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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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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切实加强新时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ꎬ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八部门于近日颁布实施«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ꎬ将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上升为国家战略ꎮ 该文阐述了«实施方

案»的出台背景、政策亮点和重要部署ꎬ以及教育部等八部门、各省份和地方教育系统对«实施方案»的贯彻落实情况ꎮ 提

出下一步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重点任务为以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为指引ꎬ狠抓工作落实ꎬ强化考核刚性约束ꎬ完善

“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专家指导、科研支撑、学校参与、家庭支持、社会共治”的综合防控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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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ꎬ主要研究方向为学校体育、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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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家民族命运、儿童青少年健
康成长、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ꎬ对我国学生近
视问题作出重要指示ꎮ 为切实加强新时代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工作ꎬ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０ 日教育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等八部门联合颁布实施«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ꎬ将防控
儿童青少年近视上升为国家战略ꎮ

１　 «实施方案»出台背景
１.１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　
我国青少年视力健康问题一直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
的心ꎮ 近日ꎬ习近平总书记在看到有关报刊刊载的
«中国学生近视高发亟待干预»一文后ꎬ对我国学生近
视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
低龄化趋势ꎬ严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ꎬ是一个关系
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ꎬ必须高度重视ꎬ不能任其
发展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有关方面要结合深化教育
改革ꎬ拿出有效的综合防治方案ꎬ并督促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抓好落实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ꎬ全社会都要行
动起来ꎬ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ꎬ让他们拥有一个光
明的未来ꎮ 此前ꎬ习近平总书记已就相关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ꎬ为加强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和视力健康
工作指明了方向ꎮ

９ 月 １０ 日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作重
要讲话时再次强调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维护儿童青
少年视力健康、提高儿童青少年身体素质和体质健康
水平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的
重大意义、重要地位和作用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
出ꎬ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ꎬ开齐、开足体育课ꎬ
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
格、锤炼意志ꎮ 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儿童青
少年健康成长的殷切期望和亲切关怀以及对中华民
族长远发展和国家未来的高度关注ꎮ

国务院领导多次就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作
出具体指示ꎬ要求相关部门综合施策ꎬ切实遏制并扭
转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低龄化趋势ꎬ促进儿童青少
年健康成长ꎮ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已成为体现
国家意志的政治问题ꎬ事关民族复兴和国家前途的命
运问题ꎬ关系民族体质健康的危机问题和关系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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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新期待的民心问题ꎮ
１.２　 电子产品大幅加重用眼负担　 近年来ꎬ手机、平
板电脑等带电子屏幕产品广泛普及ꎬ在家长放任和依

赖、学校覆盖、社会影响共同作用下ꎬ儿童青少年低年

龄、长时间、近距离使用电子产品现象非常普遍ꎬ用眼

负担大幅加重[１] ꎬ电子产品在时间、空间、心理等方面

全方位包抄儿童青少年ꎮ 家长把电子产品作为揣在

兜里、随身携带的“电子保姆”ꎬ学校把电子产品作为

不知疲倦的“电子老师”ꎮ 我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

达 ９４％ꎬ多媒体教室已经超过 ８０％ꎬ电子产品辅助教

学广泛应用ꎬ但健康用眼知识却没有广泛宣传ꎬ“电子

老师”正深度融入儿童青少年的学习生活中ꎮ 孩子着

迷并把电子产品作为从不离身的“电子器官”ꎮ “００
后”“１０ 后”是与电子产品共同成长的一代ꎬ在他们眼

里ꎬ电子产品并不是某种工具ꎬ更像是一个身体器官ꎮ
随着电子产品普及ꎬ农村儿童也加入“低头族”ꎮ

对农村儿童来说ꎬ电子产品里有外面的世界ꎬ有好玩

的游戏ꎬ更有父母的消息ꎬ已成为他们最知心的伙伴

和精神寄托ꎮ 近年来ꎬ农村地区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快

速上升ꎬ重要原因就是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滥用[２] ꎮ
三重矛盾阻碍青少年用眼:(１)家长对近视认识

