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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亿
视力不良已成为全世
界 最 普 遍 的 健 康 问
题，全球有25亿人尚

未得到视力矫正。

3000万

我们的使命 

        作为一家以中国青少年视觉健康
为己任的公益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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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视觉健
康教育、视力筛查和验光配镜，让我
们的孩子走出模糊，拥有一个清晰美
好的世界。

7亿
在中国，每三个人中就有
一个近视患者；如不加以
控制，到2020年，近视人

口将达到7亿人。

中国农村有将近2.2亿学
生，其中有超过3000万
的农村学生存在视力问
题，但尚未得到及时的

矫正。

关于我们

59%
59%的车祸

与视力问题有关。

80%
眼睛是人体最重要的

导航系统，80%的外部信息

通过眼睛接收，视觉不良会

对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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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世界 美好人生
GOOD VISION 
IS A BASIC 
HUMAN 
RIGHT.
让全世界每一个有需要的孩子

都能拥有一副合格的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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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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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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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9月，经上海市民政局批准，上海依视路视力健康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

依视路基金会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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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健康促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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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青少年视觉健康公益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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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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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理事会

秘书处

合作

发展

项目

管理

综合

管理

监事

理事会是基金会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对基金会的重大事项和

重要业务活动进行决策。

监事依照基金会章程规定的程序检查基金会财务和会计资料，

对理事会的工作进行监督。

秘书处在理事会的领导下，执行理事会决议，开展基金会的日

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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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RT SAGNIÈRES  

 
依视路集团董事长兼CEO 

JAYANTH BHUVARAGHAN

依视路集团首席使命官

何毅

依视路（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主席

ARNAUD RIBADEAU DUMAS

依视路大中国区总裁

陈路怡

依视路中国镜片事业部 

首席商务官

许定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副教务长、会计系教授

上海依视路视力健康基金会

理事会
荣誉理事

王翔宇

视悦光学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旖旎

依视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主席助理

监事理事长

诚鼎基金董事长兼CEO

陈智海 

诚鼎基金

董事长兼CEO

韩同军

丹阳奥尔帝光学

眼镜有限公司

总经理

汤龙保

江苏万新光学有限公司

荣誉董事长

张加富

江苏优立光学有限公司

董事长

洪作南

新天鸿光学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家骢

上海依视路基金会

秘书长

理事成员

理事成员



09 10

在中国农村，有超
过三千万的学生正
被 近 视 问 题 所 困
扰，但他们却因经
济或地域等方面的
限制，无法及时佩
戴眼镜进行矫正。
佩戴眼镜可以使学
生看清黑板，专注
学习，是他们掌握
知识不可或缺的工
具。

农村地区普遍缺乏
专 业 眼 科 医 疗 条
件，很多县级人民
医 院 虽 设 有 五 官
科，却不能提供专
业的视力检查和验
光 配 镜 服 务 。 农
村中小学尚未建立
常规的视力普查机
制，近视问题不能
第一时间被发现。
视光专业人才普遍
缺乏，学生配镜经
常去街边小店，质
量难以保证。

由于地处偏远，很
多农村孩子发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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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村家
庭的孩子来说，拥
有一副经过专业验
光师验配且质量可
靠的眼镜就像一个
难以企及的梦想。

视觉健康知识的缺
乏是农村孩子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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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近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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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导致一些孩子因看
不清黑板，学习成
绩逐渐下滑，最终
厌学甚至辍学。

有限的医疗资源 综合成本居高不下认知的误区 宣传教育 入校筛查验配 能力建设

眼镜带来的学习上

的进步相当于多一

整年的学习。

眼镜带来的正面影

响比改善饮食、清

除寄生虫、激励和

培训教师的影响的5

倍还多。

视力改善已经呈现

了比家庭收入和家

长教育水平对学习

更重要的影响。

面对的问题

依视路基金会致力于从
三个方面解决学生的视
力问题：即为孩子们提
供专业的视力检查，让
有需要视力矫正的孩子
佩戴免费眼镜，并培训
老师成为“爱眼大使”
宣传爱眼护眼的健康知
识，让孩子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长久受益。

