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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眼镜的你， 有多长时间没有严格的验光了？ 大
师级验光师秦英瑞说， 好好给眼睛验光， 配一副适合
的眼镜， 就像根据自己的脚型定制一双合脚的皮鞋。

在秦英瑞眼中， 每个人的眼镜都有 “个性”， 司机
的眼镜和办公室伏案工作的职员不同， 患病的人和健
康的人不一样， 喜爱射击的人和爱看书的人也不一样
……秦英瑞已经给40余万人进行过验光配镜， 是大明
眼镜公司首席一级验光师。 他对老视、 隐斜视的屈光
矫正应用灵活， 具有独特的技术风格。 对低视力、 双
眼视机能疑难问题具有独特的处理方法， 并总结创造
出 “人性化” 的验光服务。 他不仅是北京市地方标准
《北京市验光配镜开业条件暂行规定》 的主要起草人之
一， 还参与编写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 用于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 他曾被评为 “北京市商业服务业中华
传统技能技艺大师 ”， 获得过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全国劳动模范” 等多项荣誉， 是验光界大师级工匠。

家学 从父辈传下来的手艺

秦英瑞的手艺其实是与从小受到的熏陶有关。 其
父年轻时在春光眼镜店学徒， 学习修理钟表和制作眼
镜， 后来成为行业内的老师傅。 在老秦工作的上世纪
40、 50年代， 眼镜和钟表是与珠宝一起售卖的奢侈品。
与父亲一起学手艺的师兄师弟也在业内干出了名堂，
秦英瑞记得和父亲一起学徒的叔叔们有的在故宫修过
座钟， 也有的修理过北京火车站的旧式大钟， 都是行
业内的翘楚。

而老秦更善于修理制作眼镜。 秦英瑞总是能看到
父亲拿着茶色的水晶片磨制镜片， 或者用小小的工具
“啄” 着一只精致的眼镜架子。 “那时候制作眼镜的金
属叫洋银， 就是锌白铜合金， 价格不菲。 眼镜片的材
质也很昂贵。 所以有一副眼镜的人绝不会轻易给扔掉。
眼镜度数有变化， 眼镜戴着不合适， 就拿以前的镜片
重新打磨， 如果眼镜架有损坏， 也常常需要修理。” 秦
英瑞回忆， 由于打磨镜片需要极为精细地功夫， 父亲
常常带着活儿回家做。 小小的秦英瑞也动手摆弄这些
外人不常见的小工具。 与眼镜的昂贵相呼应的是手艺
人的工钱高， “我父亲月薪90多块钱， 在当年那是高
收入群体。” 那个年代， 普通人的收入是四五十元钱。

父亲想在四个子女中选一个继承自己的手艺时看
上了秦英瑞。 1980年， 18岁的秦英瑞高中毕业之后接
替父亲的班， 进入了大明眼镜店工作。

学艺 能在师傅家开“小灶”的学徒

大明眼镜店是诞生于1937年的中华老字号。 在秦
英瑞入行的时候， 店里施行较为传统的 “师徒制”。 秦
英瑞跟着一位宋师傅学习验光、 检影的手艺， 很快得
到认可。 秦英瑞说， 学徒需要6个月掌握的技术， 他一
个月拿下。 宋师傅不仅让他独立给客人验光， 还放心
地让他带其他学徒。 平常的业务， 秦英瑞都得心应手，
遇到疑难问题再去请教师傅。

“师傅和师娘都对我不错。 按老规矩， 过年过节
我们做徒弟得提两盒点心去看望师傅师娘。 尤其是大
年初二， 我年年都得给我师傅拜年去， 除了点心， 还
给师傅带二锅头。师娘每次都留我吃饭，给我烙盒子，做
好吃的。” 说到这一段， 秦英瑞颇有些小得意， “其他
徒弟可没有这待遇。 ”在上世纪80年代，眼镜行业的薪酬
也算中等偏上，秦英瑞当学徒时，一个月收入是36元钱。

1984年， 秦英瑞考上了验光配镜专业的中专， 进
行了两年半的理论学习。 “别小看这中专学历。 我们
的教材是英国传来的， 香港翻译的。” 秦英瑞认为， 验

光是一门学问， 做一名验光师不仅要有实践经验 ， 而
且一定要有理论知识。 “比如， 以前师傅总是跟我说，
配镜不能把度数给特别足， 要不戴眼镜时间长了， 客
人会不舒服。 他也没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 我学了中
专之后才知道， 验光验出来的度数， 是客人在看无限
远时需要的眼镜度数。 可是大部分人都是看近距离多。
度数给太足， 适合望天儿， 看近距离就不合适了。”