不足与督促健康用眼之间的矛盾[３] ꎮ 许多家长认为ꎬ
看一会电视、玩一会游戏没什么大不了ꎬ近视没什么

可怕ꎬ上学时应以学业为重ꎬ考上好大学以后做个近

视手术就行了ꎮ (２)电子化教学推广与减轻用眼负担

之间的矛盾ꎮ 近年来教育部门积极推进“互联网＋教

育”发展ꎬ通过在线课堂ꎬ优秀教师的教学活动能精准

传输到教学点ꎬ既是教育精准扶贫的有效手段ꎬ也是

新型城镇化以后加强农村教育的新途径ꎮ 但电子化

教学手段有滥用倾向ꎬ不管什么课、不管哪个学段ꎬ都
鼓励使用多媒体一体机教学ꎬ午休时间也给学生播放

视频ꎬ学生几乎一整天都面对一个超大屏幕ꎬ视屏时

间过长ꎮ (３)全社会普遍“低头”与青少年养成健康用

眼习惯之间的矛盾ꎮ 当前我国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

联网的比例高达 ９８.３％ꎬ儿童青少年善于模仿ꎬ在全社

会都在低头玩手机的时代ꎬ很难让孩子隔离ꎬ而一旦

接触电子产品ꎬ孩子又很快被丰富精彩的内容吸引ꎬ
慢慢形成习惯ꎮ
１.３　 课内外学习负担不断加重　 目前很多家长深受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影响ꎬ从幼儿园甚

至从出生开始ꎬ不断为孩子报名参加各种早教培训

班、兴趣班、辅导班ꎮ 到了中小学阶段ꎬ家长对孩子教

育的过度焦虑导致校内减负校外补ꎬ校外培训机构的

超前教学、超纲教学使学生课内外学习负担雪上加

霜ꎮ 家长对市场化的、以刷题为特征的校外培训缺乏

科学认识ꎮ 这与长期以来“唯分数论”息息相关ꎮ 为

减少时间成本ꎬ很多家长选择让孩子放学后在家上网

课ꎬ进一步加重了用眼负担ꎮ
１.４　 近视低龄化、重度化、发展快、程度深 　 ２０１４ 年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与监测结果显示ꎬ各学段学生

近视患病率继续上升ꎬ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

生视力不良率分别为 ４５. ７１％ꎬ ７４. ３６％ꎬ ８３. ２８％ 和

８６.３６％[４] ꎮ
２０１８ 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布的“中

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ꎬ我国四年级、八年级

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为 ３６.５％ꎬ６５.３％ꎻ部分区域

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ꎬ视力不良检出率四年级超过

６０％ꎬ八年级超过 ８０％ꎮ

２　 «实施方案»政策亮点和重大部署
　 　 «实施方案»从政策层面进行了全方位部署ꎬ为防

控近视打下坚实基础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肯定ꎮ
２.１　 政策亮点 　 从整体上看ꎬ«实施方案»有以下鲜

明特点:(１)坚决贯彻落实批示精神ꎮ 今年ꎬ习近平总

书记先后 ２ 次对我国学生近视和青少年视力健康作出

指示ꎮ «实施方案»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ꎬ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作为党中央治国理

政的重要内容ꎮ (２) 打造近视防控“升级版”ꎮ ２００８
年ꎬ教育部印发实施«中小学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方

案»ꎮ ２０１６ 年ꎬ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教育

部、国家体育总局三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ꎮ 经国务院同

意ꎬ«实施方案»明确了 ８ 个中央政府部门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的职责和任务ꎮ 不仅是参与部门“量”的升

级ꎬ更是“质” 的提升ꎮ (３) 明确家庭首当其冲作用ꎮ
提出家庭防控近视的 ６ 条倡导性措施ꎬ是文件的一大

亮点ꎮ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一定要关口前移ꎬ从
婴幼儿开始ꎬ强调家庭对于保护儿童青少年视力的重

大影响和决定性意义ꎮ (４)倡导多方面总动员ꎮ 文件

从家庭、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学生和有关部门 ５ 个方

面提出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倡议性要求ꎮ 倡导和

推动家庭、全社会共同参与ꎬ把这项工作提高到国家

层面、战略高度ꎬ依靠、发动社会力量ꎬ全社会共同

关注ꎮ
２.２　 重大部署

２.２.１　 “开门见山”明确目标　 «实施方案»设定了 ２
个阶段性目标ꎬ且均具有刚性约束意义:一是到 ２０２３
年(本届政府任期内)ꎬ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

近视率在 ２０１８ 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 ０.５ 百分点以上ꎬ
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 １ 百分点以上ꎮ 二是到 ２０３０
年ꎬ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ꎬ儿童

青少年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提升ꎬ６ 岁儿童近视率

控制在 ３％左右ꎬ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 ３８％以下ꎬ初中

生下降到 ６０％以下ꎬ高中生下降至 ７０％以下ꎮ 逐年评

议考核ꎬ逐年确定年度目标ꎬ逐年向前推进ꎮ ５ 年目标

是控制趋势ꎬ２０３０ 年目标是实现根本扭转ꎬ确保儿童

青少年视力健康水平显著改善ꎮ
２.２.２　 “压实责任”签订责任书　 «实施方案»明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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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负责本地区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措施的落实ꎬ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ꎬ国务院授

