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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的基本原则与对策

廖文科L2

【专家笔谈】

【指示性摘要】从综合防控的角度对近视防控工作进行系统分析。提出了当前加强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基本原则：预防为主，综合防

控；日常措施，常抓不懈；面向全体，突出重点；分工负责，全员参与。同时，提出了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的主要对策，即努力减轻学生用眼负

担，改善学生用眼卫生环境与条件，开展预防近视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坚持每天2次眼保健操的制度，建立学生定期视力检查制度，合理

安排学生作息和体育活动时间，合理安排和改善学生营养，充分发挥家长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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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我国青少年学生近视发病率不断上升。以

城市女生为例，1985年、1995年、2005年小学六年级(12岁)

学生视力不良率分别为33．2％，46．1％，59．5％，初中三年级

(15岁)分别为57．8％，71．3％，79．5％，高中三年级(18岁)分

别为64．7％，77．9％，85．7％。其中近视占视力不良的98％以

上¨‘j。近视患病率不断上升的严峻形势已成为全社会高度

关注的青少年健康问题。200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即中央7号文

件)特别强调要“帮助青少年掌握科学用眼知识和方法，降低青

少年近视率；中小学教师和家长都要关注学生的用眼状况，坚

持每天上下午组织学生做眼保健操，及时纠正不正确的阅读、

写字姿势，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学校每学期要对学生视力状

况进行2次监测；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

件，确保照明、课桌椅达到基本标准，改善学生用眼卫生条件”。

并将“近视的发生率明显下降”作为增强青少年体质健康的主

要目标之一。近视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视的防控涉

及诸多方面和众多环节，必须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综合考虑。

因此，实现中央7号文件提出的“近视的发生率明显下降”的工

作目标，必须根据当前近视防控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从综合防控的角度对近视防控工作进行认真研究，完善工作思

路，提出新的要求。

1 学生近视防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1．1预防为主，综合防控根据目前的医疗技术，近视一旦形

成，眼睛的解剖结构发生改变，除了配戴适度的凹透镜矫正其

屈光不正外，尚无科学、合理、确有实效的治疗方法，控制近视

只有从预防方面寻求解决办法pJ。引起近视的原因既有遗传

因素，也有环境因素。多发于青少年的低度近视更多的是由环

境因素造成的，而后天环境因素导致的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只

要真正消除导致近视发生的后天环境因素，就可以预防近视发

生，延缓近视的发展，有效降低近视患病率。因此，要使“近视

的发生率明显下降”，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把工作的重点

放在预防上。此外，由于近视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导致近视发生

的环境因素(即“致近”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且多种“致近”

因素往往同时或相继存在，同时或连续发生作用，如学习负担

过重、学习场所光线暗淡、用眼卫生习惯不好等往往同时存在。

因此，预防近视不能只针对某一种因素或某一个环节，采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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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防控措施。必须针对多种“致近”因素采取综合的预防措

施，即减轻过重的学习负担、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加强用眼卫

生教育、培养良好用眼卫生习惯、改善用眼环境条件、改善饮食

与营养等预防措施同时实施，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1．2 日常措施．常抓不懈青少年近视的产生不仅是多种‘．致

近”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且往往是多种因素较长时间反复作用

的结果。如果没有较长时间的反复作用，即便是多种“致近”因

素同时发挥作用。也不可能导致近视的发生。此外，在青少年

学习的各个阶段(包括幼儿园)，随时随地都会存在各种“致

近”因素，各个阶段的儿童青少年都有可能发生近视。中学阶

段没有近视，也不能保证大学阶段就不发生近视。因此，近视

的预防不可能通过短时间的防控措施就能产生作用，更不能通

过搞运动式的做法，集中一段时间采取防控措施就能终身预防

近视。必须作为经常性工作，坚持常抓不懈，从早上到晚上，从

幼儿园到大学，都要有“防近”的意识，随时随地落实各项“防

近”的措施，真正把“防近”措施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这些看似简单的“防近”措施，只要能够坚持做下去，持之以恒，

常抓不懈，就能产生明显的效果。

1．3面向全体，突出重点在当前升学竞争压力不能得到有

效缓解的情况下，每个青少年学生都不同程度地面临学习负担

过重的问题，面对各种“致近”因素的威胁，每一个青少年都有

可能发生近视。因此，预防近视必须面向全体学生，而且要从

幼儿园开始抓起，面对每一个学生开展“防近”宣传教育，进行

用眼卫生习惯的培养，采取多种综合性预防措施。但每个学生

的情况不一样，不同的人或不同的阶段“致近”因素也会不一

样，必须在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宣传教育、采取综合“防近”措施

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进行分类指导，突出重点阶段、

针对重点人群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才能受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一是要以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为重点。全国学生体质

