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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贴士

□特别关注

眼下，停课不停学，使得学生使用
电子屏幕的时间在明显增加，我想就如
何保护学生视力健康跟大家交流一下。

导致学生近视最主要的原因是不良
用眼环境与行为习惯、过早过多使用电
子视频、高强度近距离用眼以及缺乏户
外活动。要管理好视力健康，最重要的
是要做到以下三方面：

一是家长应承担起保护孩子视力健
康的责任。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不
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次疫情让
我们每个人静下来思考，当孩子身体都
不健康了，他还能跑多远？

我们要明白，孩子视力健康关乎一
生幸福。家长既是养育孩子的监护人，
也是维护他们视力 健 康 直 接 的 责 任
人。中小学阶段是孩子眼屈光发育敏
感期，绝大部分学生的近视问题都是
在这个时期内发生、发展的。近视一
旦产生，会给孩子学习、生活、就业带
来较大影响，还会引发相关的眼疾病和
并发症。

成长阶段的儿童青少年往往自律能
力不足，需要家长督导和帮助，因此家
庭是孩子预防近视的第一道防线。现在
大家都在居家隔离，家长就更要担负起
责任，言传身教，践行“健康第一”的
理念，营造好的视觉环境，科学落实家
庭视力健康管理，帮助和督促孩子养成
良好的用眼行为和习惯，唯有如此，才
能预防控制近视的发生与发展。

二是青少年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
任人。青少年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在家长帮助下，青少年除了要积极
关注自身视力状况，主动学习掌握科学
用眼护眼等健康知识外，还要遵守班主
任要求的各项近视防控规定，养成良好
生活习惯，不熬夜、不挑食，合理膳
食、适量运动，自觉控制电子产品使用
时间，做到起居有常，生活有度，饮食
有节，锻炼有方，用眼有法。

三是掌握科学的居家防控知识。近
视是可防可控的，一旦近视产生则无法
逆转。因此，家长需要转变观念，要转
变“重治轻防”的观念，从以“治病”
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从孩子
视力健康开始提前预防近视的发生，抓
早抓小，从源头控制，实施风险管理，
定期监测，掌握孩子的屈光发育状况与
实施针对性的综合干预，对孩子健康进
行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动态管控，才
能持续维护孩子的视力健康。

要做到视力健康，需要了解科学的
视力健康管理基础知识与有效的举措和
方法。针对疫情期间学生健康与视力健
康问题，我们组织了多学科专家编辑和
录制系列科普知识及在线讲座，也希望
家、校、社会，师生、家长共同关注疫
情期间的学生视力健康，让他们在疫情
之后还能拥有健康的视力。

“疫情居家”护眼顺口溜：
疫情防控要隔离，停课不能停学习；
网络课堂来支持，科学用眼要牢记。
电子产品首选好，屏大投影分辨高；
不反光、无频闪，采光照明都达标。
网上学习分时段，课间休息要远眺；
读书写字三个一，桌椅匹配端坐好。
眼保健操认真做，按准穴位要记牢；
早睡早起眼肌操，居家运动不能少。
营养均衡不挑食，一日三餐很重要；
自我管理定制度，难在坚持要做到。
守好心灵的窗户，做好德智体美劳；
从小健康放第一，保护视力齐努力。

［作者系武汉市青少年视力低下防
制（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居家学习，
如何保护视力健康

杨莉华

当前，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下，
学生们仍在居家防疫。在身体活动极
易减少、久坐行为可能会严重增加的
情况下，大家不妨检查一下自己：腰
部是否开始有了游泳圈？是否觉得最
近常常烦躁易怒？是否整天上网、玩
手机？是否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活动筋
骨了⋯⋯

在抗疫战争打响半个月后，网上
开始流传“月半”两个字，这是否是
大家长时间宅家之后最担心的事情？
上海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医师组组长
周新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肥胖更容
易导致病情加重；张文宏医生也说
过，肥胖的人一旦得肺炎，死亡率要
比普通人高。

肥胖已成现代“流行
病”

研 究 显 示 ， 从 2004 年 到 2014
年 ， 国 民 全 身 性 肥 胖 率 增 长 了
200%。儿童青少年超重率从 4.5%上
升到 9.6%，全国多所大学的学生肥
胖率与超重率已超过15%。我们并不
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健康”。