权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各省级人民政府签

订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责任书ꎬ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逐级签订责任书ꎮ 责任书就是军令状ꎬ签
了就得落实ꎬ落实不了就要问责到人ꎮ
２.２.３　 “注重长远”建立评议考核制度　 «实施方案»
中的一个硬性举措是建立和完善全国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工作评议考核制度ꎬ以刚性的评议考核给各级

人民政府戴上一个贯彻落实的“紧箍咒”ꎬ旨在着力破

解多年来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虽采取了措施、但成效

不明显这一“顽疾”ꎮ 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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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力

推动和促进各地人民政府强化抓好近视防控工作的

责任和使命ꎮ 建立评议考核制度ꎬ强化对省级人民政

府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评议

考核ꎬ是«实施方案»的部署和要求得到贯彻落实的一

个重要保障ꎮ

３　 贯彻落实«实施方案»有关情况
　 　 «实施方案»印发后ꎬ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等八部门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做好贯彻落实

工作ꎮ
３.１　 教育部等八部门开展的工作　 包括:(１)做好政

策解读和新闻宣传ꎮ 教育部发布印发«实施方案»新

闻通稿ꎬ介绍«实施方案»出台背景、近视防控总体考

虑和阶段性目标、对各相关方面近视防控工作提出的

具体要求、建立近视防控评议考核制度和切实抓好贯

彻落实等情况ꎮ (２)专题座谈部署ꎮ 教育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等八部门联合召开贯彻落实«实施方

案»专题座谈会ꎬ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同志和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王贺胜同志出席座谈会

并讲话ꎬ相关方面代表 ５０ 余人参加座谈ꎮ (３)研制分

工方案ꎮ 教育部研制贯彻落实«实施方案»分工方案ꎬ
将 ４３ 项任务分解到 ８ 个部门ꎬ将 ３３ 项任务分解到教

育部相关司局ꎮ (４)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ꎮ 全面汇

总梳理地方和学校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好经

验好做法ꎬ于 １０ 月 ２４ 日编发教育部简报«全国各地

教育部门综合施策 共筑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牢固防

线»ꎬ供地方和学校学习借鉴ꎮ 在教育部门户网站宣

传推广部分地方和学校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经验ꎮ
(５)部署开展近视率核定ꎮ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教育部、财政部三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 ２０１８ 年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工作的通知»ꎬ部署

开展各省份 ２０１８ 年近视率核定工作ꎬ将于年底前完

成ꎮ (６)启动评议考核办法研制ꎮ 教育部已经启动全

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评议考核办法研制工作并形

成初稿ꎬ进一步修改完善后ꎬ征求相关部门意见ꎬ成熟

后按程序报批印发实施ꎮ (７) 强化部门协同推动落

实ꎮ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体育总局、财政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通过组织召开贯彻落实工作会议ꎬ结合部门职责研

制贯彻落实«实施方案»具体行动方案ꎮ
３.２　 各省份贯彻落实«实施方案»、研制近视防控省

级政策文件情况 　 黑龙江省省委常委会召开专题会

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学生近视问题重要指

示精神ꎬ听取学生近视情况汇报ꎬ部署全省贯彻落实

«实施方案»重点任务ꎬ并于 １０ 月 ２６ 日印发全国第一

个贯彻落实«实施方案»省级行动方案ꎻ山东省以立法

形式通过«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ꎬ用专门章

节明确全省学生近视防控重点任务和要求ꎻ其他省区

市教育行政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决策部署ꎬ第一时间启动贯彻落实

«实施方案»行动方案研制工作ꎬ多数省份拟于近日印

发实施ꎮ
３.３　 教育系统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典型经验和

有效做法

３.３.１　 优化顶层设计ꎬ构筑防控体系 　 山东省、黑龙

江省、江苏省、湖北省武汉市、河北省石家庄市、北京

市密云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等地通过

成立近视防控工作领导小组ꎬ纳入地方发展战略和民

生工程ꎬ建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和专家委员

会ꎬ构建多级防治网络等措施ꎬ形成“政府主导、部门

协同、多方参与”的工作体系ꎮ
３.３.２　 定期开展视力监测ꎬ建立视力健康档案　 江西

省、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南京市、河北省石家庄市、
天津市北辰区、辽宁省鞍山市和沈阳市、吉林省长春

