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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儿童青少年近视率52.4%

广东出台防控近视实施方案，明确学校、医疗卫生机构等具体任务和措施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粤教宣

9月 17日，2019年广东省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新闻发布会在广东省教育厅举行，会上相关负责

人解读《广东省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据了解，全省 21 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2.4%；而且，近视率随学生年龄增加而逐渐升高，8 至

12岁近视率增速最快。 为此，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家庭、中小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学生以及政府各

相关部门等各方面的具体任务和措施。《方案》2019年 9月 20日起实施。

现状

全省儿童青少年

总体近视率52.4%

2018年下半年， 广东省卫生健康

委联合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组织开展

了2018年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工作，

调查范围覆盖全省21个地级市， 其中

广州、深圳、佛山、江门、梅州、肇庆、惠

州、阳江、韶关等9市调查结果作为广

东省近视率基数上报国家。

此次， 全省共调查86所幼儿园和

256所中小学校，有效筛查人数107590

人，包括幼儿园儿童

（

6

岁 ）

7247人，各

年级段中小学生100343人。 调查结果

显示， 全省21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

率为52.4%。

省教育厅负责人告诉记者，21地

市平均值低于全国总体近视率1.2个百

分点，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病形势严峻，

与2030年的防控目标值有较大差距，

需要采取强有力的综合防控措施。

调查显示， 近视率随学生年龄增

加而逐渐升高，8至12岁近视率增速最

快。 中心城区学生近视率高于县

（区）

相同学段学生近视率。 全省有12个地

市总体近视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7

个地市总体近视率达50%以上。

44%中小学生每天

用手机等超过1小时

省疾控中心还针对2018年广东省

近视调查的部分中小学

（约

6

万名）

同

步开展了近视影响因素专项问卷调

查， 分析结果显示中小学生群体中近

视相关危害因素广泛存在， 主要包括

户外运动时间、 睡眠时间和不良用眼

行为三个方面的问题。

户外运动时间方面，64%的学生

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足2小时，27%的

学生不足1小时。 37%的学生课间通常

在教室内休息， 仅10%的学生到户外

或操场休息。 睡眠时间方面，仅有27%

的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达到10小时及

以上，31%的初中生每天睡眠时间达

到9小时及以上，42%的高中生每天睡

眠时间达到8小时及以上。

负责人还提到，53%的学生经常

连续近距离用眼

（不通过远眺、闭目或

户外活动等方式休息眼睛）

超过1小

时。 44%的中小学生平均每天使用移

动电子产品

（包括手机、掌上游戏机 、

平板电脑等）

超过1个小时。 户外活动

时间不足、睡眠时间不达标、持续近距

离用眼时间过长、不正确坐姿、不科学

使用电子产品等因素均是中小学生近

视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

措施

小学低年级每学期统考不超过1次

如何做好儿童青少年近视

的防控工作，《方案》 对各相关

部门提出了具体措施。

中小学

（含中职学校 ，下

同）

方面，坚决控制义务教育阶

段校内统一考试次数， 小学一

二年级每学期不得超过 1 次，

其他年级每学期不得超过 2

次。严禁以任何形式、方式公布

学生考试成绩和排名； 严禁以

各类竞赛获奖证书、 学科竞赛

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入

学依据； 严禁以各种名义组织

考试选拔学生。 2023 年，学校

教室照明要 100％达标；每月调

整学生座位， 每学期对学生课

桌椅高度进行个性化调整，使

其适应学生生长发育变化。

在户外运动上， 要确保小

学一二年级每周 4 课时， 三至

六年级和初中每周 3 课时，高

中阶段每周 2 课时。 不得挤占

体育课时间安排与体育锻炼无

关的内容。 中小学校每天安排

30—40 分钟大课间体育活动，

确保中小学生在校时每天 1 小

时以上体育活动。 有序组织和

督促学生在课间时到室外活动

或远眺， 防止学生持续疲劳用

眼。 鼓励学校每天布置适量的

体育家庭作业； 全面实施寒暑

假学生体育家庭作业制度，确

保假期学生每天 2 小时以上户

外体育活动。支持、鼓励学生积

极参与各种体育赛事活动。

而在幼儿园方面， 要保证

儿童每天 2 小时以上户外活

动， 寄宿制幼儿园不得少于 3

小时， 其中体育活动时间不少

于 1 小时； 配合医疗卫生机构

做好幼儿视力健康检查和建档

工作。

鼓励高校开设眼视光学相关专业

《方案》还对各相关部门的

工作有相关要求。 如针对教育

部门， 就要求把综合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工作纳入工作规

划； 监督学校开足开齐上好体

育与健康课程， 保证中小学生

每天校内 1 小时体育锻炼的时

间和质量； 鼓励高校特别是医

学院校、 高等师范院校开设眼

视光学、眼视光医学、健康服务

与管理等相关专业， 培养近视

防治、 视力健康管理专门人才

和健康教育教师， 开展儿童青

少年视力健康管理相关研究。

近视防控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针对卫生健康部门， 要求

监督县级及以上综合医院普遍

开展眼科医疗服务， 在有条件

的社区设立防控站点； 加强基

层眼科医师、眼保健医生、儿童

保健医生

（含托幼机构保健医

生 ）

培训，提高视力筛查、常见

眼病诊治和急诊处置能力；加

强视光人员的在职培训， 确保

每个县

（市 、区 ）

均有合格的视

光专业人员提供规范服务，能

为儿童青少年近视患者提供科

学合理的矫正方法。

记者还了解到， 根据方案

规定， 要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工作、 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

康状况等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将

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 课业负

担等纳入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

估体系；严禁市、县

（区）

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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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 自 2019 年 9 月 20

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有效期

满后将修订方案以完成国家有

关目标任务限期要求。

预防近视有两个黄金期

在发布会现场，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副主任

卓业鸿表示，预防孩子近视有两个“黄金期”，分别是

3~4 岁， 以及青春期，12~15 岁。 近视的成因主要在

于， 近距离长时间的刺激会加速眼睛从远视状态向

正视状态改变：在第一个“黄金期”，尽管孩子的眼睛

处于远视阶段，但如果给予长时间近距离的刺激，如

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看书、识字等，必然会加快眼球

变长的速度。 在第二“黄金期”，课业负担过重、过度

疲劳用眼也会加快眼轴变长。 这使得本应该 18~20

岁时发育成正视的眼睛，被迫提前几年变成正视，但

此时眼球还未发育成熟，它在成长中不断拉长眼轴，

逐渐形成近视。 近视一旦发生，往往都会不断加深，

到 18 岁左右稳定。 现有技术除非通过手术手段，尚

无其他手段治好近视。

课室内，学生们正在做眼保健操。

（资料图片）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