视力健康管理平台ꎬ全面高效实施学校学生视力健康教育、监测、监控、监管工作的近视防控新路径ꎬ以
学生近视防控工作作为突破口ꎬ全面促进学生体质健康ꎮ 武汉市 ２０１９ 与 ２０１８ 年标准近视率对比ꎬ不同学习阶段标准化近

视率小学、初中、高中分别下降了 ３.３１ꎬ２.５０ꎬ２.２６ 百分点ꎬ小学阶段近视率明显低于全国水平ꎮ 疫情后调查显示ꎬ武汉市中

小学生家庭视觉环境及视觉行为的达标率和知晓率达到 ８０％以上ꎬ新生近视或视力下降人群为 ３０％ꎬ低于国家平均水平ꎮ
“武汉模式”对于完善当前的学校学生、公共卫生工作不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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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学生体质健康问题形势严峻ꎬ学生体质

水平多年来持续下降ꎬ肥胖、心理问题不断攀升ꎬ尤其

是学生近视方面[１] ꎬ引起了党和政府高度重视ꎮ 习近

平总书记对学生近视问题作出过多次批示ꎬ对“学生

眼镜化”表达了强烈隐忧ꎮ ２０１８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ꎬ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为 ５３. ６％ꎬ位居世界第一ꎮ 其中 ６ 岁儿童近视率为

１４.５％ꎬ小学生为 ３６.０％ꎬ初中生为 ７１.６％ꎬ高中生为

８１.０％[２] ꎮ 儿童青少年近视危害学生体质健康ꎬ当前

已成为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３] ꎮ ２０１８ 年教育部

联合八部委颁布«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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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４] ꎬ２０１９ 年国务院健康中国行动明确提出以近视

防控作为全面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突破口[５] ꎬ近视防

控工作已然上升为国家战略ꎮ

１　 武汉学生视力健康管理服务模式

武汉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重视学生的健康问

题ꎬ特别是学生近视防控工作ꎮ 自 ２００５ 年起ꎬ市委、市
政府连续下发文件ꎬ出台了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公

共政策ꎬ将学生近视防控作为民生工程并纳入统筹规

划ꎬ创新健全了组织管理与保障机制ꎬ构建学生视力

健康管理模式与体系[６] ꎮ ２０１８ 年教育部授予武汉市

全国青少年学生视力健康管理示范区ꎬ希望为全国学

生近视防控工作提供可借鉴的模式与经验ꎮ
１.１　 政府主导ꎬ健全组织与管理保障机制　 建立以政

府为主导、多部门联动的组织管理体制ꎬ成立中小学

生视力健康管理工作指导委员会负责统筹管理ꎬ纳入

各部门职责ꎮ 组织多学科专家成立市中小学生视力

健康管理专家委员会ꎮ 创新机制ꎬ成立非营利性专业

技术服务机构———武汉市青少年视力低下防制中心ꎬ
变“治”为“制”ꎮ 由市教育局负组织实施ꎬ采取“养事

不养人”的管理方式ꎬ委托市视防中心提供全市中小

学生视力健康的技术支持与公共服务ꎮ 新型机制产

生了较好效果ꎬ将“养人”转变为“养事”ꎬ让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ꎬ并将监管与实施职能分开ꎬ保障视力健

康管理工作有效推进ꎬ实现了防控成本降低、科学性

增强、工作效率提升的 “ 一降、 一增、 一升” 三重效

应[７] ꎮ
１.２　 战略前移ꎬ构建学生视力健康管理服务模式与体

系　 近视一旦发生便不可逆转ꎬ若想从根本上解决学

生近视高发现象ꎬ必须抓早抓小ꎬ从源头开始防控ꎮ
武汉学生近视防控工作经历了从“查病治病”到“综合

防治”再到“视力健康管理”ꎬ从以“治病为中心”全面

转向以“健康为中心ꎬ坚持预防为主”的大健康理念ꎬ
实施学生视力健康管理战略前移ꎬ主要体现在以下方

面:防控周期前移ꎬ抓早抓小ꎻ防控环节前移ꎬ从以治

疗为主前移至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ꎻ预防意识前移ꎬ
从视力健康的学生开始进行早期监测、预警干预ꎮ 通