后来秦英瑞又自学了 《双眼视机能异常诊断 》、
《临床斜视诊断》 等眼科知识， 并应用到验光工作中。
秦英瑞觉得学了理论之后， 自己才能算个 “验光师”，
而不仅仅是 “验光师傅”。 “验光师应该是半个眼科医
生加上半个光学工程师， 这是一门手艺， 更是一门学
问。” 秦英瑞说。

从业 挑战验光界极限的业务能手

秦英瑞从业以来的验光故事很多。
从一上班， 秦英瑞的业务就是拔尖的。 大明眼镜

店组织过内部的验光比赛， 设有奖品， 比如一只英雄
牌钢笔， 或者一个收音机。 在当时， 这些奖品可是令
人眼馋的稀罕物 。 结果 ， 秦英瑞连续两年获得冠
军 。 “第一年拿走了钢笔， 第二年拿走了收音机， 第
三年， 领导找我商量， 让我别参加了， 让别人也有机
会拿奖。”

他从业以来， 配过的度数最高的一副眼镜是3400
度近视镜。 “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 一位河北的客
人来验光 。 我用检影镜最终验出的度数是3400度 。”
3400度近视能看到哪里？ 秦英瑞把手在自己眼前比量
了一下， “大约也就能看到一乍远， 再远就看不见了。
这个度数一般是天生的。”

他还记得那位客人戴着的是一副白色塑料框架眼
镜。 这副眼镜两片镜片是用白胶布粘合而成的， 内部
都落了灰， 眼镜片的度数大约是2600度。 “3400度的
眼镜超过了一副镜片能制作的最大极限。 我们店不能
用两片镜片粘合的方式做了， 落灰而且不美观。 于是
就用一个镜片两面掏的方式给制作出来的， 矫正视力
是0.4。 平常人都觉得0.4能看见啥 ？ 可是那位客人觉
得， 一戴上新眼镜， 这世界就跟水洗过一样清楚。”

秦英瑞配过的最大散光度数是1200度， 这也是一
个极限度数。 “1998年， 一位山西客人到店里来。 当
时戴着的眼镜散光度数是800度， 我们验光出来的度数
是1200度。” 秦英瑞说， 当时这个度数报了两遍， 经理
一开始不相信有这么高的散光度数， 认为验光出错。
“客人做过角膜移植手术。 通俗点说， 他眼睛上有一道
手术缝合后留下的沟， 形成了散光。 要求眼镜在这道
沟的对应位置对眼睛进行矫正。 这套镜片需要重新开

模具特制。” 秦英瑞回忆， 给这位客人戴上配的新眼
镜， 矫正视力达到1.0， 客人非常满意， 一下子配了四
副眼镜。

技术 给不同的人配不同的眼镜

验光， 如同看病问诊。 秦英瑞认为， 每个人需要
的眼镜都有自己的个性需求， 眼睛的度数和眼镜的度
数不是刻板的一致。 验光师不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而是需要动脑子的技术性人才。

“比如司机和坐办公室的职员， 需要的眼镜就不
一样。” 秦英瑞说， 司机开车必须保证看远清楚才能出
效率， 办公室人员每天看电脑或伏案写字， 度数要保
留部分调节， 以保证视近不疲惫。

上世纪80年代， 在给一位老年客人配镜时， 得知
他喜欢射击， 秦英瑞在他的眼镜上粘了一小块度数比
其他镜片度数高的区域， 方便他射击时进行瞄准。

上世纪90年代， 在给一位铁道兵政委配眼镜时 ，
秦英瑞得知他需要一副 “双光” 眼镜。 因为平时工作
时， 这位客人需要望远， 在家看书看报， 又需要视近。
而且这位客人经常户外活动， 还要求眼镜变色。 秦英
瑞将眼镜制作成上下部分度数不同的 “双光” 眼镜，
抬头看时， 眼镜能望远， 低头看时能看近处不累。 而
且在两个镜片之间加了卤化银， 以保证镜片在阳光下
实现变色。

2000年， 一位大学教授专门找到秦英瑞配镜。 她
说， 自己看东西经常 “双影”。 秦英瑞验光后发现， 她
的眼镜度数是准确的。 于是， 提醒她 “有可能患有甲
亢。 先看病， 再配镜。” 经过一段时间的甲亢治疗， 顾
客再也没有双影困扰了。 “甲亢导致眼位不等高， 看
东西双影； 糖尿病影响视网膜， 像镜子后面水银被刮
花……” 谈及身体疾病对眼睛的影响， 秦英瑞讲的头
头是道。

