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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视路基金会发展历程

自2008年起，全球依视路基金会相继在美国、印度、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成立。

2014年9月，依视路携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成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依视路慈善基金， 
开始在中国开展视力健康相关的公益活动。

2016年9月，经上海民政局批准，上海依视路视力健康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

2019年10月，上海依视路视力健康基金会经上海市民政局认定为慈善组织。

公众教育
开展视觉健康知识的宣传
普及活动和公众教育项目，
让更多人认识和理解视力
问题的普遍性和视力健康
的重要性。

能力建设
开展与视觉健康相关的其
他活动，包括帮助缺乏基本
视力检查条件的地区进行
能力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

视力健康促进项目
开展视力普查、矫正等视力
健康公益活动，与公益组织
和爱心企业合作开展各类
视觉健康公益慈善项目。

1 2 3

TOGETHER WE 
WILL HELP PEOPLE 
SEE MORE,
BE MORE AND 
LIVE LIFE TO ITS 
FULLEST.

让全世界每一个人 
都能获得必要的视力矫正， 
从而看得更清，走得更远， 
是依视路基金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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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依视路视力健康基金会
理事会和监事会

荣誉理事

理事长

理事

理事

监事

监事长

HUBERT SAGNIÈRES

依视路集团董事长

许定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副教务长、会计系教授

何毅
依视路（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主席

汤龙保
江苏万新光学有限公司 

荣誉董事长

吕建中
英国伟尔集团 

中国总裁

洪作南
新天鸿光学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加富
江苏优立光学有限公司 

董事长

简昉
上海长尚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朱家骢
上海依视路 

视力健康基金会 
秘书长

王翔宇
视悦光学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路怡
依视路中国镜片事业部 

首席商务官

陈智海
诚鼎基金 

董事长兼CEO

沈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董事总经理

宋侑文
依视路大中华区 

财务总监

JAYANTH 
BHUVARAGHAN

依视路集团首席使命官

ARNAUD  
RIBADEAU DUMAS

依视路大中华区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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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矫正的不良视力（URE）是世界上最普遍存在却未被重视的健康问题。

它影响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其中90％居住在发展中国家，
并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攀升。

* 以上内容摘自《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不良视力：至2050年如何消除不良视力？》

发展中 
国家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发达 
国家

人口增长
十亿

GDP
万亿美元，以2010年不变美元计

2018

2018

2018

2018

2050

2050

2050

2050

6.2

49

137

47

81

8.3

1.4

1.5

+34%

+34

+88

+7%

全球屈光不正负担
造成影响的因素包括人口增长、近视率增加（近视眼）和老花眼率增加 

（与年龄有关的无能力聚焦于近处物体）。

27亿人的屈光不正
未得到矫正——其中
90%的人口生活在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社会经济金字塔下层

20亿人的屈光不正 
已得到矫正

34亿人的屈光不正获得矫正，由于他
们维持或提升了自己在社会经济金字
塔中的地位，并具备支付能力和认知，
能够获得行业已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7亿人的屈光不正持续未矫正，即
使他们已经在社会经济金字塔中
向上发展，且不再面临支付能力和
认知障碍；但如果行业无法改善可
获取性的问题，他们仍将面临缺乏
相关服务网点的挑战

32亿人无需视力矫正

29亿人无需视力
矫正

人口 人口

25亿人的屈光不正未矫正，他们
位于社会经济金字塔的下层，支付
能力、认知和服务可获取性是主要
障碍

如果继续使用现有的渠道和产品为需求人群提供服务：

27亿

20亿

34亿

7亿

32亿

29亿

76亿

2018 2050

98亿

25亿

世界上最普遍存在却未被重视的 
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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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0%的外部信息通过眼睛接
收，视力不良的孩子在学习中
会遇到显著困难

我们的使命
作为一家专注视觉健康的公益基金会，我
们致力于汇聚全社会的爱心和专业力量，
搭建开放的视觉健康公益平台，开展视觉
健康教育、视力筛查和视力矫正活动，通
过改善视力，改善所有人的生活。

25%
每4个学生中就有1人因为

视力问题而影响学习

90%
在驾驶过程中，驾驶员90％
应对突发状况的反应取决于
良好的视力

6800亿
在中国，2012年各类视力缺
陷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约为
6800亿元