过研究与实践ꎬ构建了“以促进学生视力健康为目标ꎬ
以科研为先导ꎬ以学校为平台ꎬ以中小学生全人群为

对象ꎬ集健康教育、监测预警、综合干预和动态管理于

一体”全过程的学生视力健康管理服务模式ꎮ 融合多

方位(预防、保健、康复)ꎬ多层次(生理、心理、社会)、
多环节(学校、家长、学生)ꎬ多阶段(视力正常、假性近

视、真性近视)ꎬ建立了学生视力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包括基本公益服务与专项服务规范)ꎮ
１.３　 以教育为主线ꎬ构建学生视力“四道防线” 　 武

汉市以“师生健康ꎬ中国健康”为主题ꎬ坚持树立“健康

第一”的教育理念ꎬ激发学生维护健康的参与性、积极

性ꎬ培养健康自我负责的意识ꎬ加强自律性ꎬ养成良好

行为习惯ꎬ达到健康自我管理目的ꎮ 市视防中心、学
校、家庭三方共管ꎬ共建学生视力健康保护“四道防

线”:以教育提升素养ꎬ建立学生视力健康教育的“前

线”ꎻ以监测促进自我健康行为ꎬ守住监测预警的“底

线”ꎻ以对主要影响因素监控ꎬ促进和筑建综合干预的

“保障线”ꎻ以动态监管来持续维护健康ꎬ形成动态管

理的“监控线”ꎮ “四道防线”将视力健康管理工作融

入到学生成长的细节之中ꎬ从源头控制青少年学生近

视的发生与发展ꎬ将防控成本降到最低ꎮ
１.４　 运用“智能监测与大数据管理系统”ꎬ构建智慧

化学校学生视力健康管理平台 　 武汉市通过多年近

视防控实践经验以及运用互联网＋思维ꎬ整合公共卫

生与智能化研究资源ꎬ研究开发了学校学生视力健康

智能监测设备与大数据管理平台ꎬ以健康教育为主

线ꎬ建立学校学生视力健康智慧化教育、监测、监控、
监管全过程综合防控服务体系ꎬ形成学校、家庭、专业

机构学生视力健康全过程跟踪管理系统ꎮ 对学校和

班级的视觉环境、视觉行为进行实时风险监控ꎬ建立

全市标准统一、连续动态的学生视力健康电子档案ꎬ
通过大数据管理系统出具分析评估报告ꎬ指导学校和

班级针对性开展工作ꎬ升级校保健室ꎬ建立智慧化学

校学生健康校长工作室ꎬ让学生在校园可随时进行视

力健康自测、自检、健康素养自我评价ꎬ把防近工作

“极简化”ꎬ抓住每日、每周、每月、每学期 ４ 个结点ꎬ将
学生视力健康日常管理落到实处ꎬ形成常态化ꎮ 武汉

示范区已实现全市中小学校学生健康教育、监测、监
控、监管智慧化管理与全覆盖ꎬ并运用数据开展学生

视力健康管理排名与考核ꎮ
１.５　 开辟综合防控体系新路径保障工作落实　 在经

历新冠疫情之后ꎬ近视防控工作面临新的挑战ꎮ 武汉

市运用教育资源、社会公益力量、智慧化的管理ꎬ以学

校为阵地ꎬ快速高效搭建市、区、校三级多层次学校学

生近视综合防控体系与公益服务网络ꎮ 由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作为责任主体ꎬ负责组织管理ꎬ提供支持性

环境ꎻ市视防中心作为公益性专业技术服务机构ꎬ承
担技术指导、培训与提供公益性服务工作ꎬ与区教育

局体卫艺共同组建区级学生视力健康管理工作站点ꎻ
以学校为平台ꎬ创建视力健康管理学校与校长工作

室ꎬ将校保健室升级为智慧化学生健康管理校长工作

室ꎬ以校长牵头、分管校长负责、保健老师指导班主

任ꎬ落实班级、推进家庭、促进社会共同管控学生的视

力健康ꎮ 将健康教育作为健康促进的主要手段ꎬ树立

以健康教育为核心的全面深入推进近视防控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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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ꎬ武装思想ꎬ改变观念ꎬ全面提升家长与学生