国际调研数据表明：如果我们再
不行动起来，人类历史上将会首次出
现子代寿命短于父代的现象，平均短
5 年左右。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正上演
一场“慢”下来的比赛，美国和英国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分别下降了32%和
20%，而我国却在半代人的时间里下
降了 45%。显然，我们是一个“慢”
得最快的国家。

身体活动水平急剧下降导致的不
良后果如“蝴蝶效应”般接踵而至。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近年来我国儿
童青少年运动猝死现象也频频发生。
伏案久坐、电动代步、手机成瘾、学
业繁重等生活方式正无形中摧残着大
家的身心健康。以至于有人用“软、
硬、笨、晕”四个字来形容儿童青少
年的身体发展现状，即骨头软、关节
硬、动作笨拙不协调、平衡能力差。

人们经历了千万年由猿进化成了
人，而随着“数字化”社会的飞速发
展，我们的身体形态却逐渐向猿“进
化”。面对这样的“返祖”现象，我
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运动促进健康

钟南山院士一直强调，免疫力是
当下最好的药物。

金银潭医院第一位出院的患者提
到，他在出院后快速恢复的秘诀除了
增加营养外，体育锻炼是其中一个重
要手段。事实上，人体的免疫过程就
好比“奥特曼”打“小怪兽”，各种
免疫细胞是“奥特曼”，新冠病毒则
是“小怪兽”。当“奥特曼”越多越
强壮时，“小怪兽”就能越快地被消
灭，而长期参加有规律的科学体育锻
炼正是快速“生产”与“强壮”“奥
特曼”的马达。运动对疾病的预防作
用是药物无法替代的，这已成为国际
医学研究的共识。

科学的体育锻炼除了能够改善免
疫系统外，几乎对人体每一个系统都
能起到激活与调节的作用，对大脑发
育与心理健康的促进也大有裨益。研
究表明，运动主要是通过刺激人体出
汗来排毒，不仅可以帮助人体排出生
理上的毒，还可以排解不良情绪等心
理上的毒素。

同时，运动还可以通过刺激人体
分泌一些重要激素和神经化学物质来
促进脑细胞之间建立连接，从而促进
大脑发育。在运动 20 分钟后，大脑
就会被运动“点燃”并产生各种连
接。运动就像给我们的大脑装上了不
同的“开关”，低强度运动主要打开
与信息加工和认知控制有关的开关，
而中大强度运动主要打开与情绪调节
和缓解压力有关的开关。如果大家感
觉近期压力很大，不妨选择中大强度
运动，结合力量练习和深呼吸，大量
排汗，缓解压力。

居家运动抗疫需科学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少出门甚至
不出门，积极“宅”家,是当前每个人都
能作出的贡献。“宅”家抗疫首先需要
重视的就是通过运动来“武装”身心健
康，提高免疫力，减少生病。

我们说，运动对于预防疾病而
言，是良药；对于日常健康需求而
言，更是“营养”。作为健康所需要

的“基本营养”，运动既不可或缺，
也不能过量。如果想持续获得健康，
不仅要坚持参与运动，更需要制定科
学合理的运动方案。

讲到科学的体育锻炼，可能很多
人都知道 FITT 原则，这是运动的黄
金原则，包括频率、强度、时间与类
型四个方面。为了帮助大家科学地居
家运动，我们专门制定了一个“特殊
时期”的居家运动方案，即：每日上
下午各进行一次至少 10 分钟中等及
以上强度的正式体育锻炼 （这个 10
分钟不包括热身和放松时间），以有
氧练习为主，建议每周至少补充 2 次
力量练习；每次坐下来不能超过 60
分钟，最好每隔 40—50 分钟左右进
行 3—5 分钟的拉伸与有氧操等微运
动。另外，我们不仅要自己动起来，
更要带动家人一起动起来，每天进行
1次10—15分钟中等强度的“全家总
动员”。这是我们与家人一起非常宝
贵的“亲情时光”！

“中国青年”准备好了吗

“中国青年”，这是我想说的一个

关键词。在这场抗疫战争中，出现了
一大批“90 后”的年轻人，为了抢
救病人，奔赴前线，不怕牺牲，勇往
直前，真正展现了中国青年的使命与
担当。

鲁迅曾在 《新青年》 中写了这么
一段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
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之流的
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我们需要思
考的是：国难当前，我们的每位大学
生是否都能承载“中国青年”这四字
之重任？！

