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9月7日 星期六

04体育 健康 主编：柯进 编辑：李小伟 设计：丁京红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33 邮箱：jybtiyu2015@sina.com·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电报挂号：81108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30.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已一年多，一年来，教
育部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扎实推进贯彻落实工作，综合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下面我们编发部分省份
的做法以飨读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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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加强新时代综合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工作，按照 《教育部等八部
门关于印发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
近视实施方案〉 的通知》 部署，经
国务院授权，教育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与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签订 《全面加强儿童青
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责任书》。
截至 9 月 3 日，已全部完成。这也
是一年来，教育部等八部门落实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
案》的一项重要举措。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
一头连着党中央、国务院，一头连
着亿万家庭和孩子。

防控近视可从三个层面看:一
是 近 视 防 控 已 上 升 为 国 家 战 略 。
青少年的视力事关国家和民族未
来,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二是向
全社会发出号召，一起关注青少
年 视 力 问 题 。 全 社 会 行 动 起 来 ，
共同遏制青少年视力不良、持续

下滑趋势。三是明确做好近视防
控 路 径 。 充 分 调 动 政 府 、 学 校 、
社会、家庭和学生积极性，做好
近视防控工作。

一年来，我们在以下三个方面
做了努力：一是建立健全领导机
制，把防控近视的责任具体落实到
各个省、区、市。教育部和国家卫
生健康委跟省级人民政府签署了防
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责任书，在责
任书里提出，各个省、区、市力争
每年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要下降 0.5
到 1 个百分点。近视高发省份，要
在一年内争取下降 1 个百分点，其
他 的 省 份 要 下 降 0.5 个 百 分 点 以
上。这是近年来，在儿童青少年体
质健康和近视防控工作方面力度最

大的一项工作。到今年12月份，每
一个省、区、市都要“交账”，要
看这一年来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
工作做得如何，近视率是否真正下
降0.5到1个百分点。

二是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主要
围绕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
体育锻炼和进一步减轻课业负担这
几个方面来努力。这也是教育部和
国家卫生健康委与各省级人民政府
签订责任书里面的核心内容。在这
方面我们要进一步通过推进学校体
育教育的改革，真正落实学校在体
育课上能够帮助儿童青少年学会健
康知识，学会基本的运动技能，同
时做到勤练以及常赛。希望通过这
样具体的举措，能够让广大儿童青

少年更多走进阳光下，走向操场，
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今年年
底之前，教育部还将出台一个新时
代加强学校体育和美育工作的意
见，这个意见里明确提出学校体育
的改革要围绕“教会”“勤练”和

“常赛”三个关键点去做。
这三个关键点如果能真正落到

实处，就可以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能够让广大儿童青少年掌握健
康知识和一到两项运动技能，并且
能够经常性地参加体育锻炼和体育
竞赛。同时，我们也要创造条件让
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得到更有效的保
护，包括不断改善教室的照明情
况、按照学生的身高随时调整课桌
椅的高度、加强眼保健操、加强卫

生健康知识的宣传和普及，让孩子
们能够学会更多保护眼睛、保护身
心健康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三是从教育部等八部门共同推
进工作的角度来讲，我们还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包括设立防控近视的
专项经费、组建防控近视的宣讲团
到全国各地宣讲等。同时国家卫生
健康委和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行
动，包括每年对儿童青少年的近视
情况进行筛查，建立档案，跟踪每
一个学生视力的变化情况，这些工
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
成效。各省份责任书已经签订，宣
讲团、专家委员会也已经成立，并
已开始在全国进行宣讲。各地的责
任书里所列出来的各项行动、各项

计划都在稳步推进。
《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

合防控工作责任书》 明确提出，省
级人民政府利用媒体和宣传平台，
开展近视防控科普教育，引导家
长、家庭和全社会重视近视防控，
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用眼行为和习
惯。切实落实中小学、幼儿园减轻
过重学业负担，保障体育锻炼和户
外活动时间，确保中小学生在校时
每天 1 小时以上体育活动时间。严
格落实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和
课时。有序组织和督促学生在课间
到室外活动或远眺，防止学生持续
疲劳用眼。全面实施学生体育家庭
作业制度，督促检查学生完成情
况。引导家长陪伴孩子时减少电子
产品使用，主动控制孩子特别是学
龄前儿童使用电子产品。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年的努力，
《实施方案》 印发后的第一年近视
防控的目标能够实现。

