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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和视力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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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党中央、国务院对青少年健康特别是视力健康高度重视ꎬ教育部门和学校切实把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管理

提上重要议程ꎮ 该文阐明了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和视力健康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ꎬ以及儿童青少年近视形成的

主要原因ꎮ 介绍了近年来教育部推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和视力健康管理开展的主要工作ꎮ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下一步全

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重点任务ꎬ充分发挥卫生健康部门专业优势和教育部门的组织优势ꎬ从而更加有效地达

到改善儿童青少年视力不良状况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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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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ꎬ习近平总书记和孙春兰副总理分别对学生

近视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批示ꎬ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

对青少年健康特别是视力健康的高度重视ꎮ ５ 月 ２９
日ꎬ孙春兰副总理在主持召开国务院防治重大疾病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暨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会

议讲话时ꎬ就加强青少年近视防治工作强调指出ꎬ青
少年近视的防治要建立干预体系ꎬ推进医教协同ꎬ突
出学校主体责任ꎬ抓好眼保健操、户外活动ꎬ普及健康

知识等措施落地落实ꎬ坚决遏制青少年视力不良势

头ꎮ 教育部门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防近工作ꎬ认真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学生体质和青少年视力健

康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ꎬ切实把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

管理提上重要议程ꎬ在减轻学业负担、加强户外运动、
普及和坚持眼保健操、宣传健康知识、控制电子产品

使用等方面综合施策ꎬ着力遏制儿童青少年视力不良

的势头ꎬ改善儿童青少年视力不良状况ꎮ

１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和视力健康管理面临的

形势

１.１　 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健康工作ꎬ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ꎬ把健康中国建设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重要支撑ꎮ 儿童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

希望ꎬ亿万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是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环节和支撑ꎮ 近年来ꎬ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虽取得了一定成效ꎬ但
受学业负担加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等因素影响ꎬ儿
童青少年视力不良检出率持续上升且低龄化现象明

显ꎬ成为困扰儿童青少年、家庭、学校乃至社会的一个

重大公共卫生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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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７
~ １２ 岁小学生、１３ ~ １５ 岁初中生、１６ ~ １８ 岁高中生、１９
~ ２２ 岁大学生视力不良率分别为 ４５ ７１％ꎬ７４ ３６％ꎬ
８３ ２８％ꎬ８６ ３６％ꎬ 比 ２０１０ 年分别上升 ４ ５７ꎬ ６ ７９ꎬ
３ ８７ꎬ１ ３４ 百分点[１] ꎮ 视力不良低龄化现象仍然存

在ꎬ７ 岁男、 女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为 ２８ ９５％ꎬ
３２ １５％ꎬ比 ２０１０ 年分别增长了 ０ ８１ꎬ０ ４６ 百分点ꎮ
按照目前的防控措施ꎬ预测到 ２０２０ 年ꎬ我国 ５ 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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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近视患病率将增长到 ５０ ８６％ ~ ５１ ３６％ꎬ患病

人口接近(７ ０４ ~ ７ １１)亿ꎮ 儿童青少年视力不良不仅

严重影响个体学习、工作和生活质量ꎬ大幅增加社会

的医疗成本ꎬ甚至给国家安全稳定工作带来沉重负

担ꎮ 构建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管理综合干预机制ꎬ科
学有效控制视力不良的发生ꎬ扭转近视率居高不下的

现状ꎬ是维护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提升体质健康水

平的重要保障ꎮ
１.２　 儿童青少年近视形成的主要原因　 (１)领导体制

和管理机制亟待完善ꎮ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普遍存

在“缺乏统一领导体系、缺乏全面系统资料数据、缺乏

资金投入、缺乏有效监管、卫生和教育条块脱节、临床

与预防学科脱节”等历史难题ꎮ (２)课业负担重ꎬ用眼

过度ꎮ 现在的儿童青少年在家和培训机构的课外辅

导班较多ꎬ户外活动时间少ꎮ (３)体育锻炼少ꎬ用眼恢

复差ꎮ 部分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紧缺ꎬ儿童青少年课间

只能在教室活动ꎮ 在校每天 １ 小时体育锻炼时间没有

保证ꎮ (４)电子产品滥用ꎬ用眼负担加重ꎮ 智能手机、
ｉＰａｄ、液晶电视、电子游戏机、网络游戏等电子产品和

游戏产品广泛使用ꎬ使得儿童青少年接触屏幕的时间

过长ꎬ造成用眼压力ꎮ (５)眼保健操制度执行不严格ꎬ
做操不规范ꎮ 社会上关于眼保健操对于预防近视的

功能和作用认识不一致[２] ꎮ 部分儿童青少年做眼保

健操动作不规范ꎮ 照明等用眼环境不良ꎮ 部分儿童

青少年在校和在家学习生活时用眼环境不良、视觉光

线差ꎮ (６)不良学习和生活方式的影响ꎮ 学习姿势不

正确、过早过小近距离高强度用眼是诱发近视的不良

用眼环境和习惯ꎮ (７)社会和学生家长预防近视的意

识不强ꎮ 全社会对近视的危害性认识严重不足ꎬ特别

是家长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的知识不足、意识不强、
工作做得晚ꎮ

２　 近年来教育部推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和视力健

康管理开展的主要工作

教育部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ꎬ标本

兼治ꎬ多措并举ꎬ通过规范办学行为、建章立制、普及

和坚持眼保健操、推进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加大宣

传教育力度、推广典型经验等举措ꎬ着力遏制近视发

病率居高不下的势头ꎬ 全力推进儿童青少年防近

工作ꎮ
２.１　 规范办学行为　 印发«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

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 [３] «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

