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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协同治理与整体治理的理论基础，构建了我国青少年近视“医教协同”基层治

理模式。该模式提出了学校与医院在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下协同实施国家青少年近视政策

的框架体系。这一体系中学校和医院是“医教协同”治理模式的两个重要参与主体，且学校

是主要的责任承担者。同时，为了保证“医教协同”执行的效果，这一协同体系接受政府与

社会的监督和评价。在分析确定这一模式各参与主体原因的基础上，明确了参与主体的具

体责任，并探讨了“医教协同”治理模式的纵向与横向协同机制。最后，提出了“医教协同”

治理模式的保障机制：完善领导体制，为“医教协同”提供组织保障；加强政策引导，为“医教

协同”提供政策保障；协调各方资源，为“医教协同”提供人、财、物与技术保障；创新治理机

制，为“医教协同”提供途径与方法保障；完善评价机制，为“医教协同”提供考核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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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Overall Prevention,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l of“medical and education coordination”for juvenile myopia in China is construct‐

ed. This model puts forward the framework system for schools and hospitals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juvenile myopia policy under the guid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government. Schools and hospitals

are two important participants in the governance mode of“medical and education coordination”, and

schools are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bearers.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ef‐

fect of“medical and education coordination”mode, this collaborative system is subject to the supervi‐

s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he reasons for determining the participants, the

specific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governance mode are analyzed. Finally,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this mode is proposed: Im‐

prove the leadership system to provide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for“medical and education coordina‐

tion”; strengthen policy guidance to provide policy guarantee for“medical and education coordina‐

tion”; coordinate resources of all parties to provide human, financial, materi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medical and education coordination”; innov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provide way and meth‐

od guarantee for“medical and education coordination”;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im‐

proved to provide effective supervision for the“medical and education coordination”mode.

Keywords: adolescent myopia; medical and education coordina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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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 年来，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高发态势，已经成为世界上青

少年近视患病率很高的国家之一。近视患病率持续增长、近视率居高不下、近视低龄

化、高度近视高发等视力缺陷问题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已成为“危及当代人口素质、

影响我国社会经济乃至国防安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

重要指示，指出“近视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

发展”，强调要“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同年 5 月，

孙春兰副总理在国务院防治重大疾病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上指出，“要建立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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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的干预体系，推进医教协同，突出学校主体责任……

坚决遏制青少年视力不良势头”。同时，2020 年 4 月 27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家要求

学校在“健康第一”理念的引领下，不断推动“体教融合”

协调发展，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

“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增进健康”，让体育锻炼成为近视

防控的重要手段。2018 年 8 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国家体育总局等八部门出台《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

近视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了我国青少

年近视的整体防控目标及实施方案。可见，青少年近视

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及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然而，如