（作者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
术教育司司长）

全社会行动起来 共同遏制青少年视力不良
王登峰

2019 年6月11日，上海市政府召
开全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会，会
议强调要提高认识，深刻领会儿童青少
年视力健康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强化责任，确保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各
项任务落到实处科学施策，建立健全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长效机制。

印发行动方案。经上海市政府同
意，市教委、市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
共同印发了 《上海市贯彻落实 〈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行动
方案》（以下简称 《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 明确发动和依靠全社会
力量，共同防治，按照“预防为主、分类
施策、综合干预”策略，积极探索、推进
和落实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
术、标准与规范。《行动方案》特别强调
要加强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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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青少年体质
健康水平连续三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
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遴选试点区。根据教育部统一部
署，经区申报、市级遴选上报，徐
汇、闵行、松江、嘉定和金山等五个
区被教育部评选为 2018 年全国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区。

签订目标责任书。陈群副市长代
表市政府与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签署了 《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
合防控工作责任书》。

进行标准修订。开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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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编制修订工作，开展课桌椅配置使用
情况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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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预防为主。自2007年起，上
海市卫生健康委组织推广建立了儿童
屈光发育档案，自2014年起该项工作
被列为上海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有效推动了近视防控关口的前移。

完善综合诊治服务网络。细化近
视分级诊断标准，优化转诊要求与流
程，建立覆盖“市—区—社区”三级医疗
机构的规范有序的分级转/复诊制度。

深化“医教结合”机制。上海市
教委在市卫生健康部门的指导下共同
加强学校健康教育，推动家庭和学校
共同落实学生行为综合干预。依托第
四轮“上海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项目，在静安等 8 个
区的 24 所小学探索实践学生户外活
动时间每天增加至 2 小时的近视预
防、干预措施，干预学校学生近视发
生率较对照学校下降近30%。

自 2016 年 起 ， 该 市 连 续 举 办
“‘目’浴阳光，预防近视”系列主
题宣传活动，制作并传唱全国首支

《爱眼歌》，创造“大眼仔”卡通吉祥
物，通过持之以恒、丰富多彩的宣
教，广泛宣传近视防控核心知识。

上 海 市

将近视防控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因地
制宜，切实推进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
近视工作落实落地。

2018 年 11 月，印发了 《重庆市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实施方
案》 明确发动和依靠全社会力量，
共同防治，强调家庭在近视防控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 6 条倡议
性要求；对学校、医疗卫生机构、
学生以及相关政府部门提出了指向
清晰、易于落实的职责和任务。要
求学校从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加强
考试管理、改善视觉环境、定期开
展视力监测等 10 个方面落实防控措
施。《实施方案》 特别强调要加强考
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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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
康水平连续三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
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2018年12月5日，该市召开全市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会，市教委
主任舒立春同志出席会议并就全市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进行了全面部署。

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经区县申
报、市级遴选上报，该市南岸区被教
育部评选为 2018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涪陵区、南川
区被教育部评选为 2018 年全国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区。

开展基线调查。根据教育部《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复测要求，市
中小学卫生保健所于 2018 年 11 月
组织专业人员对南岸区、綦江区、忠
县等 8 个区县 32 所学校 6000 余名中
小学生进行了近视情况调查。同时，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的要
求，由卫生部门牵头，于 2018 年 12
月，对 24 个区县（占全市 60%，国家
要求 40%以上）开展了近视调查。

开展专项培训。该市教委多次举
办多期专题培训班，对区县教委相关
负责人、专干、学校校医、健康教育教
师进行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有关工作
专项培训，不断提高相关工作能力和
水平。

开展“双随机”抽检。市教委会同
卫生健康部门，于5月至10月开展全市
托幼机构、校外培训机构、学校采光照
明“双随机”抽检，分析研判全市托幼机
构、校外培训机构、学校采光照明情况，
为下一步指导区县和学校开展教学卫
生设施升级改造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该市还开展了签订目标责
任书、启动“爱眼日”系列宣传活
动、制定联席会议制度、印发致家长
的一封信、编制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健康教育标准课件、拍摄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公益广告、明确市级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专门机构、落实校医保
健教师职称评审政策等工作。

重 庆 市

发动和依靠全社会力量 共同防治近视

2019 年，广东省教育厅等八部
门研究制定的 《广东省综合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出台，这预示
着该省近视防控工作全面展开。

2018 年 11 月，该省教育厅联合
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印发《2018
年广东省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工作方
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近视情况调
查。全省 21 个地级市共筛查 10.7 万
多人，调查结果显示，该省儿童青少年
总体近视率为 52.4%，幼儿园 6 岁组
儿童、小学生、初中生、高中阶段学生