17 年前就奋战在“非典”一线
的 钟 南 山 院 士 ， 虽 然 已 经 84 岁 高
龄，一直坚持运动；在疫区忙得连轴
转的医护人员们，每天常常需要连续
工作 16—18 个小时⋯⋯试想如果没
有强健的体魄、顽强的意志、坚毅的
品格，又如何能够支撑着他们负重前
行？

毛泽东同志一直非常重视体育运
动，曾提出“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
无德智也”。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也
认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
应当是每一位同学在学校期间首先接

受的教育。正如白岩松所说：应该让
体育成为中国人的家风，这是此时中
国最需要的东西。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教
育大会上特别强调：“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体育
又何尝不是在五育中占据了C位呢？

“中国青年”，应该是什么样的
呢？作为国之栋梁，需要具有良好的
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应
该是体重适宜、体态优美、体格强
健、体力充沛，意志顽强、积极进
取、自尊自信、乐观开朗,遵守规
则、诚信自律、责任担当和善于合作
的人。只有这样的人，不论遇到何种
困难，都能发出专属于“中国青年”
的时代强音！

疫情期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名
战士！衷心希望，每一位同学在这场
新冠战“疫”中，每天坚持参与体育
锻炼，动出健康，动出未来！以运动
为匕首，做抗疫之楷模！以体育为武
器，做新时代优秀的“中国青年”！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
康学院教授）

运动先行，做健康“中国青年”
汪晓赞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新型冠状
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灾难来临，中
华民族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坚毅、智
慧和团结，让世界为之叹服。

我们该如何培育青少年拥有健康
心理品质去面对未来不可预知的灾
难？记者专访了关键期心理学和社会
学专家殷红博教授。

殷红博教授认为，纵观人类发展
史，人类经受了许多灾难的考验，并最
终战胜了灾难；人类文明更是从灾难中
崛起，从灾难中复兴。当灾难降临，一
个国家战胜灾难主要有三个决定因素：
第一个决定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管理体

制；第二个决定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科
学技术发展水平；第三个决定因素，是
一个国家全体公民的人性心理品质。

殷红博教授指出，人性心理品质
是人类良知的综合体现，是人类自身
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和动力，也是每一
个公民成为真正的社会人、法制人、
道德人和伟人的核心要素。各个时代
的各个阶层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状态，
这种心理状态又决定了他们的言行。
无数案例证明，越是面对大灾、重
灾，一个国家全体公民的人性心理品
质的发达水平，越是能成为决定战胜
灾难无可替代的精神力量。

在殷红博教授看来，人性心理品
质主要由同情、感恩、善良、诚信、
公正、利他六大核心要素组成。

殷红博教授表示，6 项人性心理
品质都良好发展的青少年，90%以上
不会出现心理健康的问题，具有感恩
和利他品质的青少年，80%以上不会
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而缺乏感恩、利
他和同情品质的青少年，70%以上会
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并影响一生的学
习和幸福。

殷红博教授告诉记者，这次疫
情，一线的各类医务人员、公安干
警、各级领导，都表现出了优秀的人

性心理品质，尤其是他们表现出的利
他心理品质更是战胜灾难的无穷力
量，为所有人做出了榜样，这种榜样
的力量正在鼓舞、激励着越来越多的
人自觉投入到防治疫情的战斗中。他
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值得全世
界人民学习和敬重。

殷红博教授认为，灾难中涌现出
的无数个鲜活的案例，是政府、社
会、家庭和教育机构进行人性心理品
质教育的最好素材。

如何借重大疫情对青少年开展人
性品质教育?殷红博教授从短期和长
期两方面对开展人性心理品质教育给

出建议：短期内，父母可利用疫情居
家的短暂时间，引导孩子按照上述的
6 个品质结合案例开展家庭讨论，学
校则可通过线上课堂，进行案例教
学。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相关部门
可编撰公民心理品质培育读本，多渠
道、多形式地开展立体化教育，让我
们的下一代有足够强大的心理品质来
面对每一次灾难的考验！