59%
59%的车祸与视力有关

53.6%
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

总体近视率为53.6%*

36%
小学生*

81%
高中生*

14.5%
6岁儿童*

71.6%
初中生*

*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年4月公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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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决方案

wareness   认知的误区

缺乏基本的视力健康知识是儿童青少年不能获得及时矫正的主要原因之一，包括很
多家长和老师都不了解近视的成因，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很多儿童青少年近视了也不
能及时采取必要的矫正措施，甚至有一些传统认知误区认为戴眼镜会让问题更严重。

ccess   有限的医疗资源

农村地区普遍缺乏专业的眼科医疗条件及专业人才，无法提供必要的视力检查和验
光配镜服务。在尚未建立起常规视力普查机制的学校，学生的近视问题不能第一时间
被发现，即使发现视力不良也不能及时解决。

ffordability   综合成本居高不下

由于地处偏远，很多农村学生发现近视后，家长带着孩子往往要花费数小时才能来到
正规的验配机构，这不仅加大了孩子及时获得视力矫正的难度，也很大程度上增加了
视力矫正的成本。

提升公众意识

响应政府《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积极发挥行业优势，联合各相关部
门，开展各类视觉健康知识宣传普及活动和教育项目，让更多人认识和理解视力问题
的普遍性和视力健康的重要性。

建设当地能力

帮助项目地区医院的医师及视光相关从业人员提高视光知识和验配技能，包括短期在
岗培训和脱产培训，以此提升当地验光配镜能力，可持续地为当地提供视力健康服务。

降低配镜负担

基金会协同各合作伙伴开展筛查、矫正等视力健康公益活动，携带专业设备入校为学
生进行筛查和验配，通过及时发现视力问题，给予矫正，为视力不良群体带来生活的
改善。

A

A

A

不良视力
未能及时矫正的原因

   请至第10页

   请至第12页

   请至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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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众意识

2015至2019年，持续支持北
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
学教授、北京大学健康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李玲开展国民
视觉健康研究，出版著作《国
民视觉健康报告》，这是我国
第一本研究国民视觉健康问
题的深度之作。

与 教 育 部 门 携 手 开 展 近
视防控校园教育，聚焦儿
童青少年眼健康，提高全
社 会 对 儿 童 青 少 年 视 力
健康的关注：
- 出版护眼健康科普3D立
体书；
- 启动校园近视管理培训
计划。

培 训校医和老师成为“爱眼 大
使 ”，宣传 爱 眼 护 眼 的 健 康 知
识，共同帮助学生养成良 好的
护眼习惯。

开设视觉健康公益课程，针对儿
童学习过程中的坐姿、握笔、教
室光线等问题，作细致的互动讲
解，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用眼习
惯，提高爱眼意识。

   近视防控进校园

   《国民视觉健康报告》

   培训校医和老师

   视觉健康公益讲堂

  了解更多

 扫一扫，或登录官网方站了解更多
项目信息 
 http://www.ev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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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当地能力

同时，从2016年开始在云南探索的可持续发展的公
益模式——视光中心，2019年持续运营。

视光中心对全县居民开放，并提供有偿但低于市
场价格的验光配镜服务，从而使视光中心本身具备 
“造血功能”，有能力继续为农村学生提供公益性支
持，包括100元以内的特惠眼镜及为部分贫困家庭
的农村学生免费赠镜，实现视力保护项目的可持续 
运作。

积极搭建从县到乡到村的基层视光服务网络，以
满足当地人口对视光的需求，持续地为当地提供
视力健康服务。

为来自100多个乡镇的205名“爱眼伙伴”开展视
光技能培训，通过系统的教育培训，帮助当地爱
眼伙伴提高验光技能，让农村居民有更好的机会
享受专业的视光服务。

62.5%
的“爱眼伙伴”在经
过 培 训 后，每月的
验光量和配镜量均
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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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配镜负担