何在国家整体青少年近视治理的框架体系下落实与执行

《实施方案》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本研究

基于协同治理与整体性治理理论探讨我国青少年近视的

“医教协同”治理模式。

1 我国青少年近视“医教协同”治理的应然逻辑

1.1 医学防治技术突飞猛进，但无法遏制青少年近视的持

续增长势头

目前医学界预防与控制近视的方法比较多，如眼功

能训练、滴眼液治疗、佩戴光学镜片和手术治疗等。在矫

治近视的进展中，角膜塑形镜和硬性透气性隐形眼镜

（rigid gas permeable，RGP）通过改变周边屈光度数抑制近

视的作用已被证实。手术治疗方面，准分子激光原位角

膜磨镶术（laser-assisted in situ keratomileusis LASIK）是目

前临床上应用广泛的屈光手术，也是近年来发展较快、效

果明显的医学高新技术之一，并且日趋完善，许多近视患

者通过 LASIK 手术治疗改善了视力状况。然而，医学防

治技术的进步并没能遏制我国青少年近视的增长势头，

近视患病率持续增长、近视率居高不下、近视低龄化、高

度近视高发等视力问题，依然是当前严重威胁我国青少

年体质的首要问题。

1.2 医学防治之外青少年近视的多方位干预得到了学界的

认可

学界对于青少年近视的协同治理的理论研究并不

多。目前对于青少年近视的研究多集中在不同时期、不

同年龄段、不同地区青少年近视现状的研究（杜丹丹 等，

2017；顾昉 等，2018；刘建琼 等，2011；谌丁艳 等，2015；杨

漾 等，2012）。关于青少年近视的防治策略，有学者提出

在医学防治之外要辅以其他治疗方法。如徐志元（2016）

提出，改善用眼环境、增加户外活动、进行用眼健康教育

干预；张欣（2018）提出了社会干预、学校干预、家庭干预、

学生自身干预等多方干预的措施；谌丁艳等（2015）提出，

学校和家庭应密切配合，加强学生视力保护，切实改善学

生视力状况；吕美霞等（2011）对武汉市小学生近视干预

的研究证明，综合干预效果最好，应将防治近视的年龄段

重点前移至有近视表象的儿童青少年，进行综合干预。

以上研究表明，医学防治之外青少年近视的多方位干预

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1.3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近视治理的实践探索直指多元主体

的协同治理

2008 年，教育部印发实施《中小学学生近视眼防控工

作方案》。2009年，武汉市被教育部确立为全国青少年近

视防控试点实验区，并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配合、专家

指导、项目运作”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对青少年近视齐

抓共管，在青少年近视的综合防控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这种管理模式初步体现了青少年近视协同治理的理

念。近年来，国家层面防治近视政策的颁布及实施也充

分体现了多部门协同治理青少年近视的理念。2016 年，

《关于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协

同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要求。2018 年，教育

部等八部门颁布的《实施方案》，提出了青少年近视的整

体防控目标及实施方案，明确了家庭、学校、医疗卫生机

构、学生、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与应采取的防控措施。综

合防控体系的构建及实施也说明青少年近视协同治理的

理念已被政府部门采纳。

1.4 青少年近视防治的顶层设计推进“医教协同”模式的

发展

从国家层面来看，目前已经建立起部门协同推进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体制。八部门颁布的《实施方案》

不仅明确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目标，从政府、相关

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学校、家长和学生等 6个方面明确了

近视防控责任，还进一步完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政

策和制度体系，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建设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这一政策与制度体系

为我国青少年近视的防控做出了顶层设计。为了深入贯

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与《实施方案》，进一

步完善青少年近视联防联控机制，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基

础上，充分发挥卫生健康部门专业优势和教育部门的组

织优势，构建我国青少年近视的“医教协同”模式具有重

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 我国青少年近视“医教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

2.1 协同治理理论及其在青少年近视治理方面的应用

协同治理是指为了解决那些仅凭政府部门，或者仅

靠单个组织无法解决的公共难题，通过政府、企业、社会

团体、公众等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取得共识，来制定和执

行政策的治理模式（蔡岚，2015）。协同治理最明显的特

征是以“共识”为导向来解决问题，治理的目标是在众多

参与者之间达成共识。

协同治理目前存在 3 种类型：1）政府发起的，一个或

多个政府部门一起参与正式的、以共识为导向的、商议

的、旨在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或管理公共事务或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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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安排（Ansell et al.，2008）；2）一组相互依存的利益相

关者，为了解决复杂的、涉及多面的公共难题而协同工

作，并制定相关政策的过程或制度，强调协同治理是一个

协商过程（Choi，2011）；3）为了实现一个公共目的，使人

们有建设性地参与跨公共部门、跨不同层级政府或跨公

共、私人、公民团体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管理过程和结构

（Kirk et al.，2012）。

协同治理理论目前在我国广泛应用于危机治理、环

境治理和安全管理领域等复杂的公共事务管理领域。同

时，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领域，协同治理已经在养老、教

育、公共卫生等领域经受了实践的检验，成为公共服务的

有效提供模式（徐嫣 等，2016）。

在青少年近视防治方面，武汉市“3·3·3”学生近视防

控管理服务体系是协同治理理论应用的典型案例。2009

年，武汉市被教育部确立为全国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实

验区。随后发布的《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武

汉市青少年视力低下综合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武政办

〔2009〕7 号），对全市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治工作作出整体

部署，成立了市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治工作指导委员会，组

建了多学科的专家委员会，设立了武汉市青少年视力低

下防治中心（武汉视防），制发《学生视力健康档案》，开展

青少年近视的“三级监测”“三项康复”“三方共管”，创建

了“3·3·3”学生近视防控服务体系，取得了明显效果（鲁本

麟 等，2010）。2018年 6月，教育部再次向武汉市授牌，武

汉市从“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实验区”上升为“示范区”。

这一“医院-学校-武汉视防”协同防治青少年近视的服务

体系为本研究“医教协同”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参考。

2.2 整体性治理理论及其在青少年近视治理方面的应用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内涵在于协调和整合，克服

