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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新闻延伸]

为遏制本市儿童青少年近视患
病率过快增长趋势，上海一直在做最
大的努力。近年来，本市通过连续三
轮“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设立近视防控专项，为213万
儿童建立了屈光发育档案，开展近视
筛查、高危预警、转诊、规范矫治等服
务，并积极推动试点增加学生户外活
动时间预防近视等措施。

自2014年起，“儿童屈光发育档
案建立与应用项目”列入本市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其间，本市首创了
适用于大规模人群筛查的视力联合
非散瞳验光方法，被国家卫生健康委
和教育部应用于2018年首次全国儿

童青少年近视调查。此外，本市卫生
健康部门还支持和配合教育部门实
施了教室灯光改造、配备了适合身高
的课桌椅、制定和实施了新的学生书
本簿册标准。

刚刚发布的《健康上海行动
（2019-2030年）》专门设立了视觉健
康和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专项行
动。市卫生健康委为进一步推进落
实儿童青少年视觉健康工作，启动本
市视觉健康综合服务管理体系建设。

近期，本市将重点推进三项工
作，具体为：整合公共卫生和临床眼
科专业技术等力量，成立“上海市视
觉健康中心（暨上海市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治技术中心）”，建立和完善覆盖
“市-区-社区”三级的视觉健康预防
干预网络和规范诊治网络；同时，深
入开展0-18岁全程视觉健康综合服
务，依托覆盖全市服务管理体系，强
化视觉健康宣教、近视筛查、高危预
警、转诊、规范矫治、随访干预等服
务，力争年内全程视觉健康服务覆盖
80%的本市0-18岁儿童青少年，到
2020年实现全覆盖；此外，充分运用

“上海健康云”平台，推进有序有效的
视觉健康分级服务与管理，完善“互
联网+视觉健康服务平台”的建设和
应用，方便学生和家长获得个性化的
视觉健康服务和指导。

小学“科普少年”演绎
《扁桃体的自白》获奖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由市科协主
办的第六届“谁是王牌诠释者”赛事
昨天在上海科学会堂落下帷幕。上
海自然博物馆杨旭问鼎2019“王牌
诠释者”。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由3
个小朋友组成的“科普少年”组合获
得了“最佳创意奖”。

这3个小朋友是来自上海市教
育科学研究院实验小学五年级的沈
钰然、黄琢成以及西南位育六年级的
谭笑。

能够进入决赛，非常不容易。
2019“谁是王牌诠释者”活动，共有
106组选手进入初赛，经专家评审选
拔出40组选手（成人组和学生组各
有20组）入围复赛，经过成人组和学
生组两场复赛的激烈角逐，最终12
组选手脱颖而出晋级决赛。“科普少
年”组合是年纪最小的一支参赛队。

台上7分钟，台下，孩子们忙了
好几个月。

最初是黄琢成的爸爸看到大赛
“英雄帖”后，给孩子们报了名。谭笑
音乐学院的妈妈当导演，黄琢成当工
程师的爸爸做编剧，当医生的妈妈出
任“医学指导”，3个孩子主演。科普
音乐剧《扁桃体的自白》主创班子就
这么成立了。

谭笑和沈钰然都有唱歌跳舞的
基础，黄琢成虽然是第一次接触音乐
剧，但剧中的几段音乐都是他设计
的。

“剧本写出来后，先给我们看，因
为写的是童话，我们都能看懂，但我
们也提了不少意见。”孩子们笑着告
诉青年报记者，“因为我们思维更活
跃，像细菌入侵这些细节，我们都提
过建议，修改的地方有很多，尤其是
动作方面，都是我们自己发挥的。”

谭笑说让她印象最深的台词是：
“你们千万不能一直疲劳，并且不顾我
们的死活，让我们反复发炎，那样我们
就只能成为细菌和病毒的病灶，第一
道防线就成了敌人进攻的前进基地，
那时你们就只能把我们切除掉了。”

通过这部音乐剧的排练，孩子们
也掌握了不少扁桃体的知识。沈钰
然上次喉咙发炎，就知道自己是哪个
扁桃体发炎了。

经过几个月的编排，《扁桃体的
自白》最终获得了复赛第一名的好成
绩。此番进入决赛，再次取得佳绩。

据悉，此番入围第六届“谁是王
牌诠释者”决赛的选手有来自上海自
然博物馆、澳门科学馆的专业科普讲
解员，也有来自上海各大医院的医护
工作者及拥有微博百万粉丝的科普
网红。同仁医院姚乐医生海派清口
话科学，为大家娓娓道来《那些年，朋
友圈的养生类谣言》；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的科普青年讲师团能说会
演，带来科学小品《医患同盟训练
营》；网红科普工作者郗旺用一场科
学实验秀生动诠释了《紫薯粥为啥变
色了》；还有来自上海市长宁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的阿卡贝拉唱科普组
合，他们用歌声科普《酵素神话，靠谱
么？》……一组组生动形象、有趣味、
接地气的科普诠释，轻松引领观众关
注身边的科学，提升对伪科学的甄别
力，感悟科学人文精神。