解决的办法

阻碍正确配镜的三大障碍 眼镜是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学生中开展视觉
健康知识的宣传普
及 活 动 和 教 育 培
训，让更多孩子认
识和理解视力问题
的普遍性和视力健
康的重要性，同时
培训校医和老师，
共同帮助学生养成
良好的护眼习惯。

针 对 交 通 不 便 的 地
区，基金会协同眼科
医生和视光师，携带
专业设备入校为学生
进行筛查和验配，让
孩子们不用走出校园
就能得到专业、及时
的诊疗。

除了培训学校老师
成为“爱眼大使”
项目还帮助当地医
院的医师提高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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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学生提供视力
健康服务。

  信息来源于斯坦福大学REAP（农村教

育行动计划）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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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眼睛”公益计划

视觉健康促进项目

可持续发展项目

“明眸新视代”青少年视力健康公益行动

EYE DO青少年视力健康公益计划

兴县“睛彩视界”青少年视力健康公益项目

平顶山市儿童视觉健康公益项目

“点亮眼睛·让爱远行”青少年视力健康公益行

“看见视界·邂逅未来”青少年视力健康公益行

点亮眼睛·龙陵县视光中心项目

为改善经济欠发达地区青少年群体的视

觉健康问题，依视路基金会通过开展视力

健康促进项目，为孩子们提供免费视力检

查，并为有需要的孩子免费配镜。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依视路基金会已

在中国18个省市开展项目，累计为超过

70万学生提供免费视力筛查，并为其中近

7万名需要视力矫正的贫困学生提供免费

验光配镜。

此外，依视路基金会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

的公益模式——视光中心模式，即使公益

项目完成，视光中心仍然能够持续地为当

地提供视力健康服务。目前，由依视路基

金会支持的云南龙陵县视光中心已建成并

投入运作。

我们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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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 DO青少年

视力健康公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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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改变视界。

  了解更多

 扫一扫，或登录官网方站了解更多项
目信息 
www.evfchina.com

2016

2017

2015 2

3

7

2016

2017

2015 91,664

152,910

262,448

2016

2017

2015 7,111

7,164

12,723

项目覆盖地区 筛查人数 免费配镜人数

为提高中国青少年的视力健

康水平，2015年4月，上海

宋庆龄基金会-依视路基金与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共同发

起了EYE DO 青少年视力健康

公益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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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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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给予他们相关的护眼卫生

知识培训，使孩子们能在未

来的人生道路上长久受益。 

该公益计划自发起之日起，

已连续三年在全国范围开展

项目。2015年该公益计划在

上海、湖南湘西和湘潭三个

地区开展；2016年该公益

计划走进山西太原、广西南

宁；2016年9月依视路基金会

正式成立后，该公益计划的

范围亦随之扩大，2017年项

目覆盖了五省六地，即山西

大同、黑龙江哈尔滨、山东烟

台、湖南永州和益阳、湖北宜

昌。

截至2017年12月31日，EYE 

DO青少年视力健康公益计划

累计为11个地区超过50万名

学生提供视力筛查，并为其中

27000多名学生进行免费验光

和配镜。

合作机构：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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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县“睛彩视界”