（含普通高中及职高）近视率分别为
15.0%、33.5%、71.3%、81.2%。

遴选试验区和试点县 （区）。按
照教育部的部署，经地市和县区申
报、遴选，广州市和梅州市梅江区被
教育部选为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改革试验区和试点县 （区）。
组建专家指导委员会。该省成立

广东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眼健康专
家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制了 《广东省
学生家庭用眼监督手册》，指导家长
在家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2019年3月27日，该省教育厅联
合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在广州市建设六马
路小学举办“爱护眼睛 健康成长”儿童
青少年预防近视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
式。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同步举办了
启动仪式，持续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开展教室采光照明“双随机”抽
检。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今年 5
月，该省教育厅联合省卫生健康委印
发了 《关于开展 2019 年广东省托幼
机构、校外培训机构和学校采光照明

“双随机”抽检工作的通知》，部署开

展对教室 （教学场所） 的采光照明进
行“双随机”抽检，并公布结果。

签订责任书。2019年6月17日，
省人民政府覃伟中副省长与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签署了《全面加强儿
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责任书》。

今后，该省将进一步推进落实
《广东省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
施方案》。按照国家和省的要求，印发
广东省的防近实施方案，研究制定各
部门分工方案，切实落实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的各项工作任务。

加强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
切实加强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
以完善政策制度为重点，加强整体谋
划顶层设计，提升学校卫生管理水
平。以深化健康教育为龙头，成立中
小学和高校的健康教育指导委员会，
切实发挥专家作用；逐步研制大中小
幼一体化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健康
教育实施方案，精准聚焦、取得实效；
做好基础保障，切实加强学校卫生人
员配备、加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建设；
积极改善学校教学和生活环境。

广 东 省

切实加强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
2018年11月1日，山东省正式实

施《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
这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全国第一个促
进 学 生 体 质 健 康 的 省 级 地 方 性 法
规。《条例》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大会上强调的“要树立健康第一的
教育理念”等重要思想写入了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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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国
家有关要求，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
制定了《山东省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
防控推进计划》，该计划也是今后一个
时期山东省做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工作的行动指南。

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在
完成国家卫生健康委和教育部要求的
近视防控调查基础上，该省全面开展
了覆盖全省 16 市的近视监测基线调
查工作。由山东省青少年视力低下防
治中心组建了 7 支调查队在全省 16
市开展调查工作，共调查 8.3 万人。
为科学合理确定责任书相关指标值和
制定完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相
关政策提供依据。

2019 年初，该省在全国率先成立
了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山东省儿童
青少年健康与近视防控研究院，通过科
学、规范的研究，建立和研制出儿童青
少年近视预防和控制近视的关键技术，
制定实施中西医一体化综合治疗方
案。目前该省拟通过 3 年的散瞳随访

调查，全面掌握了解全省17个地市在
校（园）学生近视患病率和发病率、分析
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影响因素，掌握儿
童青少年近视发生、发展规律，建立全
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基线数据库。

近年来，该省组建了山东省学校
健康教育指导委员会，完善了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技术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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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逐步扩大
招生规模。同时，举办了全省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培训班。

为回应社会关切和扩大影响，该
省为《山东省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
控推进计划》召开了省政府新闻发布
会，通报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进
展情况，对《推进计划》进行解读。省
教育厅还会同省卫生健康委、省科协
主办了《光明的未来——千万学生近
视防控大讲堂》“爱眼日”特别节目，
全省中小学生、教师和家长近两千万
人通过电视、网络直播等方式共同
聆听了近视防控科普知识讲座。

山 东 省

以扎实有效措施 聚力推动近视防控

2019 年 3 月，湖北省正式印发
了 《湖北省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 主要特点：一是突
出主体责任。《实施方案》 明确省政
府授权省教育厅和省卫生健康委对未
实现年度学生防近工作目标或排在末
位的市县进行通报，对儿童青少年体
质健康水平连续三年持续下降的市县
政府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二是强化部门职责。《实施方
案》 明确省教育厅等八部门职责分工
和工作要求，突出政府部门在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强
化政府部门责任。

三是处方更具操作性。按照分类
实施、分项管理的原则，《实施方案》以
附件形式明确“学校、幼儿园、家庭、学
生和医疗机构”五大主体的行动处方，
内容清楚，更具操作性。