预防青少年近视 上海要放大招
到2020年，全程视觉健康服务将全覆盖本市0-18岁儿童青少年

在上海，儿童青少年总
体近视率为56.6%，高出全
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并
且仍以每年1-2个百分点
的趋势上升。青少年近视
率居高不下，已成为影响儿
童青少年健康的主要公共
卫生问题之一。预防近视，
作为孩子们、家长、学校以
及医疗机构分别可以做些
什么？昨天，由上海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召开的“上海市
青少年近视预防工作推进
会上”，专家们进行了分析
与建议。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孩子们该怎么做？
坚持充足的白天户外活动，保证

每天进行2小时以上白天户外活动。
要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读书

写字要使用适合自己坐高的桌椅，应
有良好的照明，并保持“三个一”的正
确姿势，即眼晴离书本一尺，胸口离
桌沿一拳，握笔的手指离笔尖一寸，
读写连续用眼时间不宜超过 40 分
钟。认真做眼保健操。

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使
用电子产品时，应使眼晴和屏幕保持
一定距离，屏幕亮度适中。课余时间
使用电子产品学习30-40分钟后，应
休息远眺放松10分钟。非学习目的
的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
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

避免不良的读写习惯。预防近
视要避免不良的读写习惯，应做到不
在走路时、吃饭时、卧床时、晃动的车
厢内、光线暗弱或阳光直射等情况下
看书、写字、使用电子产品。

保证充足的睡眠和合理的营养，
充足的睡眠和合理的营养是保证视
力健康的基础。小学生每天睡眠时
间要达到10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
中生8小时，平时应做到营养均衡，
不挑食，不偏食，不暴饮暴食，少吃
糖，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看不清黑板上的文字或远处的
物体时可能是发生了近视，应及时告
诉老师和家长，并尽快到医院进行视
力检测，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矫

正，防止近视进一步加重。
一旦确诊为近视，应尽早在医生

指导下佩戴眼镜。

家长和学校，该怎么做？
保证孩子白天有足够的户外活

动时间。教师和家长应密切合作，保
证孩子每天进行2小时以上白天户
外活动，寄宿制幼儿园不应少于3小
时。帮助孩子养成平衡膳食、科学锻
炼、充足睡眠等健康的生活方式，有
利于孩子的视力健康。

指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用眼习
惯。教师和家长可通过课堂讲授、参
观示教、面对面辅导和小组活动等方
式向孩子传授近视防治知识和技
能。教师和家长应以身作则，坚持良
好的用眼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给
孩子们做表率。

督促孩子在读写时保持正确的
姿势。教师和家长应为孩子提供适
合其坐高的桌椅和良好的照明，并经
常提醒、督促孩子读书写字坚持“三
个一”，即眼晴离书本一尺，胸口离桌
沿一拳，握笔的手指离笔尖一寸读写
连续用眼不宜超过40分钟，教师应
指导学生每天认真做眼保健操。

控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
间。学校使用电子产品的教学时长
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课
余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学习30-40分
钟，应休息远跳放松10分钟。非学
习目的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
15 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 1 小

时。6岁以下儿童要尽量避免使用
手机和电脑。家长在孩子面前应尽
量少使用电子产品。

发现孩子视物眯眼、频繁揉眼、
上课看黑板上的文字或远处物体不
清楚时，要考虑发生近视的可能。一
旦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家长应及时带
孩子去医院就诊。在卫生健康部门
指导下，学校每学期对学生做两次视
力监测。

被确诊为近视的孩子应在医生
的指导下及时采取配镜等矫正措
施。截至目前，医学上还没有治愈近
视的方法，只能通过科学的矫正、改
善用眼习惯等避免近视加重。

医疗机构，该怎么做？
医疗卫生机构应建立儿童青少

年视力档案。应严格落实国家关于
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工作
的要求，开展眼保健和视力检查，建
立并及时更新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
电子档案，医疗卫生机构应在学校配
合下开展学生视力筛查，为视力异常
或可疑眼病者提供个性化、针对性的
防控服务。

开展健康教育普及和近视防控
知识。开展近视防控教育有利于引
导儿童青少年科学用眼，减少近视发
生。

为学校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预防近视我们该怎么做？

青少年在检查视力。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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