青少年视力健康公益项目
带领革命老区兴县的一万名在校学生

走出模糊，看见更清晰美好的明天。

48%
兴县高中生近视率

兴县位于山西省吕梁市西北

部，国家级贫困县，山西35

个贫困县之首。当地交通不

便，资源匮乏，自然环境恶

劣。全县人口不足30万，青

壮年多外出务工，村里几乎都

是留守儿童，与家中老人相依

为命。这些孩子中有视力问题

的多因家庭贫困、医疗条件缺

乏和健康意识不足等原因长期

未能得到矫正。

为了改变兴县儿童日益严峻的

视力健康问题，2017年3月，

依视路基金会携手中国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兴县人民政府共

同发起了兴县“睛彩视界”青

少年视力健康公益项目，为全

县42所中小学近25000名在

校学生开展视力普查，并为有

视力矫正需求的学生提供免费

验光和配镜；同时，项目还为

每所学校培养2名爱眼大使，

在日常学习过程中为孩子们

提供视力健康知识培训，督促

孩子们养成爱眼护眼的行为习

惯，保障孩子们的视力健康。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兴

县“睛彩视界”青少年视力

健康公益项目已为20个学校

超过2万名学生提供眼健康检

查和视力筛查，并已为其中

6000多名学生提供免费的验

光配镜。

  了解更多

 扫一扫，或登录官网方站了解更多项
目信息 
www.evfchina.com

36%
兴县初中生近视率

AICHA MOKDAHI

依视路基金会全球主席

视力低下是中国最急需解决的教育问题之
一，如果每个孩子都拥有可以使他们看清世
界的眼镜，中国的未来会是怎样？”

16%
兴县小学生近视率

合作机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兴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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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眼睛”公益计划

“ 点 亮 眼 睛 ” 由 美 国 人

Andrew Shirman 先生发

起。Andrew2010年从波士

顿大学毕业后前往云南支教2

年，他亲眼目睹他的学生因

为近视无法看清黑板所带来

的种种问题，这促使他创立

了公益组织“点亮眼睛”。

基于相同的愿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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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点亮眼睛”公益

计划走进云南香格里拉，为全

县近50所义务教育阶段的中

小学生开展视觉健康促进项

目，通过为学校培养爱眼大

使，指导爱眼大使们组织学校

视力健康讲座和视力初筛，并

组织医生进入学校提供专业

验光、配镜，为藏区孩子提供

全 面 的 视 力 问 题 的 解 决 方

案。

2015年9月至2017年7月，“点

亮眼睛”公益计划走进云南省

保山市龙陵县，为全县127所学

校1-9年级学生提供免费的视

力检查和矫正视力的眼镜，并

给予他们相关的护眼 知识培

训，让孩子们拥有清晰视界并

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云南   

“点亮眼睛”公益计划已为近

180所中小学校开展项目，累计

为近10万名学生提供视力筛

查，并为其中近15000名需要

视力矫正的学生免费配镜。 

  了解更多

 扫一扫，或登录官网方站了解更多项
目信息 
www.ev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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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筛查人数超过