市宽城区、北京市西城区棉花胡同幼儿园等地方和学

校建立学生视觉环境、视觉行为和视力健康状况监测

体系ꎬ每年定期开展学生体检、视力筛查和体质健康

监测ꎬ建立学生健康信息数据库和健康档案ꎬ及时更

新筛查结果ꎬ完善医院—学校—家长—学生视力健康

实时监测与预警机制ꎮ
３.３.３　 强化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ꎬ增强儿童青少年体

质　 黑龙江省、天津市、浙江省、云南省、江苏省扬州

市、重庆市南川区等地结合地方特色ꎬ推进阳光体育

运动ꎬ严格落实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ꎬ强化课外

锻炼ꎬ中小学校每天安排不少于 ３０ ｍｉｎ 大课间体育活

动ꎬ确保中小学生每天 １ ｈ 以上体育活动时间ꎮ
３.３.４　 加强硬件建设ꎬ改善视觉环境 　 北京市、江西

省、重庆市、河北省石家庄市、广东省广州市、陕西省

商洛市商南县、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北京市史家胡

同小学等地方和学校加大财政投入ꎬ实施教室和黑板

照明标准化改造ꎬ合理控制班容ꎬ确保各学校教室照

明条件符合国家标准要求ꎬ配备可调节课桌椅ꎬ优化

学校教学卫生环境ꎮ 四川省攀枝花市投入 ３６０ 万元实

施免费作业本政府采购制度ꎬ每年为 １１ 万小学生和初

中生采购“防近视作业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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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５　 减轻学业负担ꎬ缓解用眼压力 　 黑龙江省、浙
江省、北京市密云区等地通过推迟中小学生早晨入校
时间ꎬ保障学生睡眠ꎬ严格控制作业总量ꎬ有效减轻课
业负担ꎮ
３.３.６　 控制电子产品使用ꎬ规避迷恋网络游戏　 天津
市、浙江省杭州市大关小学等地方和学校开展“和电
子产品保持适当距离”家校联合行动ꎬ提出“１５ ｍｉｎ 歇
一歇ꎬ每天不超 １ ｈ”的电子产品使用口号ꎬ积极引导
家长带动和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ꎬ严格监督孩
子电子产品使用时间ꎮ
３.３.７　 创新教育载体形式ꎬ加强视力健康教育　 河北
省石家庄市、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虹桥一小、浙江省杭州市大关小学、北京市西城区
棉花胡同幼儿园、北京市史家胡同小学等地方和学校
开展主题化、活动化视力健康主题教育活动ꎬ丰富视
力健康教育课程设置形式和活动载体ꎬ张贴眼保健操
挂图ꎬ通过绘画展、知识竞赛等活动ꎬ让眼睛健康“动
起来”ꎮ
３.３.８　 动员家长参与ꎬ形成家校合力 　 黑龙江省、天
津市、辽宁省鞍山市等地利用家长学校、家长会、致家
长的一封信和反馈学生视力检测结果等形式ꎬ动员家
长参与防近工作ꎬ指导家长确立科学防近理念ꎬ向学
生家长宣传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的知识和方法ꎬ提高
学生家长对近视危害的认识ꎬ形成家校共同关注学生
视力健康合力ꎮ
３.３.９　 强化考核督导ꎬ夯实工作责任 　 山东省、浙江
省、云南省、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扬州市、北京市密
云区、四川省资阳市、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北京市史
家胡同小学等地方和学校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降
低学生视力不良率纳入对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教育行
政部门、学校、班级和班主任考核内容ꎬ对考核排名靠
前的进行表彰奖励ꎬ对近视发生率未降低的进行通报
和问责ꎮ
３.３.１０　 打牢基础保障ꎬ加强队伍建设　 浙江省、云南
省等地加强区域性中小学卫生保健机构和学校医务
室(卫生室)建设ꎬ按照要求配备校医等专业卫生技术
人员ꎬ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奠定物质基础和基本
保障ꎮ

４　 下一步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任务
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为主线ꎬ以综合防控为主题ꎬ以问题导向和
目标导向为指引ꎬ狠抓工作落实ꎬ强化考核刚性约束ꎬ
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专家指导、科研支撑、学校
参与、家庭支持、社会共治”的综合防控体系ꎮ
４.１　 加强组织领导ꎬ健全防控体系　 研究成立全国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ꎬ强
化组织领导、整体统筹、部门联动ꎮ 建立由政府主导、
多部门联合高效整合的制度体系ꎬ做好整体覆盖、需

