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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近视率世界第一

“小眼镜”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上月末，中国发布的首份《义务教

育质量监测报告》指出，学生视力不良
问题突出，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视力不
良检出率分别为36.5%和65.3%。

实际上，不只是义务教育的学生
存在视力问题，中国青少年视力的整
体情况不容乐观。数据显示，目前中
国近视患者人数已超过 4.5亿人，高
度近视视网膜病变已成为我国不可逆
性致盲眼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我国初高中生和大学生的
近视率均超过七成，青少年近视率已
位居世界第一。相比之下，美国青少
年的近视率约为25%，澳大利亚仅为
1.3%，德国的近视率也一直控制在
15%以下。

青少年是近视的高发阶段，为何
“心灵的窗户”总是容易“蒙上阴
影”？专家称，对中国孩子来说，环
境因素起到了主要作用。中华医学会
眼科学分会眼视光学组组长、温州医
科大学党委书记吕帆认为，沉重的学
业负担和较少的户外活动是中国青少
年近视的主要原因。

根据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

的统计显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家
庭作业时间过长，参加校外学业类辅
导班比例较高，学习压力较大。专家
指出，较重的课业负担导致孩子近距
离用眼时间过长，眼睛的负担很重。
很多家长出于安全等原因，很少让孩
子参与户外活动，而户外运动可以预
防近视的发生。

此外，目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地
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青少年阶段是
屈光状态发育的关键期，如对电子产
品使用的自控能力较差，也很容易受
到视力的影响。

近视防控纳入政府考核

防控近视需要政府、学校、医疗
卫生机构、家庭、学生等各方面共同
努力，需要全社会行动起来，共同呵
护好孩子的眼睛。对此，《方案》 从
诸多方面提出了要求。

在政府层面，“考核”与“问
责”是关键词。《方案》 提出，严禁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单纯以学生考试成
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
学校。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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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对儿童青少年
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

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在学校方面，“减负”再度得到强

调。《方案》要求学校要减轻学生学业
负担，严禁以各种形式公布学生考试
成绩和排名。同时，改善视觉环境，坚
持眼保健操等护眼措施。强化户外体
育锻炼，确保中小学生每天 1 小时以
上体育活动时间。合理使用电子产品。

在医疗机构方面，《方案》 要求
医疗卫生机构要建立视力档案，规范
诊断治疗，加强健康教育。2019 年
起，0—6 岁儿童每年眼保健和视力
检查覆盖率达90%以上。

对于家长和学生，《方案》 也提
出了相应的建议。例如，家长应当带
动和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增
加户外活动的锻炼，控制电子产品使
用，减轻课外学习负担，避免不良用
眼行为。学生则应养成健康习惯，认
真规范做眼保健操，保持正确读写姿
势，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
培养良好生活方式，不熬夜、少吃
糖、不挑食，减少电子产品使用。

对于儿童青少年近视的综合防控
目标，《方案》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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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0 年，实现全国儿童
青少年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儿童青

少年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提升，6
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 3%左右，小学
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
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生近视率
下降到70%以下。

多地近视率已有下降趋势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已将青少年
近视防控放到重要位置，不断协同发
力保护儿童青少年健康。

数据显示，在北京、武汉、山东
等省市，学生的近视率已有下降趋
势。比如，武汉市学生标准化视力低
下率从 2014 年的 50.83％下降到 2017
年的45.45％，实现“三连降”；北京
市学生视力不良患病率已连续4年呈
现下降趋势。

日前，由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
织专家编写的《近视防治指南》发布，
用以指导医疗机构和眼科医务人员提
高服务能力，引导学生和家长树立正
确的用眼意识。提倡在学龄前如幼儿
园时期就开始增加户外活动时间，有
条件的地方鼓励每天增加户外活动1
小时；保持读写坐姿端正，不在行走、
坐车或躺卧时阅读；读写应在采光良
好、照明充足的环境中进行。

专家指出，对于近视来说，很难做

到仅用一种方式就能有效防控，一般
都是多种方法结合的结果。在目前的
竞争压力下，要做到科学用眼获取信
息，尽量不要超过适度范围。其中，户
外运动的作用应该得到足够重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眼科主任李莉认为，在白天户外活
动，紫外线可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而
多巴胺的分泌可抑制眼轴增长，有效
控制近视的发展。因此，学校和家长
应保障儿童及青少年每天的户外活动
时间。

“每天都要用手机玩游戏、看动画片，这才四年级就戴上了眼镜。”北京市民吴女士的儿子今年只有11
岁，就已经得了近视，变成了“小眼镜”。“虽然一直在劝教和管控他用手机的时间，但作为家长，其实自
己也是从起床到睡觉都离不开手机。”

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普及，中国青少年的近视率一直居高不下。近日，教育部和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下称《方案》）。《方案》提
出，近视低龄化、重度化日益严重，已成为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为此，《方案》提出将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等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并提出阶段性目标。

防控近视终于有了“大动作”。然而，要想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生活中的“小眼镜”越来越少，需要
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摘掉“小眼镜”防控动真格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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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跟西部某省份的一个乡村医生聊
天，他说最近太忙。问起缘由，他说忙着下乡
给村民建立健康档案。由于人手不足，每个健
康档案的费用仅几元钱，乡卫生院又催得紧，
大家都在忙着赶进度，出现错误在所难免。为
了完成任务，甚至出现了明明没病却要“被得
病”的情况。