为改善经济欠发达地区青少年群体的视力健康问
题，依视路基金会通过开展视力健康促进项目，
为孩子们提供视力筛查和验光服务，并为有需要
的孩子定制眼镜。

2019年公益项目到达的城市

2015-2018年公益项目到达的城市

公益项目足迹

2018 2019

1250

80万

60,000

33

150

3000

所学校

人筛查

人配镜

家医院

名验光师

小时员工志愿服务

480

40万

40,000

18

56

900

所学校

人筛查

人配镜

家医院

名验光师

小时员工志愿服务

截至2019年底，依视路基金会已在中国26个省市的54市开展项
目，累计为超过203万学生提供免费视力筛查，并为其中超过17万
名需要视力矫正的贫困学生提供免费验光配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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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 DO”音同“I DO”（我愿意），寓意在这个
项目平台上，每一个参与方都能为“EYE”贡献一
份力量。通过为青少年学生群体提供免费的视力
检查，并为有需要的贫困孩子提供免费配镜，为青
少年的视力保驾护航。

EYE DO已在全国持续开展五年，截至2019年底已
累计为27个地区超过135万在校学生提供视力筛
查，超过5万名贫困学生获赠公益眼镜。

EYE DO公益计划实施模式
EYE DO是最早专注于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的全
国性公益项目之一，它依托爱尔眼科医院专业的
医疗队伍和依视路 在视光领域的百年经验，并
通过几年的实践，探索出一套可执行、可复制的
公益模式，在全国各地进行推广，以惠及更多的
儿童青少年。 EYE DO青少年视力健康公益计划

由各地爱尔眼科医院负责执行当地项目，基金会提供指导。
EYE DO公益计划2015-2019年执行情况

EYE DO 青少年视力健康公益计划
EYE DO是依视路基金会与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于2015年共同发
起的旨在改善中国儿童视力状况的公益计划。

27市 
项目达到

5万 
累计配镜人数

135万 
累计筛查人数

爱尔眼科
医院

爱尔眼科
医院

爱尔眼科
医院

爱尔眼科
医院

2019 EYE DO
青少年视力

健康公益计划
-西安站义诊

  了解更多

 扫一扫，或登录官网方站了解更
多项目信息 
 http://www.ev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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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县“睛彩视界”
视觉健康项目
为革命老区兴县创建更清晰美好的世界。

14个月
青少年项目于2017年3月 

启动，历时14个月。

2.3万
为共计2.3万名在校学生 
提供视力筛查，并为其中
6500名学生免费配镜。

1.2万副
2019年启动老年人项目， 
共捐赠12000副老花镜。

2017年3月，由兴县人民政府、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和依视路基金会
共同发起的依视路兴县“睛彩视界”青少年视觉健康公益项目正
式启动。项目历时一年零两个月，覆盖兴县全部41所中小学，共计
为2.3万名在校学生提供了全面的视力筛查，并为其中6500名学
生免费配镜，这也是山西省首个覆盖全县青少年群体的视力健康
公益项目。

2019年，依视路基金会继续携
手中国对外友 好协会启动兴县
老花镜公 益 项目，以 关 注当地
老 年人的视力健 康 。由于年龄
增长而自然发生的视力减退影
响着老年人的日常生活，2019
年9月，依视路基金会通过兴县
17个乡镇卫生院对全县2.3万名
老人进行了老花筛查，并为其中
12000名建档贫困老人捐赠老
花镜，以帮助他们改善视力，提
高生活品质。

同 时，兴 县 视 光中心也开始筹
建，建成之后将持续性地为当地
居民提供验光配镜服务，以提高
全县居民的视觉健康。

  了解更多

 扫一扫，或登录官网方站了解更
多项目信息 
 http://www.ev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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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青少年视力健康公益项目于2017年10月正式启动，项目
从宝丰县进行试点，采用“政府-公益组织-企业”三方合作筛查的
模式，探索社会力量介入的路径，快速高效地实现全县学生视力监
测全覆盖，为全国提供了县域青少年全面筛查的新经验。

平顶山市青少年视力 
健康公益项目
由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人民政府、依视路基金会、河南省
宝视达视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起。

2018年平顶山市青少年视觉健
康公益项目在宝丰县顺利开展，
为全县172所学校55954名学生
完成视力筛查，同时为所有的学
生建立视觉健康档案，联合当地
政府、学校、爱心企业和社会力
量，共同来呵护青少年儿童的双
眼。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向所有在
校学生传播和推广视力健康知
识，以确保孩子能长远受益。