秦英瑞介绍， “配一副眼镜还要考虑客人的工作
环境、 用眼习惯……平时看什么比较多？ 白天用得多
还是晚上用得多？ 常在室外， 侧重于防紫外线， 常在
室内， 透光率就要高一点……”

在秦英瑞的验光室里， 就有满足不同顾客需求的
一套验光设备。 比如， 开车的司机配眼镜， 设备上有
一套测试司机矫正度数后看红绿灯的效果， 以此作为
确定配镜度数的重要参考。

“每个人的屈光情况不一样， 验光师操作时要考
量每个人的情况。 不仅要了解客人现在的情况， 而且
要将用眼环境未来发生的变化考虑进去。” 秦英瑞认
为， 验光师要抱着终身学习的态度， 结合实践来完善
技术。

研发 验光事业上的学术成就

秦英瑞还动手进行研发、 写书， 将验光工作予以
延伸扩展。

1982年 ， 秦英瑞动手制作了 “正负对比验光器
具”， 就是把0．25 （25度） 和0．50 （50度） 正负对比镜
片组合在一起， 并安装上两套手柄方便使用。 那个时
候， 大明眼镜店业务繁忙， 秦英瑞最多的一天给200多
个客人进行了验光服务。 验光器具能大大提高效率，
减少人工， 也减少客人等待时间。 同事们纷纷效仿，
大明的所有验光师干脆人手一副。 而这种验光器具，
直到1997年， 日本西村公司才推出类似的新产品。

1999年， 秦英瑞和某公司合作， 发明了一套儿童
弱视训练的软件， 之后又研发出相关仪器， 开创了验
光延伸服务 。 这套仪器经过数年的打磨和改进 ， 于
2007年获得医疗器材的许可， 投入生产使用。 2004年，
秦英瑞还发明了矫正青少年假性近视的训练仪。

2008年， 秦英瑞参与编写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
程中的 《眼镜验光员》 技师部分， 这套教程用于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

2011年， 秦英瑞开始着手编写 《眼镜词典》。 这是
一部填补眼镜界空白的作品。 记者在秦英瑞的电脑中
看到了这部作品的电子版， 从眼球的结构、 验光的知
识到眼镜的分解结构， 这部作品几乎囊括了眼镜界涉
猎的所有范畴。 仅一个眼镜腿就分为五个部分。 “有
些词语， 我们业内说法也不统一。 我希望能给统一叫
法， 方便传道授业解惑， 也方便业内交流。” 秦英瑞介
绍， 比如， 在打孔眼镜的眼镜架上有一个小零件是抵
在眼镜片后面的， 以实现支撑作用。 这一部分， 有的
眼镜店叫 “内柱”， 与抵在眼镜片外的另一个名为 “外
柱” 的部分呼应。 同样的部件， 有的眼镜店叫 “砥”。
秦英瑞在词典中采用了 “砥” 的说法。 “这个词起源
更早， 而且更贴切。 因为这个零件的作用就是支撑，
与 ‘砥’ 的词义相同。”

虽然有电子版， 可是秦英瑞在自己办公室的书架
上翻找了半天， 都没找到一本 《眼镜词典》 的实物，
“都被这群徒弟给拿跑了。” 他调侃着说。

传承 让这门绝技发扬光大

2013年， 大明眼镜的 “秦英瑞首席技师工作室 ”
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人社部评审和认定的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 北京市当时仅有6家。 秦英瑞开始带徒
弟， 要将验光技术传承下去。

他亲手写的讲义从 “散光的处理”， 到 “验光不适
的解决方案”， 再到 “老人的验光”， 每一章节都是他
数十年经验的总结。 以 “老人的验光” 专题为例， 在
“提示” 部分， 秦英瑞列出 “老花眼变好了、 个人手臂
长短、 习惯看书距离、 对光的要求” 等多条验光师在
配镜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方面。 最近几年， 秦英瑞平均
每年能够带出8名验光师。

同时， 秦英瑞还在2012年、 2013年、 2016年参与
了由北京人社局支持的， 由北京理工大学承办的， 北
京市验光技师继续教育研修班的授课， 协助推进北京
市眼镜行业验光人员专业知识更新和验光技术水平提
高。 他作为北京市商业技师考评委员会委员、 北京职
业技能鉴定所36所专家组成员， 从事培训和鉴定工作
18年， 培训4000多人次,培养了大批行业技能人才。