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 [４] ꎬ明确提出减轻学生过

重课业负担ꎬ建立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科学多元的中

小学教育质量评价制度ꎻ印发«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

准(试行)» [５] ꎬ将“增强学生身体素质ꎬ降低学生近视

率”作为学生管理和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

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ꎬ推
动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的问题ꎬ确保中小学生

健康成长ꎮ
２.２　 健全眼保健操和视力监测等防近制度　 完善眼

保健操制度ꎬ将每天 ２ 次眼保健操纳入中小学课程表ꎬ
普遍实施定期调整学生座位制度ꎬ根据教室采光照明

情况和学生视力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座位ꎮ 坚持定期

视力监测制度ꎬ要求每学期对学生视力状况进行 ２ 次

监测ꎬ根据学生视力情况进行分档管理ꎮ
２.３　 推进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　 通过保障体育与健

康课课时、开展丰富多彩的大课间体育活动和课外体

育活动、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６] 等ꎬ落实“每

天 １ 小时”体育锻炼时间ꎬ促进儿童青少年积极参加

体育锻炼ꎮ
２.４　 多渠道开展防近宣传教育　 落实«中小学健康教

育指导纲要» [７] ꎬ要求学校通过健康教育课、专题讲

座、班队活动等向儿童青少年传授科学用眼、预防近

视的知识和技能ꎬ督促儿童青少年养成良好的用眼卫

生习惯ꎮ 利用“全国爱眼日”开展宣传活动ꎮ 自 １９９６
年开始ꎬ每年 ６ 月 ６ 日会同卫生部门组织开展“全国

爱眼日”主题活动ꎬ通过专题讲座、眼保健知识咨询、
专家义诊等多种形式开展眼保健相关知识宣传ꎮ 举

办“全国青少年爱眼知识网上有奖竞答活动”和“保护

学生视力大家谈”征文活动ꎮ 编制并向西部地区中小

学配发眼保健操挂图和光盘、视力表及近视眼防控宣

传材料ꎬ并通过网络免费推广ꎮ
２.５　 开展防近试点工作 　 ２００９ 年ꎬ教育部确定武汉

市为全国青少年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实验区ꎬ开展视

力健康管理试点工作ꎮ 武汉市积极探索ꎬ形成了防近

工作“政府主导、部门配合、专家指导、项目运作”四位

一体的管理机制ꎬ“健康教育、监测预警、综合干预、动
态管理”４ 项内容和“三项监测、三重干预、三方共管”
３ 项工作方法ꎬ对学生视力实施全方位防护ꎬ取得了明

显成效ꎮ
２.６　 建立和完善中小学校体育评价机制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办法»ꎬ
将学生视力状况纳入中小学校体育评价机制ꎬ要求地

方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将中小学校体育督导评

估结果作为干部考核和奖惩的重要依据ꎮ
２.７　 建立部门协同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体

制　 ２０１６ 年ꎬ教育部会同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体

育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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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意见»ꎬ提出协同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

作的要求:(１)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纳入卫生、
教育发展相关规划ꎻ(２)组建省级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工作专家队伍ꎻ(３)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开展儿童青

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试点工作ꎬ探索建立融合健康教

育、监测预警、综合干预、跟踪管理等内容的长效防控

机制ꎻ(４)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纳入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综合考核指标ꎻ(５)注重早期发现儿童青少

年视力健康问题ꎬ探索建立儿童青少年屈光发育档

案ꎬ做到视力异常早发现、早干预ꎮ

３　 下一步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重点

任务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ꎬ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 [８]和«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

方案»ꎬ立足教育实际ꎬ奋发开拓创新ꎬ完善政策和制

度体系ꎬ完善青少年学生近视联防联控机制ꎬ充分发

挥卫生健康部门专业优势和教育部门的组织优势ꎬ在
继续落实现有近视防控制度和措施的基础上ꎬ加大力

度全面加强和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和学校卫生

与健康教育工作ꎮ
３.１　 认真贯彻落实即将印发实施的«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要求ꎬ教育

部会同有关部门研制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ꎬ拟于近期印发实施ꎮ
«实施方案»明确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目标ꎬ从
政府、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学校、家长和学生等 ６ 个方

面明确了防近责任ꎬ进一步完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的政策和制度体系ꎬ着力加强和改进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和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ꎬ为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建设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ꎮ
３.２　 进一步完善联防联控体制机制　 完善儿童青少