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带来的政府机构提供公共服务的“碎

片化”问题，旨在通过“逆碎片化”达到“大部门制”式的治

理，重新强调加强中央政府权力以破解权力分散和过度

部门化的问题，通过重塑复杂的部门、公私、职能之间的

关系，达到快速高效地为公民提供无缝隙的公共产品和

服务的目的（卢守权，2015）。多年以来，我国青少年近视

问题的治理也呈现出了明显的“碎片化”特征，虽然教育、

医疗、卫生部门以及家庭都在努力，然而治理效果并不理

想，青少年近视日趋严重，甚至成为危害青少年健康的首

要问题。因此，有必要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来重新审

视并重塑其治理模式。

2016 年，北京大学李玲等人研究发布的《国民视觉健

康》白皮书提出了“整体视觉健康”的理念。基于整体性

治理理论，《国民视觉健康》认为，我国应从“整体视觉健

康”的理念出发，围绕“健康融入一切政策”的原则，从决

策、规划、操作和配套落实 4个层面入手，构建我国视觉健

康公共政策体系。在决策层面，提出建立国民视觉健康

决策体系；在规划层面，以整体视觉健康为目标，做到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在操作层面，将视觉健康保障与医疗

卫生和医改衔接起来；在配套落实层面，通过激励机制和

明确时间表，借助行政体系来推动视觉健康保障（李玲，

2016）。“整体视觉健康”理念把视觉健康纳入国家的健康

体系，强调视觉健康的国家整体决策与规划，强调自上而

下各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这一理念将推动我国青少年

近视协同治理的发展。

3 青少年近视“医教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

3.1 “医教协同”治理模式的框架体系

基于协同治理与整体视觉健康理念，在国家青少年

近视的整体防控体系下，在近视治理的执行层面，本文构

建了我国青少年近视的“医教协同”治理模式，这一体系

在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下来协同实施国家的青少年近视防

控政策。为了保证模式执行的效果，“医教协同”体系同

时接受政府与社会的监督和评价（图 1）。

本文所构建的“医教协同”治理模式主要属于协同治

理的第 1种类型，即政府发起的多个政府部门一起参与正

式的、以共识为导向的、商议的、旨在制定或执行国家青

少年近视公共政策的治理安排。

从基层执行层面来构建青少年近视“医教协同”治理

模式的原因在于，国家层面在 2018 年出台的《实施方案》

已从宏观上对我国青少年近视治理做出了整体设计。目

前这一方案正处于实施与执行阶段，然而地方各部门如

何在国家整体设计的基础上有效落实与执行这一方案，

尤其是负责基层执行的地方各部门之间如何有效协同，

到目前为止可供参考的模式和案例有限，需要在具体执

行过程中进行基层治理尝试和创新。因此，本文基于执

行层面构建了“医教协同”治理模式。

3.2 “医教协同”治理模式参与主体的确定

治理主体的确定是协同治理的首要内容。本文构建

的我国青少年近视“医教协同”治理模式把学校和医院作

为治理青少年近视的主要参与主体，且学校作为主要责

图1 “医教协同”治理模式的框架体系

Figure 1. The Framework of“Medical and

Education Coordination”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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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承担者，其他协同参与主体还包括各级政府、各级教育

部门、各级卫健委、家庭及其他相关社会机构（图 2）。

学校作为治理青少年近视主要责任主体的原因在于

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学校是家庭之

外我国青少年主要的活动场所，有研究认为学生在校学

习与室外体育活动等因素是影响青少年近视的重要因素

（罗军 等，2013；谌丁艳 等，2015；肖志刚 等，2013）。因

此，学校在组织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担负着促进学

生健康的部分责任。2）学校在青少年近视防治方面具有

明显的管理与学科优势。学校的教育功能决定其具有对

学生进行健康教育的组织与管理优势；同时，学校还有通

过体育活动和体育课来提升和改善学生体质的学科优

势。3）学校的上层管理部门教育部近年来在青少年近视

防控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近视防

控经验（樊泽民 等，2018）。学校在教育部的组织和领导

下能够尽快融入国家的青少年近视防控体系。因此，在

基层执行层面，确定学校作为青少年近视治理的主体责

任有助于更好落实国家的青少年近视治理政策。

医院作为次要责任主体主要是基于其在青少年近视

防治中的医学技术优势。这一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1）青少年视力状况的监测、分析与干预，通过监测