在采访中， 秦英瑞提出了留住验光师人才， 提升
验光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想法。 “现在我带的徒弟都是
本科学历以上， 而且有医学背景。 这样的人才如何留
在验光师的队伍中？” 秦英瑞提出建议， “提高从业门
槛 ， 调整眼镜价格的结构 。 让客户认可验光这门技
术。” 秦英瑞解释， 目前眼镜行业中， 验光师的工艺价
格几乎都包括在眼镜架的价格中。 验光费用普遍低廉，
有的店面验光免费， 有的店面甚至不验光。 而眼镜框
架 、 眼镜片的价格普遍很高 ， 因为含有附加费用 。
“我建议将验光师的服务费用从眼镜框架的费用中剔
除， 降低镜架费用， 提高验光费用。 在医生行业不能
指望以药养医， 在眼镜行业也不要指望眼镜架养验光
师。 保障验光师这一行业的待遇， 让这门手艺传承下
去， 才是对戴眼镜客户最大的负责。”

□本报记者 李婧

挑战行业极限
让四十万人重见清晰世界

验光大师秦英瑞：
戴眼镜的你， 有多长时间没有严格的验光了？ 大

师级验光师秦英瑞说， 好好给眼睛验光， 配一副适合
的眼镜， 就像根据自己的脚型定制一双合脚的皮鞋。

在秦英瑞眼中， 每个人的眼镜都有 “个性”， 司机
的眼镜和办公室伏案工作的职员不同， 患病的人和健
康的人不一样， 喜爱射击的人和爱看书的人也不一样
……秦英瑞已经给40余万人进行过验光配镜， 是大明
眼镜公司首席一级验光师。 他对老视、 隐斜视的屈光
矫正应用灵活， 具有独特的技术风格。 对低视力、 双
眼视机能疑难问题具有独特的处理方法， 并总结创造
出 “人性化” 的验光服务。 他不仅是北京市地方标准
《北京市验光配镜开业条件暂行规定》 的主要起草人之
一， 还参与编写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 用于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 他曾被评为 “北京市商业服务业中华
传统技能技艺大师 ”， 获得过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全国劳动模范” 等多项荣誉， 是验光界大师级工匠。

家学 从父辈传下来的手艺

秦英瑞的手艺其实是与从小受到的熏陶有关。 其
父年轻时在春光眼镜店学徒， 学习修理钟表和制作眼
镜， 后来成为行业内的老师傅。 在老秦工作的上世纪
40、 50年代， 眼镜和钟表是与珠宝一起售卖的奢侈品。
与父亲一起学手艺的师兄师弟也在业内干出了名堂，
秦英瑞记得和父亲一起学徒的叔叔们有的在故宫修过
座钟， 也有的修理过北京火车站的旧式大钟， 都是行
业内的翘楚。

而老秦更善于修理制作眼镜。 秦英瑞总是能看到
父亲拿着茶色的水晶片磨制镜片， 或者用小小的工具
“啄” 着一只精致的眼镜架子。 “那时候制作眼镜的金
属叫洋银， 就是锌白铜合金， 价格不菲。 眼镜片的材
质也很昂贵。 所以有一副眼镜的人绝不会轻易给扔掉。
眼镜度数有变化， 眼镜戴着不合适， 就拿以前的镜片
重新打磨， 如果眼镜架有损坏， 也常常需要修理。” 秦
英瑞回忆， 由于打磨镜片需要极为精细地功夫， 父亲
常常带着活儿回家做。 小小的秦英瑞也动手摆弄这些
外人不常见的小工具。 与眼镜的昂贵相呼应的是手艺
人的工钱高， “我父亲月薪90多块钱， 在当年那是高
收入群体。” 那个年代， 普通人的收入是四五十元钱。

父亲想在四个子女中选一个继承自己的手艺时看
上了秦英瑞。 1980年， 18岁的秦英瑞高中毕业之后接
替父亲的班， 进入了大明眼镜店工作。

学艺 能在师傅家开“小灶”的学徒

大明眼镜店是诞生于1937年的中华老字号。 在秦
英瑞入行的时候， 店里施行较为传统的 “师徒制”。 秦
英瑞跟着一位宋师傅学习验光、 检影的手艺， 很快得
到认可。 秦英瑞说， 学徒需要6个月掌握的技术， 他一
个月拿下。 宋师傅不仅让他独立给客人验光， 还放心
地让他带其他学徒。 平常的业务， 秦英瑞都得心应手，
遇到疑难问题再去请教师傅。

“师傅和师娘都对我不错。 按老规矩， 过年过节
我们做徒弟得提两盒点心去看望师傅师娘。 尤其是大
年初二， 我年年都得给我师傅拜年去， 除了点心， 还
给师傅带二锅头。师娘每次都留我吃饭，给我烙盒子，做
好吃的。” 说到这一段， 秦英瑞颇有些小得意， “其他
徒弟可没有这待遇。 ”在上世纪80年代，眼镜行业的薪酬
也算中等偏上，秦英瑞当学徒时，一个月收入是36元钱。