求导向、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资源配置ꎬ形成科学高
效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网络和体系ꎮ
４.２　 加大宣传力度ꎬ营造良好氛围　 视力保护工作防
大于治ꎬ预防近视的核心是完善对健康用眼知识的宣
传覆盖ꎮ 进一步加强宣传报道ꎬ建立长期机制加强全
社会近视防控科普宣教ꎬ大力宣传用眼卫生和爱眼护
眼知识ꎬ破解“近视不是病”的长期错误理念ꎬ织密全
链条防护网络ꎬ为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营造
良好舆论氛围ꎮ
４.３　 推进体育改革ꎬ强化体育锻炼　 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
于学校体育教学改革、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重要指示
精神ꎬ着力完善新时代学校体育改革发展的顶层设
计ꎬ进一步健全学校体育发展制度和体系ꎬ不断完善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ꎬ加快体育与健康师资队伍建设ꎬ
聚焦“教” “练” “赛”ꎬ深化学校体育教学改革和标准
研制ꎬ积极推进校园体育项目建设ꎬ完善学校体育评
价激励政策体系ꎬ使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
强体质、 健全人格、 锤炼意志ꎬ 改善学生体质健康
状况ꎮ
４.４　 加大经费投入ꎬ确保保障到位　 将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列入年度预算ꎬ专门用于视力健康状况抽查、
建立视力健康电子档案、支持地方开展近视防控试
点、组织开展宣讲和培训活动等工作ꎮ
４.５　 规范电子产品使用ꎬ减轻孩子用眼负担　 从制度
规范、技术攻关、扩大宣传等方面发力ꎬ控制儿童青少
年过早、过度使用电子产品ꎬ培养儿童青少年健康用
眼习惯ꎮ 研究制定儿童青少年每日每周使用电子产
品的参考上限ꎬ形成全社会共同防范近视的共识ꎮ
４.６　 组建专家队伍ꎬ推进健康教育　 组建全国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专家宣讲团ꎬ明确宣讲目标和要求ꎬ面
向基层和学校广泛开展宣讲活动ꎬ强化儿童青少年科
学用眼意识和能力ꎻ面向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遴选成
立全国中小学和高校健康教育指导委员会ꎬ指导地方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科学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和视力健康管理等工作ꎮ
４.７　 建立视力健康档案ꎬ规范长期跟踪干预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教育部确定标准ꎬ分步实施ꎬ跟踪了解
儿童青少年的屈光变化ꎬ全面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
康电子档案ꎮ
４.８　 推进综合防控试点ꎬ强化示范引领作用　 在全国
部署开展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区和改革
实验区遴选认定工作ꎬ强化示范引领ꎮ
４.９　 加强人才培养ꎬ凸显科研支撑　 鼓励高校开设眼
视光、健康管理、健康教育相关专业ꎬ培养近视防治、
视力健康管理专门人才和健康教育教师ꎮ 推动相关
高校和单位积极开展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管理相关
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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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ꎮ 国内外相关研究显示ꎬ儿童青少年的饮食行为与

超重肥胖之间存在密切关系[２２－２３] ꎬ但研究结果不一

致ꎮ 本研究发现ꎬ在与吃饭速度有关的模式 ３ 中ꎬ相对

于吃饭速度慢者ꎬ吃饭速度适中是超重肥胖的保护因

素ꎬ与李梅等[２４]的研究结果一致ꎬ提示儿童青少年控

制合理的吃饭速度尤为重要ꎮ 本次研究未发现模式 １
和模式 ２ 对超重肥胖的影响ꎬ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

不一致[２５－２８] ꎬ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ꎮ
综上所述ꎬ高膳食知识水平和吃饭速度适中是超

重肥胖的保护因素ꎮ 学校可以设立膳食健康教育课

程ꎬ开展健康知识讲座ꎬ定期监测与学生超重和肥胖

有关的膳食知识和饮食行为ꎬ及时进行干预ꎬ并联合

家长督促儿童青少年学习膳食知识ꎬ提高膳食知识知

晓水平ꎬ促进行为方式向健康和有益的方向改变ꎮ 同

时ꎬ教育儿童青少年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ꎬ以适中的

速度进食ꎬ预防超重肥胖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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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１６０８ 页)
４.１０　 落实评议考核ꎬ夯实工作责任　 完成 ２０１８ 年各

地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基线数据核定工作ꎬ制定全国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评议考核办法ꎬ建立评议考核

制度并印发实施ꎮ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各

省(区、市)人民政府签订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责

任书ꎬ夯实工作责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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