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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委出台《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明确各自防控职责

调查

新学期
“护眼”
新招
昨天，
教育部等八部委发布关于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
案》的通知，通知中对中小学学校学生近视防控提出具体要求，北京青年报
记者对本市中小学在开学之际的视力保护准备工作进行调查。

新招一

教室灯泡换成
“护眼型”课桌椅高低随时调
今年新学期开学前，石油附属实验小学每间教室的黑板和大屏都已被
换成“护眼型”。据介绍，新的黑板和大屏能让学生从教室各个角度轻松看
到老师的板书，
且不伤害眼睛。北京教科院丰台学校张广利校长介绍，
为了
保证孩子们的用眼健康，
该校所有教室灯泡全部用的都是护眼灯。
除了更换黑板大屏和灯泡之外，丰台五小同学们的课桌椅全部为可
调节的课桌椅，
每学期开学学校都会根据同学们的身高进行调整，
还会定期
请校医给同学们进行检查，对课桌椅进行调整。北京教科院丰台学校的桌
椅每学期都会根据学生的身高情况调整两次，而且同学们的座位平均一个
月也会进行两次调整。

新招二

建学生视力档案 专业眼科团队进校
石油附属实验小学老师表示，
9 月开学的第一周就将组织全校学生去检
查视力，并为每个学生都建立视力保护档案。花家地实验小学学校的卫生
室里还建立了视力检测追踪机制，每个楼层均安装了视力测试仪。各班级
的爱眼小卫士组织学生进行追踪自测，
增加学生责任感的同时，
也无形中影
响全体学生重视保护视力。
黄城根小学每学期对学生们进行定期的视力检查，对出现视力下降
较快或者视力下降总量超过一定比例的班级，
会进行特别关注和跟踪监控，
找到问题后制定一些防护近视的策略。新学期开学，学校除了继续做好学
生们的日常防护措施外，
还准备请专业的眼科团队到学校，
对每一个学生进
行眼睛视力的监测。

新招三

买坐姿矫正器 养成
“一尺一拳一寸”
习惯
在常规教育的基础上，
花家地实验小学通过五项措施多角度开展护眼
活动。一是为一年级新生购买坐姿矫正器（也叫视力架），
方便学生熟悉
“一
尺一拳一寸”
的感觉。二是为四年级学生配备坐姿矫正绳，
让学生可以自发
施力，
拉直绳子，
慢慢养成良好的坐姿习惯。
“小学生上学校，保护视力很重要：手离笔尖一寸远，胸离桌子一拳
远，眼离书本一尺远。三个一都做到，眼睛亮亮学习好！”在崇文小学里，为
了让同学们保护眼睛有一个正确的写字姿势，特别编写了眼保健的儿歌教
给所有同学，
让同学们在读儿歌的过程中学会正确的读写姿势保护眼睛。

新招四

每月一次眼保健操大赛
西城区育翔小学每个月都举办一次眼保健操比赛。比赛前，
学校下发了
眼保健操的比赛方案及评分细则，
对眼保健操提出了明确要求。每位班主任
老师带领学生认真学习了眼保健操的动作要领，
并进行了精心的训练。比赛
分年级进行，
从
“预备姿势”
、
“做操动作”
、
“个人卫生”
等方面进行评价。比赛
过程中，
评委组老师将深入到每个班级，
通过对学生个人卫生、预备姿势、做
操穴位、手法、节拍、精神面貌等项目的评比，
最后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在
丰台五小的班级里，
眼保健操情况已经纳入到班级评比之中。灯市口小学优
质教育资源带在国家规定每天两次眼保健操的基础上，
增加一次。

新招五

布置家庭健康作业
北青报记者还了解到，
学校还通过与家长的配合，
进一步防控学生视力
的下降。北京十九中在暑假放假时就提前以《致家长一封信》的形式请家长
配合学校做好学生假期眼保健工作，为学生和家长布置了“家庭健康作
业”
。北青报记者看到，
在十九中给家长的《致家长一封信》同时配有一张记
录表，
明确提出要求家长每天协助和督促孩子做一次眼保健操，
给孩子做一
次家庭护眼按摩操。带领孩子进行不少于 0.5 小时的体育锻炼，
每周对孩子
的视力进行一次检测，
并及时登记在记录表上，
总记录时间不少于 1 个月。
文/本报记者 武文娟 郑颖 林艳 刘婧
图示制作/沙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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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宣传近视防治知识
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
杜绝不合格眼镜片流入市场
完善健康教育教师职称评审
合理安排近视防治资金投入
增加户外体育锻炼设施
年出台青少年出版物字体字号强制标准
2019
《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加快修订《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和