近年来，该省学校卫生与健康教
育工作以中小学生视力健康管理为突
破口，整合教育部门学生公用经费和
卫生健康部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经费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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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视力检
测经费问题。同时，以开展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免费体检为契机，加强教育
与卫生健康部门合作，共同制定《湖北
省中小学生视力不良风险预警分级标
准（试行）》，定期开展青少年视力健康
监测、预警、评估和干预工作，并将视
力健康管理覆盖情况进行通报。该省
坚持将学生视力检测工作纳入学校健
康管理范围，增强了广大教师参与中
小学生视力健康管理工作的自觉性。

把视力健康管理列入“湖北省健
康校园专项行动”计划。2018 年 4
月以来，该省教育厅认真贯彻落实省
政府印发的 《湖北省健康校园专项行
动方案》 精神，通过实施学生健康行
为养成、师生健康素养提高和学校卫
生制度落实等“三项”行动，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
作，有针对性地开展营养健康、视力
保护和户外运动等健康促进工作，注
重从小培养青少年健康意识、良好的

个人卫生和体育锻炼习惯、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全省健康促进学校达到
1929 所 ， 占 中 小 学 校 比 例 达
24.3%。通过测评，教师健康素养水
平达到 83.1%，学生达到 57.8%，远
高于全省居民平均水平。

开展视力健康基线调查。该省卫
生健康委联合省教育厅和省财政厅于
2018 年 11 月开展了全省儿童青少年
近视率基线调查工作，基本摸清了各
地儿童青少年近视总体情况，并在以
下方面发力：与各市 （州） 政府签订

《责任书》；组织视力健康管理专题培
训；成立视力健康指导机构；开发视
力健康教育资源；运用“互联网+”
思维开展学生近视防控。

湖 北 省

将近视防控列入“健康校园专项行动”计划

2018 年 10 月黑龙江省在全国率
先印发了 《黑龙江省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行动方案》，明确了工作目
标、落实了部门责任，目前，全省各
地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
作、医教结合、预防为主、全员参
与”的防控模式。

抓责任落实。明确部门职责，形
成四级防控体系。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优化顶层设计，成立各级“防近工作领
导小组”，明确防控岗位职责，统筹推
动儿童青少年学生近视防控工作；经
黑龙江省视光协会审定合格，具备专
业资质的49所医疗机构，成为全省青
少年近视眼防控基地；学校发挥主场
优势，明确建立健全防近工作制度，对
各类人员，从校长到保健教师，从班主
任、任课教师到学生家长和学生，明确
防近任务要求；学校积极改善视觉环
境，开展科学用眼知识宣传教育；充分
启用家校联手机制，明确学生视力健
康管理和家庭视力保健措施落实的关
键因素，切实保护孩子视力健康。

抓工作落实。通过在全省确立
300 所学生视力监测点校，不断摸索
经验，形成“一档、二构、三结合”模式，
推动区域共防成果。一档是把防近工
作与学生体检结合起来，共同使用一
个信息化平台，建立学生视力档案，及
时掌握全省学生视力状况，有针对性
开展防近工作。二构是在黑龙江省视
光技术协会中，分别建立视光专业卫

生机构和宣传教育机构，协助学校（相
关部门）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综
合工作，落实保护视力的相关强制性
标准。每年对全省学生视光专业人员
进行业务培训，开展科普讲座进学
校。三结合是教医结合、家校结合、防
治结合，构建综合防近平台，多方发
力、共同配合的防控工作体系。

抓 减 负 ，落 实 阳 光 体 育 运 动 。
2018年该省教育厅印发《关于推后全
省中小学生早晨到校时间的通知》，明
确要求从 3 月 1 日新学期开学起，全
省小学生、初中生早晨到校时间不得
早于 8:00，高中生早晨到校时间不得
早于 7:30，切实保证学生睡眠时间。
同时，严格保证学生课外活动时间，推
动公共体育设施向儿童青少年开放，
开好体育课，组织好每天一小时课外
锻炼活动，让学生动起来、练起来、赛
起来，增强体质健康。

抓健康教育宣传，科学预防近
视。全省每年开展“送健康”主题教育
活动，积极向学生和家长宣传防控知
识。通过课堂教育、“爱眼日”、主题班
会、致家长一封信、反馈学生视力检测
结果等形式，向学生和家长宣传爱眼
知识和防近知识。医院专家进行详细
分析与讲解，积极营造社会、学校、家
庭共同关注学生视力的良好氛围。

黑 龙 江 省

“一档、二构、三结合”推动区域共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