1984年， 秦英瑞考上了验光配镜专业的中专， 进
行了两年半的理论学习。 “别小看这中专学历。 我们
的教材是英国传来的， 香港翻译的。” 秦英瑞认为， 验

光是一门学问， 做一名验光师不仅要有实践经验 ， 而
且一定要有理论知识。 “比如， 以前师傅总是跟我说，
配镜不能把度数给特别足， 要不戴眼镜时间长了， 客
人会不舒服。 他也没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 我学了中
专之后才知道， 验光验出来的度数， 是客人在看无限
远时需要的眼镜度数。 可是大部分人都是看近距离多。
度数给太足， 适合望天儿， 看近距离就不合适了。”

后来秦英瑞又自学了 《双眼视机能异常诊断 》、
《临床斜视诊断》 等眼科知识， 并应用到验光工作中。
秦英瑞觉得学了理论之后， 自己才能算个 “验光师”，
而不仅仅是 “验光师傅”。 “验光师应该是半个眼科医
生加上半个光学工程师， 这是一门手艺， 更是一门学
问。” 秦英瑞说。

从业 挑战验光界极限的业务能手

秦英瑞从业以来的验光故事很多。
从一上班， 秦英瑞的业务就是拔尖的。 大明眼镜

店组织过内部的验光比赛， 设有奖品， 比如一只英雄
牌钢笔， 或者一个收音机。 在当时， 这些奖品可是令
人眼馋的稀罕物 。 结果 ， 秦英瑞连续两年获得冠
军 。 “第一年拿走了钢笔， 第二年拿走了收音机， 第
三年， 领导找我商量， 让我别参加了， 让别人也有机
会拿奖。”

他从业以来， 配过的度数最高的一副眼镜是3400
度近视镜。 “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 一位河北的客
人来验光 。 我用检影镜最终验出的度数是3400度 。”
3400度近视能看到哪里？ 秦英瑞把手在自己眼前比量
了一下， “大约也就能看到一乍远， 再远就看不见了。
这个度数一般是天生的。”

他还记得那位客人戴着的是一副白色塑料框架眼
镜。 这副眼镜两片镜片是用白胶布粘合而成的， 内部
都落了灰， 眼镜片的度数大约是2600度。 “3400度的
眼镜超过了一副镜片能制作的最大极限。 我们店不能
用两片镜片粘合的方式做了， 落灰而且不美观。 于是
就用一个镜片两面掏的方式给制作出来的， 矫正视力
是0.4。 平常人都觉得0.4能看见啥 ？ 可是那位客人觉
得， 一戴上新眼镜， 这世界就跟水洗过一样清楚。”

秦英瑞配过的最大散光度数是1200度， 这也是一
个极限度数。 “1998年， 一位山西客人到店里来。 当
时戴着的眼镜散光度数是800度， 我们验光出来的度数
是1200度。” 秦英瑞说， 当时这个度数报了两遍， 经理
一开始不相信有这么高的散光度数， 认为验光出错。
“客人做过角膜移植手术。 通俗点说， 他眼睛上有一道
手术缝合后留下的沟， 形成了散光。 要求眼镜在这道
沟的对应位置对眼睛进行矫正。 这套镜片需要重新开

模具特制。” 秦英瑞回忆， 给这位客人戴上配的新眼
镜， 矫正视力达到1.0， 客人非常满意， 一下子配了四
副眼镜。

技术 给不同的人配不同的眼镜

验光， 如同看病问诊。 秦英瑞认为， 每个人需要
的眼镜都有自己的个性需求， 眼睛的度数和眼镜的度
数不是刻板的一致。 验光师不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而是需要动脑子的技术性人才。

“比如司机和坐办公室的职员， 需要的眼镜就不
一样。” 秦英瑞说， 司机开车必须保证看远清楚才能出
效率， 办公室人员每天看电脑或伏案写字， 度数要保
留部分调节， 以保证视近不疲惫。

上世纪80年代， 在给一位老年客人配镜时， 得知
他喜欢射击， 秦英瑞在他的眼镜上粘了一小块度数比
其他镜片度数高的区域， 方便他射击时进行瞄准。

上世纪90年代， 在给一位铁道兵政委配眼镜时 ，
秦英瑞得知他需要一副 “双光” 眼镜。 因为平时工作
时， 这位客人需要望远， 在家看书看报， 又需要视近。
而且这位客人经常户外活动， 还要求眼镜变色。 秦英
瑞将眼镜制作成上下部分度数不同的 “双光” 眼镜，
抬头看时， 眼镜能望远， 低头看时能看近处不累。 而
且在两个镜片之间加了卤化银， 以保证镜片在阳光下
实现变色。