了解不同年级的学生视力状况，并提出针对性的群体与

个体干预措施；2）帮助近视青少年进行视力康复。针对

学生近视程度，制定相应的矫正与治疗方案，实施光学、

物理、药物和手术康复措施；3）由医院业务骨干组成的医

疗技术团队可以整合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和现

代的管理技术协同防治青少年近视。因此，在基层执行

层面，确定医院作为青少年近视治理的次要主体责任有

助于解决防治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政府作为一个较为重要的参与主体是因为国家顶层

设计《实施方案》的框架体系主要是基于政府内部横向与

纵向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治理。目前政府已通过《实施方

案》进行了青少年近视治理的引导和推动，在基层治理方

面，如果没有政府的推动，参与“医教协同”的其他主体很

难发挥协同作用。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学校、医院及其

上层管理部门都是政府的下属单位，有政府的主导与协

调能更好发挥“横向跨部门”协同与“纵向组织权威”协同

的作用（周志忍 等，2013）。

选择社会主体是因为家庭的引导和监督、媒体的宣

传和监督、社会团体的关注与适度参与也是“医教协同”

模式能够实施的重要保障。

3.3 “医教协同”治理模式的协同责任界定

从西方发达国家协同治理实践来看，治理主体边界

的清晰，是协同治理实践的基本前提与基本事实。本文

在确定“医教协同”模式参与主体的同时，根据学校、医

院、政府部门以及上层管理部门一直以来在青少年近视

防治方面的努力，结合“医教协同”的需求，对各参与主体

做如下职责界定：

上层相关管理部门（政府-教育部-卫健委）负责横向

协同制定青少年近视治理政策，并对政策的执行与落实进

行纵向协同监管；地方管理部门（政府-教育局-卫生健康

部门-视防部门）负责横向协同落实和监督政策的实施。

政府是“医教协同”模式的引导与推动者，主要负责

成立青少年近视工作委员会，组建青少年近视防治专家

委员会，并设立青少年近视防治中心；组织教育局、卫健

部门协同出台地方青少年近视的政策与制度，协同商讨

预防青少年近视的项目与活动，从政策与评价上督促 3个

管理部门务必引导学校和医院去切实开展“医教协同”

模式。

学校是“医教协同”模式的主要责任承担者，主要承

担以下责任：组织学生开展健康教育，对学生进行科学用

眼、预防近视的知识与技能的教育，组织爱眼、护眼知识

竞赛活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教室营造良好的用眼环

境，监督学生使用手机等其他电子产品；组织好体育课堂

教学，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组织大课间广播操以及课外

体育活动，引导学生参加阳光体育活动；坚持眼保健操等

护眼措施，定期组织学生开展视力监测，协助医院建立学

生视力档案。

医院是“医教协同”模式的次要责任承担者，主要承

担如下责任：配合学校做好学生的用眼护眼健康教育，承

担宣传与教育责任；配合学校做好视力监测，建立学生视

力档案工作；配合体育教师与学校为已经近视的青少年

开具行之有效的“运动处方”；为近视青少年提供“医疗处

方”，提供近视矫正措施、手术治疗或者验光配镜。

其他参与主体承担辅助责任：家庭负责配合学校和

医院，做好电子产品使用的监督、良好用眼习惯的培养、

户外活动的引导与陪伴等责任，充分发挥父母对于孩子

的监督与培养作用；媒体作为大众宣传的主要阵地，负责

通过电视、网络、社交媒体等渠道进行青少年近视的宣传

报道，通过宣传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还负责对学校和政府

及其主管部门的工作进行宣传报道和监督的责任。为了

加强和发挥社会评价的功能，家庭和媒体在“医教协同”

图2 “医教协同”治理模式的参与主体

Figure 2. Participants of“Medical and Education

Coordination”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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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中，还可以对学校与医院的具体工作进行评价，以此