本报讯（记者 雷嘉）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问
题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有关方面结合深化教育改革，
拿出有效的综合防治方
案，
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为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教育部、
国家卫健委等八个部委在公开征求意见后，
于昨天正式公布《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提出了家
庭、
学校、
医疗卫生机构和学生等方面应采取的防控措施，
明确了八个相关部
委在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方面的职责和任务，
并首次明确：
青少年近视率将
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制定《实施方案》的八个部委包括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国家体育总局、
财政部、人保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广电总局。
《实
施方案》确定的目标是：到 202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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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百分点以上，
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 1 个百
分点以上。到 2030 年 6 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 3%左右，小学生下降到 38%
以下，
初中生下降到 60%以下，
高中生下降到 70%以下。
《实施方案》对八个部委的防控职责做出了明确规定——
教育部负责加快修订《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和《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
要》等。聚焦“教”
（教会健康知识和运动技能）
“练”
（经常性课余训练和常
规性体育作业）
“赛”
（广泛开展班级、年级和跨校体育竞赛活动）
“养”
（养成
健康行为和健康生活方式），并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全国学校校医等专职卫
生技术人员配备情况专项督导检查，着力解决专职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及相
关设备配备不足问题。会同有关部门坚决治理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每年对
校外培训机构教室采光照明、课桌椅配备、电子产品等达标情况开展全覆
盖专项检查。
国家卫健委要在 2019 年年底前，会同有关部门出台相关强制性标准，
严格规范儿童青少年的教材、教辅、考试试卷、作业本、报刊及其他印刷品、
出版物等的字体、纸张，
以及学习用灯具等，
使之有利于保护视力。
体育总局负责增加适合儿童青少年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的场地设施，
持续推动各类公共体育设施向儿童青少年开放。
财政部负责合理安排投入，
支持相关部门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
人保部要会同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完善中小学和高校校医、保健教师
和健康教育教师职称评审政策。
市场监管总局要杜绝不合格眼镜片流入市场。
新闻出版署要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
量，
探索符合国情的适龄提示制度，
采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间。
广电总局等部门负责多层次、多角度地宣传推广近视防治知识。
对地方政府，
《实施方案》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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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地方各级政府片面以学生考
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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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年开始，
将每年开展各省（区、市）政府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评议考核，结果向
社会公布。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家庭、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和学生等方面应采取的
防控措施。

政府部门近视防控八大举措

青少年近视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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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社会各方力促
“护眼”
昨天公布的《实施方案》对家庭、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和学生自身的近
视防护责任进行了明确规范，北京青年报记者对各方防护责任的要点进
行了梳理归纳。

家庭 7 大责任
配合减负不盲目参加课外班
1.接触自然光：
每天接触自然光 60 分钟以上
2.增运动技能：
督促孩子掌握 1—2 项体育运动技能
3.控制电子产品：
单次不宜超过 15 分钟，
应休息远眺放松 10 分钟
4.不盲目报班：
应该根据孩子兴趣爱好合理选择
5.良好读写姿势：
“一尺”
“一拳”
“一寸”
6.保障睡眠时间：
小学生 10 小时/天，
中学生 9 小时/天，
高中生 7 小时/天
7.及时干预四种现象：
坐到教室前排才能看清黑板、
看电视时凑近屏幕、
抱怨头痛或眼睛疲劳、
经常揉眼睛等

学校 7 大责任
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
1.切实减负：
“零起点”
教学；
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
初中生作业不得超过 90 分钟
2.考试管理：
严禁以各种名义组织考试
3.视觉环境：
每学期对学生桌椅高度进行调整
4.眼保健操：
每天做两次
5.户外锻炼：
每天 1 小时以上
6.健康管理：
严禁手机等进课堂
7.定期监测：
建立每学期两次视力监测制度，
建立
“视力健康管理制度”

医疗机构 3 大责任
推广应用中医药防治近视
1.视力档案：
认真开展中小学生视力筛查，
将学生眼部健康数据及时更新到电子档案中
2.视力治疗：
实施中西医一体化综合化方案，
推广应用中医药特色技术方法
3.健康教育：
从公共卫生问题的高度开展健康服务

学生 2 大责任
强化自我护眼意识
1.关注视力：
感觉视力变化，
及时告知家长
2.生活习惯：
不熬夜、
不吃糖、
不挑食、
少用电子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