2000年， 一位大学教授专门找到秦英瑞配镜。 她
说， 自己看东西经常 “双影”。 秦英瑞验光后发现， 她
的眼镜度数是准确的。 于是， 提醒她 “有可能患有甲
亢。 先看病， 再配镜。” 经过一段时间的甲亢治疗， 顾
客再也没有双影困扰了。 “甲亢导致眼位不等高， 看
东西双影； 糖尿病影响视网膜， 像镜子后面水银被刮
花……” 谈及身体疾病对眼睛的影响， 秦英瑞讲的头
头是道。

秦英瑞介绍， “配一副眼镜还要考虑客人的工作
环境、 用眼习惯……平时看什么比较多？ 白天用得多
还是晚上用得多？ 常在室外， 侧重于防紫外线， 常在
室内， 透光率就要高一点……”

在秦英瑞的验光室里， 就有满足不同顾客需求的
一套验光设备。 比如， 开车的司机配眼镜， 设备上有
一套测试司机矫正度数后看红绿灯的效果， 以此作为
确定配镜度数的重要参考。

“每个人的屈光情况不一样， 验光师操作时要考
量每个人的情况。 不仅要了解客人现在的情况， 而且
要将用眼环境未来发生的变化考虑进去。” 秦英瑞认
为， 验光师要抱着终身学习的态度， 结合实践来完善
技术。

研发 验光事业上的学术成就

秦英瑞还动手进行研发、 写书， 将验光工作予以
延伸扩展。

1982年 ， 秦英瑞动手制作了 “正负对比验光器
具”， 就是把0．25 （25度） 和0．50 （50度） 正负对比镜
片组合在一起， 并安装上两套手柄方便使用。 那个时
候， 大明眼镜店业务繁忙， 秦英瑞最多的一天给200多
个客人进行了验光服务。 验光器具能大大提高效率，
减少人工， 也减少客人等待时间。 同事们纷纷效仿，
大明的所有验光师干脆人手一副。 而这种验光器具，
直到1997年， 日本西村公司才推出类似的新产品。

1999年， 秦英瑞和某公司合作， 发明了一套儿童
弱视训练的软件， 之后又研发出相关仪器， 开创了验
光延伸服务 。 这套仪器经过数年的打磨和改进 ， 于
2007年获得医疗器材的许可， 投入生产使用。 2004年，
秦英瑞还发明了矫正青少年假性近视的训练仪。

2008年， 秦英瑞参与编写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
程中的 《眼镜验光员》 技师部分， 这套教程用于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

2011年， 秦英瑞开始着手编写 《眼镜词典》。 这是
一部填补眼镜界空白的作品。 记者在秦英瑞的电脑中
看到了这部作品的电子版， 从眼球的结构、 验光的知
识到眼镜的分解结构， 这部作品几乎囊括了眼镜界涉
猎的所有范畴。 仅一个眼镜腿就分为五个部分。 “有
些词语， 我们业内说法也不统一。 我希望能给统一叫
法， 方便传道授业解惑， 也方便业内交流。” 秦英瑞介
绍， 比如， 在打孔眼镜的眼镜架上有一个小零件是抵
在眼镜片后面的， 以实现支撑作用。 这一部分， 有的
眼镜店叫 “内柱”， 与抵在眼镜片外的另一个名为 “外
柱” 的部分呼应。 同样的部件， 有的眼镜店叫 “砥”。
秦英瑞在词典中采用了 “砥” 的说法。 “这个词起源
更早， 而且更贴切。 因为这个零件的作用就是支撑，
与 ‘砥’ 的词义相同。”

虽然有电子版， 可是秦英瑞在自己办公室的书架
上翻找了半天， 都没找到一本 《眼镜词典》 的实物，
“都被这群徒弟给拿跑了。” 他调侃着说。

传承 让这门绝技发扬光大

2013年， 大明眼镜的 “秦英瑞首席技师工作室 ”
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人社部评审和认定的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 北京市当时仅有6家。 秦英瑞开始带徒
弟， 要将验光技术传承下去。

他亲手写的讲义从 “散光的处理”， 到 “验光不适
的解决方案”， 再到 “老人的验光”， 每一章节都是他
数十年经验的总结。 以 “老人的验光” 专题为例， 在
“提示” 部分， 秦英瑞列出 “老花眼变好了、 个人手臂
长短、 习惯看书距离、 对光的要求” 等多条验光师在
配镜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方面。 最近几年， 秦英瑞平均
每年能够带出8名验光师。