来督促“医教协同”模式的有效运行。

4 青少年近视“医教协同”治理模式的协同机制

诚如上文对我国青少年近视协同治理应然逻辑的分

析，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协同的问题。因此，必须在

明晰职责的基础上，明确“医教协同”治理模式的协同问

题及其责任，并针对这些协同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路径。

有学者提出了我国跨部门协同的两种基本模式，建立在

等级制基础上的纵向协同模式，以部际联席会议为代表

的横向协同模式（周志忍 等，2013）。这一分类方法为本

文协同机制的构建提供了可以参考的分析框架，本文基

于青少年近视治理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纵向与横向的治

理协同机制。

4.1 “医教协同”治理模式的纵向协同机制

基于图 2 所确定的我国青少年近视“医教协同”治理

的参与主体，参照我国青少年近视管理的基本行政结构，

存在以下 3 条纵向的协同体系：国务院-省政府-各级地

方政府，教育部-教育局-学校，卫健委-卫健局-医院。

治理的纵向协同是指 3 个近视治理的相关部门在纵向协

同上采用传统的行政机制督促下属各单位执行上级主管

部门的行政任务。上级主管部门主要是在国家青少年近

视实施方案的基础上，明确自身职责，出台相关文件与政

策，并要求下属部门切实执行。具体的行政机制包括行

政命令、行政指导、行政监督和行政考核评价 4 种主要

方式。

鉴于本文所构建的“医教协同”治理模式是在政府的

主导与推动下的执行模式，因此必须首先明确政府层面

的纵向协同机制是如何运行的。国务院的首要任务是成

立青少年近视部际联席会议，出台国家层面的青少年近

视治理方案，然后督促省级政府部门执行这一方案，市县

级地方政府在省级政府的指导与督促下负责具体的落实

与执行。上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机制执行

国务院出台的近视治理方案。

“医教协同”治理模式是以学校为主要的责任主体，

因此，3 个方面的纵向协同，主要以教育部门的纵向协同

为主。教育部门的纵向协同方式如下：1）教育部作为教

育部门的最高组织结构，负责进一步明确各级学校在青

少年近视治理中所承担的主要责任，出台相关政策督促

中小学生学业减负、学校改善学生用眼环境，进一步促进

中小学体育课堂教学工作的开展和落实，督促中小学生

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2）省级、市级教育局在教育部的领

导下，负责组织好下属各单位执行教育部的上述政策；3）

各级各类中小学作为基层执行单位，主要负责按照教育

部、省、市级教育局的政策与文件的要求，组织具体的防

治青少年近视的活动。

卫健委部门的纵向协同主要是指各级卫健委在国家

卫健委的指导与督促下，协同发挥卫生健康部门的技术

资源优势来为我国青少年近视治理服务。纵向协同机制

如下：国家卫健委在国务院的领导下，贯彻落实国家关于

青少年近视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督促并监督省级卫

健委配合省政府与教育部门贯彻落实国家的青少年近视

综合防治方案，出台各省的青少年近视治理方案；市级卫

健委在上级卫健委及市政府的组织与领导下，负责督促

各级医院配合教育部门及学校的协同防治青少年近视

工作。

4.2 “医教协同”治理模式的横向协同机制

横向协同机制主要讨论学校与医院如何协同以及这

两个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如何横向协同才能保证《实施

方案》的顺利实施的问题。我国青少年近视协同治理的

横向协同主要包括以下 3个层面：

在国家层面，建立青少年近视部际联席会议的协同

组织。通过部际联席会议召集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国家