2019年项目组与宝丰县教体局
组织近视学生分批验光配镜，截
至年底已捐赠眼镜2300余副，
预计2020年3月底完成1万副 
公益眼镜捐赠。

  了解更多

 扫一扫，或登录官网方站了解更
多项目信息 
 http://www.evfchina.com

2019年
眼镜验配和公益捐赠， 

同时将宝丰县模式推广 
至平顶山市。

2018年
为全县172所学校 

55954名学生完成视力筛查。



23 24

  了解更多

 扫一扫，或登录官网方站了解更
多项目信息 
 http://www.evfchina.com

“点亮眼睛”公益计划
一副眼镜不仅能让孩子看清黑板，更能帮助他/她看清未来
要走的路，勇敢地去追逐梦想。

依视路基金会于2015年起支持“点亮眼睛”公益组织共同在云
南省开展视觉健康公益活动。2015年9月至2019年12月，依视路 
基金会支持“点亮眼睛”公益组织在云南累计为超过20万名学生
提供视力筛查，并为其中近3万名需要视力矫正的学生免费配镜。

2019
巧家义诊

“同依视界•点亮巧家”视力健康义诊
2019年5月，由依视路基金会、同
一视界OneSight基金会、“点亮
眼睛”公益组织、中华少年儿童
慈善救助基金会联合举办的2019 
“同依视界•点亮巧家”视力健康
义诊在云南巧家县圆满完成。

为期一周的义诊活动覆盖了巧家
县老店镇全部21所学校的8218
名中小学生，为其中1141名有视
力问题的学生进行了专业的视力
检查和验光服务，最终1067名学
生获得公益配镜，让屈光不正的
学生能及时得到视力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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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 LOVE U是由依视路基金会-
雅瑞专项基金携手BOLON品牌在
青海玉树启动的关爱藏区老人和
学生的视力健康公益项目。

三年来，已经为青海玉树地区近万
名中小学生及老人提供视力健康
服务，为学生公益配镜2000副，
为1000多名老人赠送太阳镜。

2019年8月，由依视路基金会-雅
瑞专项基金携手BOLON品牌启
动的EYE LOVE U玉树光明行活
动第三次走进玉树，为玉树地区
2所中学、3所小学的3000多名
中小学生筛查视力，并完成配镜
1087副。同时BOLON眼镜捐赠

EYE LOVE U 玉树光明行
雅瑞专项基金携手BOLON为青海玉树地区的 
老人、儿童提供视力防护服务。

300副太阳镜，为完成白内障手
术的玉树老人提供术后防护。

2019“光明行”以中小学生视
力筛查和爱眼护眼知识科普为
重 点，筛 查 范围不仅覆 盖了玉
树 市区的学校，这次活 动更 深
入 到玉树州县乡镇，来 到平均
海拔4200米的治多县，为更偏
远地区的中小学生提供视力检
查和免费配镜，覆盖治多县1所 
中学、3所小学。

    了解更多

 扫一扫，或登录官网方站了解更
多项目信息 
 http://www.ev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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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依视路基金会与普瑞眼科医院合作开展的“明眸新视代”青少
年视力健康公益行动于2017年正式启动。截至2019年底，该项目
已在全国11个省市地区开展，累计为超过16万名学生提供眼健康
检查和视力筛查，并为其中需要视力矫正的近4万名学生提供免费
的验光配镜。

“明眸新视代”青少年 
视力健康公益行动
民营医院助力青少年近视防控，共创美好“视”界。

2019 登封 
公益行

在解决唐庄镇儿童视力不良问
题的同时，依视路集团上海松江
工厂还向当地老人捐赠100副老
花镜，帮助老人们改善视力，改
善生活。

  了解更多

 扫一扫，或登录官网方站了解更
多项目信息 
 http://www.evfchina.com

2019年10月16-18日，“明眸新
视代”青少年视力健 康公益行
动来到位于河南省登封市东北
部山区的唐庄镇，为当地1所中
学、2所小学的3500多名学生进
行视力检查，并为其中797名经
过验光确诊为屈光不正的学生
公益配镜，让他们早日拥有合适
而可靠的眼镜，看清黑板，从而
学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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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视路基金会-雅瑞专项基金携
手BOLON品牌向青海妇女儿童
发展基金会捐赠6000副太阳
镜，以保护高原地区一线户外女
性工作者的视力。