同时， 秦英瑞还在2012年、 2013年、 2016年参与
了由北京人社局支持的， 由北京理工大学承办的， 北
京市验光技师继续教育研修班的授课， 协助推进北京
市眼镜行业验光人员专业知识更新和验光技术水平提
高。 他作为北京市商业技师考评委员会委员、 北京职
业技能鉴定所36所专家组成员， 从事培训和鉴定工作
18年， 培训4000多人次,培养了大批行业技能人才。

在采访中， 秦英瑞提出了留住验光师人才， 提升
验光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想法。 “现在我带的徒弟都是
本科学历以上， 而且有医学背景。 这样的人才如何留
在验光师的队伍中？” 秦英瑞提出建议， “提高从业门
槛 ， 调整眼镜价格的结构 。 让客户认可验光这门技
术。” 秦英瑞解释， 目前眼镜行业中， 验光师的工艺价
格几乎都包括在眼镜架的价格中。 验光费用普遍低廉，
有的店面验光免费， 有的店面甚至不验光。 而眼镜框
架 、 眼镜片的价格普遍很高 ， 因为含有附加费用 。
“我建议将验光师的服务费用从眼镜框架的费用中剔
除， 降低镜架费用， 提高验光费用。 在医生行业不能
指望以药养医， 在眼镜行业也不要指望眼镜架养验光
师。 保障验光师这一行业的待遇， 让这门手艺传承下
去， 才是对戴眼镜客户最大的负责。”

戴眼镜的你， 有多长时间没有严格的验光了？ 大
师级验光师秦英瑞说， 好好给眼睛验光， 配一副适合
的眼镜， 就像根据自己的脚型定制一双合脚的皮鞋。

在秦英瑞眼中， 每个人的眼镜都有 “个性”， 司机
的眼镜和办公室伏案工作的职员不同， 患病的人和健
康的人不一样， 喜爱射击的人和爱看书的人也不一样
……秦英瑞已经给40余万人进行过验光配镜， 是大明
眼镜公司首席一级验光师。 他对老视、 隐斜视的屈光
矫正应用灵活， 具有独特的技术风格。 对低视力、 双
眼视机能疑难问题具有独特的处理方法， 并总结创造
出 “人性化” 的验光服务。 他不仅是北京市地方标准
《北京市验光配镜开业条件暂行规定》 的主要起草人之
一， 还参与编写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 用于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 他曾被评为 “北京市商业服务业中华
传统技能技艺大师 ”， 获得过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全国劳动模范” 等多项荣誉， 是验光界大师级工匠。

家学 从父辈传下来的手艺

秦英瑞的手艺其实是与从小受到的熏陶有关。 其
父年轻时在春光眼镜店学徒， 学习修理钟表和制作眼
镜， 后来成为行业内的老师傅。 在老秦工作的上世纪
40、 50年代， 眼镜和钟表是与珠宝一起售卖的奢侈品。
与父亲一起学手艺的师兄师弟也在业内干出了名堂，
秦英瑞记得和父亲一起学徒的叔叔们有的在故宫修过
座钟， 也有的修理过北京火车站的旧式大钟， 都是行
业内的翘楚。

而老秦更善于修理制作眼镜。 秦英瑞总是能看到
父亲拿着茶色的水晶片磨制镜片， 或者用小小的工具
“啄” 着一只精致的眼镜架子。 “那时候制作眼镜的金
属叫洋银， 就是锌白铜合金， 价格不菲。 眼镜片的材
质也很昂贵。 所以有一副眼镜的人绝不会轻易给扔掉。
眼镜度数有变化， 眼镜戴着不合适， 就拿以前的镜片
重新打磨， 如果眼镜架有损坏， 也常常需要修理。” 秦
英瑞回忆， 由于打磨镜片需要极为精细地功夫， 父亲
常常带着活儿回家做。 小小的秦英瑞也动手摆弄这些
外人不常见的小工具。 与眼镜的昂贵相呼应的是手艺
人的工钱高， “我父亲月薪90多块钱， 在当年那是高
收入群体。” 那个年代， 普通人的收入是四五十元钱。