健康调研表明，“视力不良率上升最快的时期是在13一16岁”，

这个时期“既是青少年进入初、高中、课业负担猛增的时期，也

是青春发育最旺盛的阶段”，“今后防治视力不良率(尤其是近

视)的重点应放在初中”⋯。二是要以处于边缘视力学生或有

家族近视遗传因素的学生为重点。处于边缘视力的学生已经

开始出现视力下降，如不及时采取措施，马上就会成为近视。

而有家族近视遗传因素的学生往往更容易患近视。因此，必须

把这些人群作为重点防治对象，加大工作力度，加强预防的针

对性。，

1．4分工负责，全员参与学校教育教学及家庭教育各个环

节都有可能产生“致近”因素，其中诸多的“致近”因素随时随

地都有可能产生，需要所有教师和家长共同参与，并及时消除

这些“致近”因素。此外，教学环境条件的改善、教学时间与活

动的安排、学生视力的定期检查等还需要其他有关部门和人员

的参与。因此，预防近视必须学校与家庭结合，学校领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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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负责人、班主任、任课教师、校医及学生家长齐抓共管，形

成学校家庭相互配合、全员参与的防控机制，随时随地消除导

致近视发生的各种因素。为保证学校与家庭各有关成员充分

发挥作用，必须明确学校领导、部门负责人、班主任、任课教师、

校医及学生家长的责任，使之各负其责，共同做好“防近”工作。

尤其要强调班主任和家长的主导作用，把“防近”工作列入班主

任的职责，作为考核班主任的重要指标；让家长把预防近视作

为促进孩子健康成长和成才的重要措施，切实承担起家庭环境

中的“防近”任务。

2综合防控学生近视的对策

2．1努力减轻学生用眼负担

2．1．1要努力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过重的课业负担是

造成学生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导致近视发生的重要原因。必

须把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作为当前预防青少年近视的首

要任务。学校要努力提高全体教师的教学水平，不断改进教学

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严格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及寄宿

生晚自习时间，坚决制止节假日安排学生补习功课的现象。教

务部门要对各学科的测验、考试次数及家庭作业量进行规定，

严格控制各学科测验、考试次数及家庭作业总量，并适当增加

开卷考试科目，减少死记硬背的考试内容。各科任课教师要按

照统一要求控制考试次数，精心设计考题。减少死记硬背的考

试内容；要精选家庭作业，避免重复性、机械性家庭作业，切实

减少家庭作业量。教务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加强督促检

查，使控制各学科测验、考试次数及家庭作业量的规定落到实

处，真正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2．1．2严格控制用计算机、看电视、玩电子游戏机的时间 由

于电视?计算机及各种电子游戏机的逐步普及，青少年看电视、

使用计算机、玩电子游戏机的时间大量增加，特别是用计算机

(尤其是上网)而产生的近距离、长时间用眼及计算机的电子辐

射．已成为导致青少年近视的又一重要因素。因此，学校教师

与家长，特别是家长必须严格控制孩子使用计算机、看电视、玩

电子游戏机的时间，尤其要控制连续一次性看电视、使用计算

机、玩电子游戏机的时间。在目前还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

可以参照中小学一节课的时间，限制孩子一次性使用计算机、

看电视、玩电子游戏机的时间不超过40 min，对用计算机的时

间更应严格和从紧控制。

2．2努力改善学生用眼卫生环境与条件 改善学生用眼卫生

环境与条件对减轻学生用眼负担、形成正确的用眼卫生习惯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学校要在努力争取政府加大经费投入的

同时，安排必要的经费，改善学校教学卫生条件，使之达到国家

规定的标准要求。学校后勤管理部门要具体负责学校教学卫

生条件的改善，要熟悉国家有关教学卫生配备的标准和要求，

定期对学校教室采光、照明、黑板、课桌椅配备等情况进行检

查，根据情况及时补充或更换相应的设施设备，确保教室的照

明、课桌椅达到基本的卫生标准。有条件的地方可选用可调式

课桌椅．但一定要根据学生的身高及时进行调整。黑板要保持

完整、无破损、无炫光。定期粉刷教室，使教室墙壁和顶棚为白

色或浅色。窗户应采用无色透明玻璃，教室玻地比不低于1：6。

班主任要定期调整学生座位，对学生座位做前后、左右调整，以

调整学生用眼距离，改善学生用眼环境。要严格控制班级容

量，使教室前排课桌前缘与黑板保持2 m以上的距离。

2’3 大力开展预防近视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要面向全体学

生加强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的宣传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用眼