爱眼日前夕，BOLON品牌走进
云南盈江，向4000名小学生捐
赠太阳镜，为孩子们的眼睛提供
适当的紫外线防护。

在山东临沂，依视路基金会与光
合作用集团首次启动“光eye使
命之旅”，向当地眼科医院捐赠
3000副太阳镜用于当地贫困老
人白内障术后佩戴，帮助术后老
人预防紫外线的二次伤害。

在四川理塘县，光合作用集团向
当地牧民捐赠3000副太阳镜，
保护高原地区农牧民的眼睛免
受紫外线伤害。

BOLON品牌

光合作用集团

依视路基金会分别联合雅瑞专项基金和光合作用集团开展紫外线
防护公益活动，捐赠太阳镜，并宣传相关防护知识。

佩戴太阳镜保护眼睛免受 
紫外线的伤害。

你知道吗？视力不良需要及时矫正，同时我们的眼睛还
需要特别的防护。

保护眼睛免受紫外线伤害的最佳方式是在户外活动时
戴上太阳镜。

对！ 
紫外线对人眼睛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是的，紫外线会引起角膜炎、翼状胬肉（眼睛表面的良性
肿瘤）、早期白内障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导致癌症。

是防护紫外线吗？

这个我知道，阳光是紫外线的主要来源，眼睛长时间暴
露在强烈的紫外线（UV）下会导致各种形式的受损。

那我们应该如何防护紫外线？

紫外线防护



31 32

万新光学开展“眼企进学校，爱
眼在行动”公益活动，为丹阳学
校的孩子进行视力检查、开展科
普讲座，宣传普及眼健康知识。

2019年6月25日，爱之晚宴在丹
阳圆满举行。两位来自云南的受
助学生代表众多在依视路基金会
视光义诊活动中受益的同学参加
了这次晚宴，并带来一份特别的
礼物——花费一个多月亲手完成
的水粉画——寓意“拥有清晰视
力，看见美好世界”。

晚宴现场，众多志愿者分享了各
个义诊的难忘经历，让人身临其
境地感受到志愿工作的不易，以

优立光学与新天鸿光学走进南师
大中北校园为广大师生开展“爱
眼课堂，护眼咨询，参观公司，增
送品牌眼镜”等系列公益活动。

视悦光学的志愿者们走进丹阳
市正则小学开展眼健康公益课
堂，为198名三年级学生上了一
堂爱眼护眼课。

使命行动

爱之晚宴

作为依视路基金会的理事单位，丹阳合资公司——万新光学、优立
光学、新天鸿光学、视悦光学多年来践行使命，积极开展公益行动。

及我们的使命如何真实地改善
着他人的生活。依视路基金会的
理事们为优秀志愿者们颁发证
书，表彰他们的志愿精神。

晚宴上，来宾们还在心愿卡上写
下了对远方山区学生们的寄语，
表达美好祝福，并表示将继续践
行使命，关注儿童青少年视力健
康，让他们拥有清晰的视力，享
受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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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初，基金会收到一封来自宁夏中宁县医
院的求助信——有一对十岁四胞胎姐弟，视力都
非常不好，已经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了，医生检查下
来发现四个孩子都是远视眼加上300度散光，其
中一个孩子的双眼远视度数甚至超过了1000度，
看东西几乎只能看到模糊的样子。由于家中条件
困难，父母也很着急，希望基金会能为孩子免费配
镜以解决孩子读书和日常生活的需要。

我知道如果没有合适的眼镜，这四个孩子眼中的
世界的样子，因此当基金会决定为这四个孩子定
制眼镜时，我主动承担联系工作——集合集团内
各个公司力量尽快定制眼镜。

制镜的难度在这个1000度远视孩子身上，毫无
疑问要用高折射率的镜片。我知道视悦在丹阳的
车房可以定制特殊镜片，便第一时间联系他们。
他们知道这个孩子的情况后非常乐意捐助，让车
房加急加工，还贴心地多做了一副镜片给孩子备
用。在镜架方面，我联系了远在厦门的保圣光学，
他们的儿童镜架安全、轻盈，很适合小孩子使用，
保圣也很爽快的捐赠了镜架。