作为发展关键期学术研究的开创
者，殷红博教授通过 37 年跟踪研究
发现，建立“同情、善良、感恩、诚
信、公正、利他”等人性心理品质的
发展关键期都在 7 岁之前，每一个孩
子在 7 岁之前都应该具备这些人性心
理品质，无论从国家、民族还是将要
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角度来讲，
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人性
心理品质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基
石，应把人性心理品质教育作为教育
的重要内容，贯穿于青少年教育的各
个阶段，为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奠定
基础。”殷红博教授强调。

良好心理品质是健康的基础
——访关键期心理学与社会学专家殷红博

本报记者 李小伟

居家锻炼母女齐上阵。 杨多 摄

无锡太湖学院

疫情“大考”中推动立德树人
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不仅考

验责任担当，也为高校立德树人提供
了鲜活的教材。3 月 9 日，无锡太湖学
院组织全校师生观看“全国大学生同
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课”，学生结
合身边的榜样，展开热议，深受感
动。疫情发生以来，学校护理专业多
名毕业生奔赴一线，50 多名优秀学生
主动参与抗击疫情，一批青年志愿者
加入疫情防控“志愿突击队”，充分
展现了“大考”面前大学生的责任担
当和爱国情怀。

疫情发生以来，无锡太湖学院第
一时间行动，迅疾落实部署，严格
排查、严格隔离、严格防控。全国

三 八 红 旗 手 、 无 锡 太 湖 学 院 理 事
长、党委书记金秋萍，坚持党旗引
领、汇聚抗“疫”力量，通过自己
的行动践行党员的使命职责，她的
精神感染了全校教职工党员。她带
头 向 社 区 捐 款 ， 把 校 友 们 捐 赠 的 8
万 只 口 罩 捐 赠 给 医 院 等 基 层 单 位 ，
开创出疫情防控“区校结对、联防
联控”新模式，与社区疫情防控一
线的工作者共同筑牢防线。向 280 多
名湖北籍学生一一寄送慰问信和口
罩 等 防 疫 物 资 ， 安 排 专 人 “ 一 对
一”提供在线学习、就业指导、生
活保障等服务。由于连日来工作劳
累，金秋萍在学校督查防疫物资时

摔伤骨折，立即被送往医院打上石
膏，她第二天又坐着轮椅、忍着疼
痛返回抗“疫”岗位，继续指挥学
校抗击疫情。她始终坚持负伤不下

“疫”线，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在得知物联网工程学院有一个学生
确诊后，她与学生第一时间取得联
系，提供暖心关怀，当天就发放万
元慰问补贴，该学生病愈出院后为
感恩母校、回馈社会，主动捐献血
浆，用实际行动帮助更多的新冠肺
炎患者。

无锡太湖学院师生、校友同心战
“疫”的感人事迹在全校 2 万多名师生

的朋友圈中刷屏，成为学生在疫情

“大考”面前上好人生大课的生动案
例：2019 届护理专业毕业生林豪俊第
一批随团出征，在战“疫”烽火线上
冲锋陷阵，精心护理急危重症患者，
被誉为最帅“男丁格尔”；无锡太湖
学院护理学院毕业生陆海林毕业后就
职于无锡四院重症医学科，她主动请
缨，驰援武汉光谷院区；会计专业双
胞胎姐妹于文倩、于文慧投身社区防
控一线，被称为战“疫”姐妹花；艺
术学院学生通过动漫、手绘、书法等
形式在全媒体平台推出艺术作品，与
前线的医护工作者并肩战“疫”；留
守外籍教师在亲身感受到学校疫情防
控中的人文关怀后，主动无偿献血，

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出力⋯⋯类似
事例不胜枚举。

作为一所多次荣获国家、省、市
党建和思政先进单位殊荣的应用型本
科高校，无锡太湖学院高度重视立德
树人工作，打造思政金课，推动疫情
防控先进典型进教案、进课堂，入耳
入脑入心，将疫情防控作为思想政治
教育和立德树人的现实教材，受到广
大师生点赞。学校对受疫情影响严重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力做好资助
和学习生活保障；并对所有 2020 年报
考无锡太湖学院的参与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的子女减免学费。

（王 拓）

太湖学院财务 1901 班学生
徐颖报名参加了南京志愿者活
动，做好火车站旅客的防疫排
查、登记、引导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