健康素养ꎬ激发学生养成健康自我管理的行为习惯ꎬ
以智能监测与大数据管理系统全面提升工作成效ꎬ保
证近视防控工作落到实处[８] ꎮ

２　 “武汉模式”在学生视力健康促进工作实践中取得

的成效

　 　 武汉市通过建立健全群防群控的多层次综合防

控体系与服务网络ꎬ运用智能设备与大数据管理系

统ꎬ实现了健康教育、监测、监控、监管精准高效落实

学生视力健康管理工作常态化ꎬ学生健康素养得到大

幅度提升ꎬ近视发生率得到有效控制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

武汉市重点监测和管理学校小学阶段视力不良率实

现“三连降”ꎬ ９２ 所重点监测学校监测数据显示ꎬ学生

标准化视力不良率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０.８３％下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５.４５％ꎬ其中小学阶段分别下降 ０.２０％ꎬ２.４５％ꎬ
３.３１％[９] ꎮ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显示ꎬ２０１９ 年武汉市完

成全市中小学生视力健康管理公益服务全覆盖ꎬ学生

视力不良率得到进一步控制ꎬ２０１８ 与 ２０１９ 年对全市

百万学生采取统一组织管理、工作队伍、监测器具、技
术标准、质量控制ꎬ进行近视率监测摸底ꎬ２０１９ 与 ２０１８
年标准近视率对比ꎬ不同学习阶段标准化近视率小

学、初中、高中分别下降 ３.３１ꎬ２.５０ꎬ２.２６ 百分点ꎬ小学

阶段近视率明显低于全国水平ꎮ 在经历疫情后ꎬ武汉

市作为“疫情风暴眼”ꎬ居家隔离时间及网课跨越时间

最长ꎬ近视防控工作面临的挑战严峻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
根据自愿参加、匿名与保密原则ꎬ武汉市通过在线问

卷调查平台ꎬ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展 “武汉市中小学

生新冠肺炎封控期视力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流行病

学调查”ꎬ回收的近 ６０ 万学生问卷显示ꎬ武汉市中小

学生家庭自我健康防护意识有了较大提升ꎬ其中视觉

环境及视觉行为的达标率和知晓率达到 ８０％以上ꎬ受
此次疫情影响新生近视或视力下降人群为 ３０％ꎮ 学

生近视防控武汉模式的工作成效日益凸显ꎮ

３　 “武汉模式”在学校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的借鉴

作用

　 　 当前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建设对于提升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

喻ꎮ 学生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ꎬ学校是学生学

习生活的主要场所ꎬ学校卫生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１０] ꎬ如何通过补短板、强弱项、加保障构建起

学校公共卫生体系ꎬ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与身心健

康ꎬ成为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家长共同关

心的问题[１１] ꎮ 此次疫情中“近视防控武汉模式”为学

生生命安全与体质健康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为全面

开展学校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供了借鉴价值ꎮ
３.１　 当前学校公共卫生主要工作和存在的问题 　
１９９０ 年教育部颁布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规定:学校