建立个人健康档案，是新医改后一项重要
的惠民工程，用于记录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
所有生命体征的变化、健康情况等。国家为城
乡居民建立健康档案，是一件多赢的事，不仅
有助于政府了解居民健康情况，制定相关保健
和治疗措施，也有助于医生在短时间了解病人
的健康状态和既往治疗情况。对居民来说，可
以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及早进行预防和治疗。
但是，各地实际执行过程中，不仅出现了像上
面这名乡村医生所描述的赶进度、错误率高等
问题，一些地方此前还出现过档案造假而被媒
体曝光的事件。

究其原因，从事建档工作的人手少、任务
重首当其冲。按照这名乡村医生的说法，他要
调查乡里近千户村民，每周周末都在各村转，
也只能调查近百户，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建
档任务。其次，由于缺乏宣传，一些村民对社
区医生、乡村医生缺乏信任，不愿意提供真实
身份信息或个人实际病况，导致档案很难反映
真实健康状况。还有一点，很多乡村医生完成

一份健康档案的补贴仅几元钱，有的甚至几毛
钱。这样少的补助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针对这些问题，首要解决举措应是尽快补
齐从事建档工作的人手。可以通过广泛宣传，
提高补贴费用，鼓励更多社区医生、乡村医
生、志愿者、医生专业学生等人群加入到建档
队伍中来，快速、准确地完成居民健康信息录
入工作。同时，要通过宣传、义诊等活动，提
升民众对建立个人健康档案重要性的认知度。

当然，健康档案建立起来之后，关键还在
于用。这些档案不仅需要电子化，还需要通过
网络系统，在医生为患者制定治疗方案时提供
参考。为此，各级医疗卫生部门之间应尽快实
现相关信息联网，同时要注重提升门诊医生、
住院医师、乡村医生、预防保健、儿童保健、
计划免疫等医生的主体作用，促进其在诊疗服
务过程中，将最新的居民个人基本信息、诊疗
信息、检查结果录入到居民健康档案信息系
统。只有将日常诊疗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结
合，才能提高居民健康档案的更新率和利用
率。

总之，居民健康档案应该是一份真实反映
居民个人健康状况变化的真实材料。这要求相
关各方真正从源头做起，从规范建档做起，同
时实现动态更新、高效利用。相信这份健康档
案一定能真正成为人们的“健康管家”。

让健康档案
真正成为“健康管家”
■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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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立风） 2018凉都·六盘水
夏季国际马拉松赛暨全国马拉松锦标
赛 （六盘水站） 近日在贵州省六盘水
市钟山区鸣枪开赛，来自国内外的3万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本次赛事以“清凉马拉松、幸福六
盘水”为主题，赛事设置有全程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10 公里跑以及大众健身
跑，其中参加全程马拉松的有 6000 人、
大众健身跑18000人，年龄最大的87岁。

比赛当天，赛道沿线共设置了 13
个文化展演点，浓厚的民族风情与现
代时尚元素相互叠加，全方位展示六
盘水的人文风情和文化魅力。

据了解，今年是该赛事连续举办
的第六个年头，赛事在 2015、2016 和
2017 年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马拉松
金牌赛事”。

本报电（记者刘峣）“嫘祖杯”第
31 届中国围棋名人战挑战者决定战日
前在人民网结束，芈昱廷九段执黑 185
手中盘战胜杨鼎新七段，继上届比赛后
连续第二次夺得挑战权。芈昱廷将与在
位名人连笑九段进行三番棋挑战赛。

不久前公布的国内棋手最新等级

分排名中，芈昱廷排名第三，杨鼎新
排名第九。在此前于北京赞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举行的半决赛上，芈昱廷
和杨鼎新分别战胜童梦成和陶欣然闯
入决赛。

当日比赛，芈昱廷执黑先行，开
局双方在黑方左边形成转换，杨鼎新

在行棋节奏上有些欠妥，但在 60 手之
前，双方仍是均势。杨鼎新 60、62 连
续两手令人费解的“官子招”使局势
变得严峻，随后他似乎中了芈昱廷设
下的陷阱，白棋左下局部瞬间崩溃。
局部复杂攻杀中，杨鼎新接连下出华
而不实的招法，被芈昱廷抓住白棋棋
形弱点，击中命门。尽管杨鼎新借助打
劫收获些许实地，但形势依然存在较大
差距，行至185手，杨鼎新投子认负。

六盘水马拉松赛开跑

芈昱廷获围棋名人战挑战权

近日，北京市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众项目收官之战——羽毛球比赛落下帷幕。此次北京市运会选择了受众广泛、群众基础
深厚的足球、篮球、乒乓球、武术、拔河、柔力球等14个大项、24个小项，纳入群众比赛项目。全部比赛历时近3个月，近
7000名体育爱好者直接参与到比赛之中。最小年龄7岁的小选手参加了健身操舞的比赛，年龄最长者则是80岁的门球比赛选
手。

图为羽毛球比赛现场。 屠德荣摄

北京市运会群众项目比赛落幕北京市运会群众项目比赛落幕

今 年 5 月 起 ，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
区富源街道为辖区
60 岁以上老人建
立健康档案，并提
供定期体检、康复
训练等医疗服务。

图为在富源街
道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医护人员在为
老人体检。

刘玉和摄
（新华社发）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小学举行眼保健操比赛。
葛宜年摄 （人民视觉）

河北省邯郸市第三医院河北省邯郸市第三医院
的医生为学生进行视功能调的医生为学生进行视功能调
节检查节检查。。

郝群英郝群英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