体育总局等与青少年近视防治相关的部级代表，一起商

议综合防控青少年近视的政策与措施，并以政府的名义

组织政策的实施；强调政府组织的原因在于：横向协同的

各个部门均属于政府的下属机构，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与

组织下，下属各单位协同的效率会更高一些。

在省市级层面，需要在各级政府组织下成立青少年

近视工作委员会，主要成员由教育部门、卫健部门、体育

部门以及学校与医院的相关部门的主管领导构成。青少

年近视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在于协商如何落实《实施

方案》，尤其是学校与医院如何协同执行。机构的具体职

责在于：确定青少年近视工作委员会的协商机制与议事

程序；针对地方实际组织青少年近视调研，并出台相关政

策措施；为“医教协同”遇到的具体问题做好横向与纵向

协同的沟通与协调工作。同时由于青少年近视防治工作

的技术性比较强，还可以参照武汉市的做法整合全市的

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成立视防中心，这一机构在政府青少

年近视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组建多学科的专家委员会，

为学校与医院为主体的“医教协同”体系提供健康教育、

监测预警、综合干预、动态管理等技术与服务。

在省市级层面，还需要建立起“政府＋社会”的横向

协同监督与评价体系。如图 1 所示，政府评价方面，负责

对下属各级“医教协同”的组织与保障部门，如教育主管

部门、卫健部门、体育部门及其他相关单位，进行防治青

少年近视工作组织与配合情况的监督和考核，同时对于

执行机构各级学校以及医院的工作实效进行考核评价，

以此督促这些部门群策群力落实国家政策。社会评价方

面，可由基层卫健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具体事务交给高校

青少年近视研究的学术专家，组织家长、媒体、事关青少

年健康的社会团体、开展青少年近视研究的专家学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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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形成最

终的评价结果，提供给政府部门作为社会评价的参考。

在基层执行层面，以学校为主要责任主体，负责青少

年近视的综合防治，医院负责配合学校的相关行动。学

校与医院在基层政府的推动与监督下，落实国家的近视

防治《实施方案》。双方的协同内容包括：1）普及与宣传

青少年用眼健康知识，培养学生用眼健康的意识，养成眼

健康的学习习惯。学校负责组织，医院负责宣讲用眼健

康、近视预防等方面的知识。2）建立学生视力档案，每学

期为学生进行视力检测。学校负责组织和管理学生的视

力档案，医院负责检测视力工作。3）体医结合，为轻、中

度的近视学生开具运动处方。在医生与体育老师的帮助

下，为视力检测中不同程度近视的同学开具运动处方，体

育老师负责根据医生的建议指导近视学生的体育活动。

5 青少年近视“医教协同”治理模式的保障机制

5.1 完善领导体制，为“医教协同”提供组织保障

鉴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产生因素的复杂性，有必

要强化顶层设计，建立起在政府推动下的有助于促进我

国青少年近视“医教协同”治理的领导与管理体系。整体

视觉理念也提出，以整体视觉健康为目标，借助行政体系

从决策、规划、操作和配套落实层面入手来推动视觉健康

保障。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本文所构建的“医教协同”