应当把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１２] ꎻ普通中小学必须开

设健康教育课ꎬ学校应当开展学生健康咨询活动ꎻ学
校应当建立学生健康管理制度、建立学生健康档案及

积极做好近视眼、弱视、沙眼、龋齿、寄生虫、营养不

良、贫血、脊柱弯曲、神经衰弱等学生常见疾病的群体

预防和矫治工作ꎮ
当前学校卫生工作主要由校医室、保健室承接ꎬ

由于历史和机制的原因ꎬ已很难满足新时代学校卫生

工作的需要[１３] ꎮ 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１)缺乏统

一的组织管理ꎮ 校医和保健老师缺乏管理职能ꎬ无法

有效协调各部门完成学生健康促进工作ꎮ (２)缺乏专

业人才队伍ꎮ 很多地区由于无法解决校医编制问题ꎬ
吸引不了专业人才队伍ꎬ甚至一些地区校医室、保健

室成为部分老师退休前的“养老院”ꎬ人力资源严重缺

乏是当前学校公共卫生工作面临的难题ꎮ (３)缺乏健

康管理服务体系ꎮ 当前校医、保健室主要承接处理学

生突发创伤、突发疾病转诊等最基础的工作ꎬ无法提

供健康教育及监测、监控、监管全过程的健康管理

服务ꎮ
３.２　 疫情期间“武汉模式”为学生健康维护与促进发

挥的关键作用 　 面对学生疫情期间特殊的学习情况

和现实需求ꎬ在网课开始的第一时间ꎬ武汉市教育局

就迅速行动统筹安排ꎬ联合市视防中心组建视力健康

管理工作室ꎬ服务于武汉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

作ꎬ充分发挥组织管理及专业技术优势ꎬ从广大学生

和家长的健康管理供给侧需求出发ꎬ利用多层次综合

防控体系和服务网络ꎬ夯实家庭健康教育科普宣传工

作ꎬ充分发挥健康教育作用ꎬ组建多学科专家宣讲咨

询服务团ꎬ发挥专业优势ꎬ疫情期间开展 １２ 期健康科

普讲座ꎮ 构建学生近视群防群控志愿者队伍ꎬ多层

面、多方位、多渠道积极参与抗疫期间学生自我健康

管理活动ꎬ扎实推进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ꎬ
保障疫情期间全市学生视力健康ꎬ为疫情期间学生健

康维护与促进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３.３　 “武汉模式”在学校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的价值

武汉市以学生近视防控作为学生健康促进工作的突

破口ꎬ树立“以预防为主 以健康为中心”的核心理念ꎬ
以夯实政府公益服务为基础ꎬ将健康教育作为主要手

段ꎬ采取多层次全方位管理的方式ꎬ运用信息化智慧

化的技术ꎬ以较少人力与财力投入、高效搭建起综合

防控体系与服务网络ꎬ为学生提供科学统一规范的全

过程、全方位的健康教育、监测、监控、监管等健康管

理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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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模式”从工作体系保障、健康教育保障、人
力资源保障、健康管理服务保障等方面全面支持学校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ꎮ 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通过构建市级健康管理中心、区级学生健康管理

工作站、学生健康校长工作室形成学生健康综合防控

体系ꎬ责任明确、考核监督机制健全ꎬ可有效落实学校

公共卫生工作实施与组织管理评估考核相关工作ꎮ
(２)树立“大健康”理念ꎬ坚持预防为主ꎬ实施健康教育

战略ꎬ促进健康素养提升ꎬ通过多方式多渠道普及健

康知识ꎬ提高健康素养ꎬ促使学生做到健康自我管理ꎮ
(３)联合多学科专家及公益性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健康

管理专业队伍ꎬ通过搭建线上咨询平台以及线下咨

询、定期流动入校服务等方式ꎬ解决学校校医、保健老

师人手短缺、专业技术能力不够等问题ꎬ为学校提供

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关键保障ꎮ (４)以政府提供的开展

健康教育普及健康知识、开展健康各项风险监测、建
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等学生公共卫生基本公益服务

为基础ꎬ以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开展健康咨询、评估及

干预保健服务为补充ꎬ以智能监测与大数据管理系统

全面提升学校学生健康管理工作效率ꎬ为学生提供全

周期全过程的健康管理服务ꎬ完善学校公共卫生服务

中的缺失和不足ꎬ持续维护与促进学生健康ꎮ
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作为当前突出的公共卫生

问题ꎬ武汉市通过多年实践与科研ꎬ在管理体制、防控

理念、综合防控体系、智能设备与大数据上取得创新ꎬ
收到了较好成效ꎮ 学生近视防控的“武汉模式”不仅

可为其他省市开展学生近视防控工作提供示范引领ꎬ
同时对于解决当前学生公共卫生工作中的难点和痛

点问题ꎬ填补当前学生公共卫生服务不足ꎬ对稳大局、
应变局、开新局和构建学校公共卫生体系具有很好借

鉴意义和应用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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