42000人，为4484
人免费配镜。

2016年
筛查人数超过

46000人，为8755
人免费配镜。

2017年
筛查人数超过

11000人，为1440
人免费配镜。

180所
三年来，“点亮眼睛看
见美好”系列公益活动
覆盖学校180所，赠送
眼镜近15000副。

合作机构：点亮眼镜公益组织



19 20

从云南到东北，依视路基金会和王鹏眼

镜一起为吉林省的孩子们点亮眼睛。

“点亮眼睛·让爱远行”   
  青少年视力健康公益行

2016年6月，“点亮眼睛·让爱远行”系列公益活动

第一站“云南腊勐行”正式开启，为国家级贫困县云

南省龙陵县腊勐乡中心小学学生和周边四个学校的教

师做视力筛查和免费配镜，并带去了长春市北海小学

孩子自己创作的画作。同年10月，腊勐乡中心小学的

孩子们将自己的画作回赠给北海小学，让这份爱心有

了回音。2017年5月，项目团队再一次回到腊勐乡，

对2016年获得免费眼镜资助的学生进行回访，以了解

配镜后对学生的学习、生活的影响，并为部分眼镜有

损坏的学生提供了检修和更换服务。

25%
项目覆盖

学校学生近视率

  了解更多

 扫一扫，或登录官网方站了解更多项
目信息 
www.evfchina.com

  了解更多 

 扫一扫，或登录官网方站了解更多项
目信息 
www.evfchina.com

合作机构：王鹏眼镜

                   吉林手机报

截至2017年12月31日，“点亮

眼睛·让爱远行”青少年视力健

康公益行共计开展3次活动，1次

回访，累计为4100多名学生提供

眼健康检查，并为其中近1000名

学生免费验光、配镜。

2017年6月，“点亮眼睛·让

爱远行”迎来了第二次公益活

动“点亮眼睛·让爱远行吉林

靖 宇 行 ” ， 此 次 活 动 为 靖 宇

县第三中学和靖宇县明德小学

两 所 学 校 开 展 视 力 普 查 ， 爱

眼护眼知识培训和免费配镜。 

2017年12月，第三次系列公益活

动之“点亮眼睛·让爱远行农安

行”正式开始，活动将为农安县

开安镇近2000名学生作眼健康检

查，并为有需要视力矫正的学生

免费验光和配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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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眼睛·龙陵视光中心项目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长期应

对云南儿童视力健康问题，依视路

基金会与当地医院合作成立视光中

心，实现公益项目可持续运作。 持续两年的云南项目，让我

们看到学生近视率不仅在城

市居高不下，在中国农村地

区同样呈现着上升的趋势，

贫困山区的儿童，更面临着

视 力 健 康 知 识 空 白 、 就 医

难、配镜难的困境。

传统公益项目模式主要是组

织专业人员，携带仪器设备

前往项目地开展验光配镜活

动，能及时地发现问题并予

以解决，但很难在一个地方

持续运作下去。因此，我们

希望探索一种可持续的农村

学生视力问题解决模式，让

当地人参与进来，并有能力

使项目持续下去，真正从授

人以鱼转变为授人以渔。

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视光中

心项目由此应运而生。项目

通 过 与 教 育 局 和 县 医 院 合

作，在县医院内设立“视光

中心”，该中心对全县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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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免费赠镜，实现视力保护

项目的可持续运作。

  了解更多

 扫一扫，或登录官网方站了解更多项
目信息 
www.ev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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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商业网络，助力爱心传递。依

视路基金会携手国内最大眼镜连锁

企业，为全国儿童视力健康保驾护

航。

“看见视界邂逅未来”
青少年视力健康公益行

截至2017年12月31日，“看见视

界邂逅未来”青少年视力健康系列

公益行共在成都、衢州两个地区

开展活动，累计为25个学校超过

16000名学生提供眼健康检查和视

力筛查，并为其中1400多名学生提

供免费的验光配镜。

2017年4月，“看见视界邂逅未来”迎

来了第二场活动“衢州莲花初级中学青

少年视力健康公益行”，该活动由依视

路基金会和星创视界杭州事业部共同执

行，莲花中学近700名在校学生获得了

眼健康检查和视力筛查服务，视力低于

0.8的学生近400名，其中244名贫困学

生获得了免费验光配镜。为了让同学知

道保护眼睛的重要性，项目组为近400

学生开展眼健康知识讲座。2017年5

月，项目工作人员专程将制作好的眼镜

送回学校，并且分发到了每一位学生手

里，并为他们现场调整，确保每一个孩

子佩戴舒适。

2017年3月，“看见视界邂逅未来”首

场活动在成都拉开序幕，活动主题为“

放眼未来·爱不将就”，由依视路基金

会和星创视界四川事业部共同执行。经

过两个月的不懈努力，项目为成都市24

所中小学15000多名在校学生进行视力

及眼健康的检查，其中视力低于0.8的

学生近5400名，近视率高达34%，在

项目的帮助下，1157名贫困学生获得

免费配镜。

  了解更多 

 扫一扫，或登录官网方站了解更多项
目信息 
www.evfchina.com

34%

61%

成 都 活 动 共 覆 盖 2 4
所中小学，近视率为

34%。

衢州莲花初级中学近
视率为61%。

合作机构： 星创视界（宝岛眼镜）



25 26

在依视路集团Vision For Life全球视光基金

的支持下，由依视路旗下2.5新视代与普瑞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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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1日，该项目已在昆明、