年近视联防联控机制ꎬ充分发挥卫生健康部门专业优

势和教育部门组织优势ꎬ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责ꎬ切实

落实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纳入卫生、教育发展

相关规划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综合考核指标ꎬ联合

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

试点工作ꎬ探索建立融合健康教育、监测预警、综合干

预、跟踪管理等内容的长效防控机制ꎮ 联合组建全国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家指导队伍ꎬ制定科学、规范

的近视防控指南和儿童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使用

指南ꎮ 实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相关项目ꎬ做到早发

现、早干预、早治疗ꎮ 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开展科学

研究并推广适宜技术ꎬ着力破解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技术难题ꎮ
３.３　 标本兼治、多措并举ꎬ着力减轻课业负担　 严格

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ꎬ在全国部

署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ꎬ面向学生开展参

加课外学习情况专项调研ꎬ通过加大力度规范社会培

训机构培训行为和引导家长合理安排学生课外学习ꎬ
切实减轻儿童青少年课业和课外学习负担ꎮ
３.４　 严格落实«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每天 １
小时”课外体育锻炼制度 　 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的意见» [９]中有关强化学校体育的各项部署ꎬ引导学

校和家长鼓励和支持儿童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ꎬ
确保每天 １ 小时课外体育锻炼ꎬ增加户外活动时间ꎮ
３.５　 坚持和完善眼保健操和视力监测等制度　 积极

通过健康教育相关课程、专题讲座和“全国爱眼日”主

题活动等ꎬ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管

理ꎬ促使儿童青少年掌握爱眼、用眼知识和技能ꎮ
３.６　 拓展教育教学资源　 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加大

慕课建设力度ꎬ拓展“互联网＋视力健康管理”教学资

源ꎮ 根据中小学和高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求ꎬ结合

新时代不同学段学生健康需要ꎬ开发青少年视力健康

管理和健康教育在线开放课程ꎬ全面解决健康教育师

资不足、课程落实不到位等现实难题ꎬ拓展“互联网＋
健康教育”课程供给ꎮ
３.７　 融入“师生健康中国健康”主题健康教育活动　
加大宣传力度ꎬ增强防近意识ꎮ 把儿童青少年视力健

康管理和近视防控作为 ２０１８ 年“师生健康中国健康”
主题健康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ꎬ在全国学校持续深入

开展防近工作ꎮ 借助媒体力量积极凝练总结、宣传地

方和学校近视防控工作中成效明显、经验可复制和可

推广的特色做法ꎬ充分运用传统和新媒体在全国校园

进行宣传推广ꎬ传播爱眼护眼知识ꎬ营造科学用眼良

好氛围ꎬ推动地方、学校、学生、家长等增强对防近的

正确认识ꎬ推动师生自觉培养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ꎮ
继续开展“全国爱眼日” 等活动ꎬ组织眼科专家进校

园ꎬ开展专题讲座ꎬ组织医学院校师生进入中小学校

和社区宣讲防近知识ꎬ帮助儿童青少年掌握正确用眼

知识和方法ꎬ降低弱视和近视发病率ꎮ
３.８　 加大督促检查力度　 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相关制度和措施落实情况专项督导ꎬ督促各地贯彻落

实«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关于加强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小学学生近

视眼防控工作方案»等文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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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相关培训ꎬ积极加大冷链硬件设备的投入并加
强冷链储存、运输和管理等相关制度的有效落实非常
必要ꎮ

研究还显示ꎬ少数民族的看护人发生乙肝疫苗全
程未及时接种的危险性是汉族的 １.７５ 倍ꎮ 除看护人
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外ꎬ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传统
文化以及获得疫苗信息和保健服务的机会有限也可
能成为及时接种乙肝疫苗的障碍ꎮ 有研究报道ꎬ中国
边远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的父母尽管对疫苗接种的有
效性表示了高度的信任ꎬ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孩
子可以免费接种疫苗[１５] ꎬ提供了改善和加强乙肝疫苗
全程及时接种率的可能干预靶点ꎮ

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看护人相比ꎬ看护人没上
过学是乙肝疫苗全程及时接种的危险因素ꎬ可能是由
于文化程度低的看护人对乙肝疫苗的作用并不了解ꎬ
缺乏及时接种乙肝疫苗的基本知识ꎬ同时对乙肝疫苗
接种尤其是及时接种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高度重
视[１６] ꎬ表明看护人文化程度较低的儿童是及时接种重
点关注的对象ꎮ

综上所述ꎬ虽然西部被调查地区儿童乙肝免疫接
种服务的不公平性有所降低ꎬ但是依然存在不公平ꎮ
未来需要更加重视弱势群体ꎬ尤其是看护人未上过学
且为少数民族、在乡级医院出生和在家出生的儿童ꎬ
促进中国西部地区儿童健康权利的实现和中国儿童
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ꎮ

志谢　 感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ＵＮＩＣＥＦ)、北京大学医学部、兰
州大学、广西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ꎬ重庆医科大学的研究团

队和西部 １４ 个县的政府和现场工作人员在“母子健康综合项

目”调研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ꎬ感谢参与调研的儿童和家长的

配合和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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