模式纵向上构建从各级政府、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卫健委

的 3条协同体系；横向上通过国家层面成立青少年近视部

际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并出台国家层面的青少年近视防治

的政策与制度，地方层面政府通过成立青少年近视工作

委员会来领导与管理青少年近视治理工作。通过横向与

纵向领导与管理体系的建立，从整体上推动我国青少年

近视“医教协同”模式的发展。

5.2 加强政策引导，为“医教协同”提供政策保障

在构建从国家到地方层面青少年近视管理体制的基

础上，还需要出台治理青少年近视的政策与制度，以此指

导并推进我国青少年近视“医教协同”工作的落实。“医教

协同”模式中多元治理主体合法地位的确立、职责分工的

明确、医教及其他主体的协同行动等，均需要从国家到地

方层面的政策与制度来予以保障与督促。以八部门出台

《实施方案》为例，方案不仅提出了我国青少年近视治理

的具体目标，还明确了家庭、学校、医疗机构、学生及有关

部门的具体职责，尤其是强调了要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课业负担

等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对防近工作不

力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予以问责。青少年近视治理目标的

提出为我国青少年近视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职责的

明确让多元主体在各司其职的同时兼顾协同，防近考核

与评价机制的出台调动了各级政府与相关部门协同履行

防近职责的积极性。因此，本文所构建的基于基层执行

主体的“医教协同”模式也需要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

出台青少年近视方面的文件与政策来予以保障。

5.3 协调各方资源，为“医教协同”提供人、财、物与技术

保障

在青少年近视“医教协同”治理的人力保障上，依据

本研究构建的多元参与主体，需要组建行政人员、科研指

导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 3 个方面的人力资源队伍。以河

北省石家庄市的近视防控工作为例，行政人员工作队伍

方面，由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设专人专岗；在科研指

导人员方面，聘请眼科专家顾问，为视力健康干预工程提

供科研保障和技术指导；在专业技术人员方面，依托河北

省眼科学会的眼科医生对青少年提供近视科普服务，开

展青少年近视监测、数据筛查与分析、治疗与康复工作

（董鲁皖龙 等，2018）。武汉市通过全方位的培训，建立了

一支由中小学分管校长、保健老师（健康教育辅导员）、班

主任、学生视保员组成的“视防大军”，形成群防群控、联

防联控的大健康体系（郭丽霞 等，2018）。在财力保障方

面，建立青少年近视治理的专项基金，对提供医疗专业服

务的医院和医生给予适当补贴，为学校提供一定的资金

补助，同时还可以利用专项基金建立青少年视力基地，为

学生提供专业的近视科普教育，开展视力筛查，进行近视

治疗与康复，提高青少年近视的防控效果。在物质资源

方面，为青少年近视基地或者视防中心的建立提供场所

及配套设施，为学校进行教室和黑板照明的标准化改造，

为学生提供可调节高度的课桌椅等都是对青少年近视治

理的支持。在技术支持方面，由于我国青少年学生人数

众多，为了提高视力监测、筛查、视力档案建立等工作的

效率，在医学技术之外青少年近视治理还迫切需要智能

化的防近设备。这方面可参考武汉视防中心的数字化智

能云视力监测系统，这一近视风险监测系统实现了检测

全程无纸化记录、数据传输和自动分析，大大提高了筛查

工作效率，减少了后续信息、数据录入和汇总分析的工作

强度（邹永宁，2019）。

5.4 创新治理机制，为“医教协同”提供途径与方法保障

在治理机制方面，首先，应摒弃以前单打独斗、各自

为政的治理模式，强化青少年近视协同治理的意识，构建

青少年近视的纵向与横向协同防治体系，多方联动协同

治理青少年近视。以武汉市为例，2005年起，武汉坚持政

府统筹，教育、卫生等多部门联动，创新机制成立非营利

性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武汉视防中心，创建了武汉市

“3·3·3”学生近视防控管理服务体系，在全国率先探索青

少年近视防控有效路径（郭丽霞 等，2018）。其次，应创新

治理方法，采用多种途径落实“医教协同”。以山东省济

南市高新区伯乐实验学校的防近工作为例，该校将防近

活动落实到教学与管理过程中，组织多样化的防近活动。

活动方面，开展“近视防控主题周”与“阳光大课间”，针对

不同年级学生设计“毛毛虫”爬行、“袋鼠跳”“旋风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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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管理方面，落实教职员工责任制、规范科学作息制

度、健全眼保健操制度、禁止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入校

园；学业减负方面，科学研究课程设计和教学、小学三年

级以上布置的音体美作业和书面作业各占一半、禁留重

复性作业和超出教学范围的作业等举措，让学生眼睛有

了更多休息时间（刑婷，2019）。在监测技术创新方面，武

汉市通过对眼屈光生物要素（角膜厚度、前房深度、晶体厚

度、眼轴长度、角膜曲率等）进行检测，客观地反映眼发育

本质，并针对监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估，对学生会不会发生

近视、何时发生近视以及近视增长速度、并发症发生概率

等做出科学判断，显著提高了评估预警效率及精准度（邹

永宁，2019）。

5.5 完善评价机制，为“医教协同”提供考核制度保障

八部门出台《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将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

课业负担等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对防

近工作不力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予以问责。国家层面评价

与考核政策的出台为青少年近视的基层治理提供了标

准。2018 年以来的防近实践中，许多省市都按照这一政

策的要求制定了评价办法。如山东省将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工作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综合考核指标，对未

实现年度学生防控近视工作目标或排在后位的市县，授

权省教育厅、卫健委进行通报、约谈；对儿童青少年近视

发生率连续 3 年不降低的市县级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

以问责。在考核评价的方式上，除了政府内部对于学校、

医院的考核与评价，本研究还提出了政府与社会协同评

价的方式，让社会大众也参与到防近工作中，充分发挥家

庭、媒体对于“医教协同”责任落实的舆论监管作用，建立

政府之外的社会评价方式。具体社会评价的方法可以通

过专家学者课题调研的方式进行，通过对家长、学生、学校

与医院管理的实地调研及问卷调查反馈“医教协同”责任

的落实，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6 结语

青少年近视已成为危害我国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首要

问题。近年来，学界对于我国青少年近视多方干预的认

可、我国青少年近视的实践探索以及国家层面防治青少

年近视的顶层设计均指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本文基

于协同治理与整体视觉理念，在国家青少年近视治理的

政策框架下，构建了青少年近视的“医教协同”基层治理

模式，分析了这一模式的横向与纵向协同机制，并提出了

模式运行的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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