合肥、兰州、郑州、乌鲁木齐5个省市地区

开展，累计为近8万人提供眼健康检查和视

力筛查，并为其中需要视力矫正的19000余

名学生提供免费的验光配镜。

“平顶山市青少年视力健康

公益项目”由依视路基金会

联合河南省宝视达视觉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平顶

山市宝丰县人民政府共同发

起，于2017年10月23日正

式启动，项目将为平顶山全

市儿童青少年带来全面的视

力普查，并为有需要的贫困

学生免费验光配镜，同时项

目还将向全市在校学生传播

和推广视力健康知识，以确

保孩子能长远受益。

平顶山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约2000多所，在校学生近

90万，宝丰县为平顶山市所

辖县，全县总人口约50万，

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100

多所，在校中小学生近6万

名。“平顶山市儿童视觉健

康公益项目”第一阶段将以

宝丰县为试点，在成功覆盖

宝丰县的基础上，将项目推

广至平顶山全市。

2017年12月，在宝丰县政

府部门、教育和卫生部门的

大力配合下，项目进入宝丰

县第二初级中学进行测试，

为该校南北校区近3200名学

生提供视力筛查服务，并根

据测试结果对项目计划作出

适当调整，确保项目顺利进

行。

合作机构： 河南省宝视达视觉健

康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人民政府 “明眸新视代”

青少年视力健康公益行动

平顶山市儿童

视觉健康公益项目

  了解更多

 扫一扫，或登录官网方站了解更多项
目信息 
www.evfchina.com 

10,000名
平顶山儿童视觉健康
项目预计为平顶山市
约10,000名儿童免

费配镜。

  了解更多

 扫一扫，或登录官网方站了解更多项
目信息 
www.evfchina.com 

合作机构： 普瑞眼科医院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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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活动
为帮助更多的孩子拥有清晰美好的视

界，依视路基金会汇聚了一批有爱心

和专业力量的志愿者，在这个大家庭

里，每一位志愿者都是使命的化身，

每一位志愿者都是爱与善的传承，让

我们一起来回顾依视路基金会志愿者

在工作中的精彩瞬间。

云南香格里拉

2015年10月世界视觉日，依视路集团
董事长兼全球CEO HUBERT SAGNIÈRES  
先生亲自带队，走进香格里拉第一中
学，为360名学生发放眼镜，并和学生
座谈讨论他们所面临的视力问题。

上海松江实验小学

2017年6月6日爱眼日当天，11名志愿
者积极响应依视路基金会爱眼日“目浴
阳光·使命必达”的号召，兵分两路赶
往上海松江实验小学和闵行吴泾小学，
为孩子们带去科学易懂的爱眼护眼课
程，帮助孩子们提升保护视力的意识。

上海闵行吴泾小学

2017年，来自江苏万新光学的仰天浩
积极响应号召，作为视路基金会培训志
愿者，在6月6日爱眼日当天前往闵行吴
泾小学，为孩子们上课。他的深入浅出
的讲解和富有趣味的互动，给小朋友带
来了无限欢乐。

吉林省农安县

2017年是12月6日，来自依
视路东北销售团队的志愿者徐
晓丽参加了“点亮眼睛·让爱
远行”公益活动，她用自己的
亲身体验和切身体会告诉大
家：志愿者的工作单纯而不简
单，尤其面对孩子，需要耐
心、细心和爱心，只有把自己
认真投入进去，才能感受到志
愿服务的意义与价值。

浙江衢州

2017年5月，依视路教育部程凯作
为视觉健康教育课志愿者，跟随项
目组走进衢州莲花中学，为近400
名学生开展爱眼护眼健康知识讲
座，风趣幽默的授课风格赢得孩子
们掌声不断。

上海咏梅小学

2016年6月，来自上海各个
大学的14名志愿者，跟随依
视路基金会 EYE DO 公益
计划，为一至五年级的小学
生上一节视力健康课，并为
300多个孩子赠送了度身定
制的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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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世 界 7 4 亿 人 ， 人 人
都应享有健康视力的权
利，哪里有视力矫正和
防护的需要，哪里就有
我们！”
                HUBERT SAGNIÈ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