卫生习惯。每学期开学，要对学生进行用眼卫生知识的宣传教

育，提醒学生注意用眼卫生。放假前，要象布置假期作业一样，

对学生在假期如何保护视力、预防近视提出具体要求。每年的

6月6日“爱眼日”要利用多种形式，集中开展一次保护视力、

预防近视的宣传教育。要通过健康教育课、黑板报、墙报、宣传

栏、班会、队会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使每名学生都

了解预防近视的基本知识，掌握科学的用眼方法。班主任要注

意培养学生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各任课教师都要关注学生的

用眼卫生状况，在上课期间密切关注学生的阅读、写字姿势，一

旦发现不正确的阅读、写字姿势，要及时予以纠正；也要有意识

控制学生近距离用眼时间，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看远与看近交

替进行，缩短一次性持续近距离用眼的时间。

2．4坚持每天2次眼保健操的制度眼保健操是根据中国传

统医学的经络按摩理论编制而成的一种眼睛按摩操，通过按摩

眼部周围的不同穴位，起到通经络、养气血、消除眼睛疲劳、放

松眼部肌肉、增进视力和预防近视的作用一-。学校要按照中央

7号文件的要求，建立每天2次眼保健操的制度。学校教务部

门要将做眼保健操的时间固定在教学计划与课表之中，在眼保

健操时间统一播放眼保健操伴奏音乐；班主任教师要认真组织

和督促学生做眼保健操，为保证学生能够正确做眼保健操，做

到穴位按摩准确、到位，力度适当，要对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

进行培训和指导，使每名学生都能掌握做眼保健操的方法和要

领；在做眼保健操的整个过程中，要现场督促学生按要求认真

微眼保健操，使其真正起到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的作用。为保

证各班级认真做眼保健操，可通过学生干部或少先队组织开展

班级之间的交叉检查，开展眼保健操的评比活动。

2．5建立学生视力检查制度定期检查学生视力是及时发现

学生视力变化或视力下降，对不同视力学生实行分类指导和管

理，针对性采取措施、提高综合预防效果的基础工作。学校要

建立定期检查学生视力的制度，对定期检查学生视力做出具体

安排，要安排校医或保健教师每学期对全体学生视力状况进行

2次监测，及时了解学生视力变化情况及视力下降的趋势。要

在定期检查视力的基础上建立学生视力档案，对不同视力学生

进行分类指导和管理。视力检查结果要及时通知家长。使家长

了解学生视力变化情况，配合开展相应的预防措施。对“临界

视力”、视力下降的学生及有家族近视遗传因素的学生，要适当

增加视力检查的次数，加强针对性的指导。对视力下降的学

生，尤其要及时通知家长并督促其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检查和采

取相应的矫治。各班级教室可以配备和张贴纸质视力表，以便

班主任组织学生对学生视力进行检查或供学生随时自查视力。

2．6科学合理地安排学生作息和体育活动时间 中央7号文

件强调，要“制定并落实科学规范的学生作息制度，保证小学生

每天睡眠10 h，初中学生9 h，高中学生8 h”，“确保学生每天锻

炼1 h”。因此，学校教务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对中小学周课时

总数的规定，在周课时总数之内安排教学时间，即在总的教学

安排上不要随意突破总课时数，延长学生的学习时间或延长学

生的在校时间；在各学科教学安排上要按国家规定的要求安排

弋各科的教学时间，不要随意压缩非考试科目课时，增加考试科

目课时，要保证体育课课时的落实。体育活动特别是户外体育

活动，有利于眼睛看远，放松眼睛的调节肌群，对预防近视具有

重要的作用，一定要保证学生每天1 h体育活动时间。没有体

育课的当天，要在下午课后组织学生进行1 h集体体育锻炼；每

天上午统一安排25—30 min的大课间体育活动，组织学生做好

广播体操、开展集体体育活动。寄宿制学校尤其要科学安排作

息时间，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督

促学生定时睡觉和起床，保证他们必须的睡眠时间。

2．7合理安排和改善学生营养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营养

不良、维生素A缺乏是引起近视的原因”，“饭量小的儿童近视

发展快，特别是少食动物性蛋白质者”，“过多甜食可助长近视

的发生、发展”，“青少年近视患者体内锌量偏低””1。因此，为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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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学生视力，预防青少年近视，必须重视营养改善，全面提高