最后基金会请上海普瑞眼科的志愿者验光师进行
眼镜的割边加工，完成了这副眼镜的爱心接力。

新定制的眼镜镜片厚度不到5毫米，比普通折射率
的镜片足足薄了一半。看到孩子戴上眼镜可以清
楚地看到黑板上的字，以及美丽的家乡，我由衷地
为他们开心！

爱心志愿者包洵

在义诊活动中，我们普遍发现，偏远地区学生的
视力状况也不容乐观，很多学生虽然是首次配
镜，近视度数却已很高，有的甚至达到了高度近
视。更有不少学生虽然已经佩戴了眼镜，但度数
发展很快，一年甚至只有半年已经加深一两百
度，向高度近视发展的趋势非常快。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六年级的女孩，检测原镜
光度时发现已经是1300度，但验光后双眼竟分
别达到了1500度和1600度！而询问下来这副眼
镜戴了还不到两年，也就是说这两年间她的度数
就加深了300度。高度近视不仅对学生的生活、
学习带来诸多不便，更重要的是，高度近视还可
能存在着其他对眼睛损害的问题，导致眼球疾病
的几率是低度近视的10倍！

1600度对一个六年级的孩子来说，已经是相当
深的度数，考虑到未来学业加重对视力的影响，
我们和她强调视力的重要性，叮嘱她不要长时间
用眼，定期去医院复查，尽量减缓度数发展。

这不仅仅是个案，在这个孩子所在的学校，高度近
视的比例已经占到近视人数的15%！我们看到越
来越多的孩子正在向高度近视发展，并且越来越
低龄化，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与重视。青少
年近视管理迫在眉睫，希望能够提供合适的解决
方案以延缓及改善视力状况。

“不知道”、“不了解”、“不重视”，这是我们在
项目中听到最多的，看到不少孩子的视力因为种
种原因错过矫正或治疗最佳时机，真的非常难
过。农村孩子的视力健康，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
的共同努力。我们虽然无法到达每一个需要帮助
的地方，但我们希望，在我们曾经踏足过的那些
学校，曾在这些孩子生命中出现过的我们，至少
能给他们带去两样东西，那就是爱和视野，希望
给予这些封闭地区的孩子以更广阔的视野，告诉
他们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告诉他们世间有着友
谊和爱。希望我们的微小努力，能帮助这些孩子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看得更清，走得更远。

依视路基金会归湘颖

爱心接力只为让你看世界更清晰

关注高度近视在学生中的发展

EYE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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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巧家县贫困学生资助中心高主任

巧家是云南的贫困县，全县贫困学生占到全部学生
人数的30-40%，留守儿童在学校里读书占的比例
差不多在25-30%之间。有些孩子近视了，但没有
条件去配眼镜，因此这样的义诊活动很及时，能够
为我们的孩子检查视力，免费赠送眼镜。

西安等驾坡小学贾老师

当我发现班级中有学生看黑板眯着眼睛的时候，就会
给他们调换座位，让他们坐在前排。孩子近视了，也是
渴望有一副眼镜，但是可能由于家庭原因，或者一些其
他什么原因，他们没有条件去配个眼镜，非常的困难。

兴县教育科技局郭老师

“睛彩视界”这个项目对兴县许多因为贫困配不起眼
镜的孩子带来很大的光明，助推兴县脱贫。

依视路基金会长期致力于青少年视光公益领域，
2015年至2019年，连续五年荣获中国公益节“年度责任品牌”奖项；
2019年荣获第二届社会责任大会“年度社会责任优秀企业奖”；
2019年入选《中欧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

巧家县老店中学彭校长

这次活动对我的触动很大，本来觉得视力检查没有必
要，农村娃娃们不会有近视，没想到通过检查，有将近
百分之三十的孩子视力都有问题，这个让我们觉得很痛
心。活动唤醒了学校家长学生和社会各方面对青少年视
力健康的重视。

志愿者小李

看到这些年龄不大的孩子明知视力存在问题却因为意识
的落后、地域的限制、资源的匮乏等原因一直不能拥有
一副矫正视力的眼镜让我感到难过，但我也感到欣喜，
越来越多的努力让这些孩子们有了矫正视力的机会。

玉树学生永吉

谢谢叔叔阿姨让我们的眼睛看得更清楚，你们
跟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你们愿意来到
这个偏远地，克服高原反应，给我们这些学生
配眼镜，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帮助！

声音



让我们共同呵护孩子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