青少年的体质。首先，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营养教育，要通

过多种形式向学生传授营养科学知识，培养学生科学的营养观

念和良好的饮食习惯，做到不挑食、不偏食，均衡膳食，保证各

种营养素的摄入。同时，学校食堂及家长要根据不同年龄段学

生的营养需求，尽可能为他们提供食物种类多样的平衡膳食，

保证蛋白质及各种营养素的摄入，满足青少年生长发育的营养

需要。此外，要在青少年近视高发的小学高年级及初中阶段．

有意识地多提供并引导他们多吃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如动物

肝脏、蛋黄以及胡萝卜、韭菜、香菜、红心白薯等黄绿色蔬菜与

红色果实，并适当控制甜食的摄入量。通过全面改善营养，重

点补充上述特殊营养素，增强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的综合作用。

2．8充分发挥家长的重要作用 青少年学生放学回家的时间

与在学校的时间几乎相等，周末及假期更是全天呆在家里。如

果家长不重视孩子的视力保护，不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很有

可能产生诸多导致近视发生的因素。因此，要高度重视家长在

预防青少年近视方面的作用。班主任要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及

时通报孩子视力变化情况及预防近视的具体要求，向家长宣传

预防近视的相关知识，让家长配合开展防近工作，真正形成学

校、家长齐抓共管的合力。家长要改善家庭的照明条件，为孩

子配备与其身高辐适应的桌子和椅凳；及时纯正孩子不良的用

眼卫生习惯，帮助其养成正确的阅读、写字姿势和用眼卫生习

惯；在孩子读书写字1 h后，要督促其休息片刻，做眼保健操或

到户外活动片刻，往远处或天空远眺，以放松眼的调节肌群，缓

解眼睛疲劳；要控制孩子看电视、用计算机、玩电子游戏机的时

间；不要随意增加孩子的学习负担，安排孩子参加过多的课余

文化补习班；要鼓励和督促孩子多参与户外体育活动，带领孩

子共同参加户外体育活动；要规范和合理安排孩子的作息时

间，保证其有足够的睡眠时间；要为孩子提供营养均衡的膳食，

确保孩子生长发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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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莎莉

冻疮是由寒冷引起的局部性皮肤炎症损害，中医亦称“冻

风”、“冻疔”。笔者从2004年至2006年应用中华跌打丸合正

骨水外敷治疗冻疮37例，收到良好效果。

l 临床资料

37例均为赣南师范学院大学生，年龄在17～24岁之间；男

性9例，女性28例；均为手足红肿、青紫或有冻伤硬结、疼痛，

无溃疡。

2治疗方法

取中华跌打丸5～7丸研细，用正骨水调至糊状，加用凡士

林软膏50 g，加热至液体状，调均外敷患处，外用纱布、胶布固

定，每天1次，5 d为l疗程。 ．

3疗效标准及结果

治愈：手足红肿、紫斑及冻疮硬结均消失。恢复为正常皮

肤。好转：手足红肿、紫斑、冻疮硬结好转，疼痛好转。无效：手

【作者简介】戚莎莉(1958一 )，女，江西赣县人，大学本科，副主任医

师，主要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医院，江西赣州341000。

【校医园地】

足红肿、紫斑、冻疮硬结如旧。

37例患者经2个疗程的治疗，痊愈27例，好转9例，无效l

例。

4典型病例

某大学三年级女生，每年冬至前后双手红肿，有紫斑、冻疮

硬结，时有溃疡。此次入冬以来，因受寒流影响，双手红肿、疼

痛、闻有紫斑，双手指关节处有冻伤硬结，而来校医院就诊。用

中华跌打丸7丸合用正骨水外敷，4次后红肿疼痛消失；再敷2

次，紫斑及硬结消失，恢复正常皮肤。第2年未见复发。

5讨论

中华跌打丸由牛白藤、鹅不食草、牛膝、乌药、制川乌、刘寄

i奴、过龙岗、两面针、鸡血蘸、岗梅、独活、樟脑等组成，具有消肿

止痛、舒经活络、止血生肌、活血祛瘀等功效，主要用于挫伤筋

骨、新旧瘀痛、创伤出血、风湿瘀痛等。正骨水由九龙川、土鳖

虫、莪术、徐长卿、虎杖、木香、降香、千斤拨、香加皮等组成，具

有活血祛瘀、舒经活络、消肿止痛等功效，主要用于跌打扭伤。

冻疮的成因为冷风严寒伤及皮肉，感受风寒后至气滞血瘀，气

血运行不畅，不通则痛，故见疼痛、红肿、紫斑、硬结。《医宗金

鉴》称冻疮为冻疔，由湿寒凝结而成。笔者应用中华跌打丸合

正骨水外敷治疗冻疮，取其活血化瘀、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活

血生肌之功，使其气血得以运行，瘀血得以祛除，红肿得以消

除，故收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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