父亲想在四个子女中选一个继承自己的手艺时看
上了秦英瑞。 1980年， 18岁的秦英瑞高中毕业之后接
替父亲的班， 进入了大明眼镜店工作。

学艺 能在师傅家开“小灶”的学徒

大明眼镜店是诞生于1937年的中华老字号。 在秦
英瑞入行的时候， 店里施行较为传统的 “师徒制”。 秦
英瑞跟着一位宋师傅学习验光、 检影的手艺， 很快得
到认可。 秦英瑞说， 学徒需要6个月掌握的技术， 他一
个月拿下。 宋师傅不仅让他独立给客人验光， 还放心
地让他带其他学徒。 平常的业务， 秦英瑞都得心应手，
遇到疑难问题再去请教师傅。

“师傅和师娘都对我不错。 按老规矩， 过年过节
我们做徒弟得提两盒点心去看望师傅师娘。 尤其是大
年初二， 我年年都得给我师傅拜年去， 除了点心， 还
给师傅带二锅头。师娘每次都留我吃饭，给我烙盒子，做
好吃的。” 说到这一段， 秦英瑞颇有些小得意， “其他
徒弟可没有这待遇。 ”在上世纪80年代，眼镜行业的薪酬
也算中等偏上，秦英瑞当学徒时，一个月收入是36元钱。

1984年， 秦英瑞考上了验光配镜专业的中专， 进
行了两年半的理论学习。 “别小看这中专学历。 我们
的教材是英国传来的， 香港翻译的。” 秦英瑞认为， 验

光是一门学问， 做一名验光师不仅要有实践经验 ， 而
且一定要有理论知识。 “比如， 以前师傅总是跟我说，
配镜不能把度数给特别足， 要不戴眼镜时间长了， 客
人会不舒服。 他也没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 我学了中
专之后才知道， 验光验出来的度数， 是客人在看无限
远时需要的眼镜度数。 可是大部分人都是看近距离多。
度数给太足， 适合望天儿， 看近距离就不合适了。”

后来秦英瑞又自学了 《双眼视机能异常诊断 》、
《临床斜视诊断》 等眼科知识， 并应用到验光工作中。
秦英瑞觉得学了理论之后， 自己才能算个 “验光师”，
而不仅仅是 “验光师傅”。 “验光师应该是半个眼科医
生加上半个光学工程师， 这是一门手艺， 更是一门学
问。” 秦英瑞说。

从业 挑战验光界极限的业务能手

秦英瑞从业以来的验光故事很多。
从一上班， 秦英瑞的业务就是拔尖的。 大明眼镜

店组织过内部的验光比赛， 设有奖品， 比如一只英雄
牌钢笔， 或者一个收音机。 在当时， 这些奖品可是令
人眼馋的稀罕物 。 结果 ， 秦英瑞连续两年获得冠
军 。 “第一年拿走了钢笔， 第二年拿走了收音机， 第
三年， 领导找我商量， 让我别参加了， 让别人也有机
会拿奖。”

他从业以来， 配过的度数最高的一副眼镜是3400
度近视镜。 “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 一位河北的客
人来验光 。 我用检影镜最终验出的度数是3400度 。”
3400度近视能看到哪里？ 秦英瑞把手在自己眼前比量
了一下， “大约也就能看到一乍远， 再远就看不见了。
这个度数一般是天生的。”

他还记得那位客人戴着的是一副白色塑料框架眼
镜。 这副眼镜两片镜片是用白胶布粘合而成的， 内部
都落了灰， 眼镜片的度数大约是2600度。 “3400度的
眼镜超过了一副镜片能制作的最大极限。 我们店不能
用两片镜片粘合的方式做了， 落灰而且不美观。 于是
就用一个镜片两面掏的方式给制作出来的， 矫正视力
是0.4。 平常人都觉得0.4能看见啥 ？ 可是那位客人觉
得， 一戴上新眼镜， 这世界就跟水洗过一样清楚。”

秦英瑞配过的最大散光度数是1200度， 这也是一
个极限度数。 “1998年， 一位山西客人到店里来。 当
时戴着的眼镜散光度数是800度， 我们验光出来的度数
是1200度。” 秦英瑞说， 当时这个度数报了两遍， 经理
一开始不相信有这么高的散光度数， 认为验光出错。
“客人做过角膜移植手术。 通俗点说， 他眼睛上有一道
手术缝合后留下的沟， 形成了散光。 要求眼镜在这道
沟的对应位置对眼睛进行矫正。 这套镜片需要重新开

模具特制。” 秦英瑞回忆， 给这位客人戴上配的新眼
镜， 矫正视力达到1.0， 客人非常满意， 一下子配了四
副眼镜。

技术 给不同的人配不同的眼镜

验光， 如同看病问诊。 秦英瑞认为， 每个人需要
的眼镜都有自己的个性需求， 眼睛的度数和眼镜的度
数不是刻板的一致。 验光师不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而是需要动脑子的技术性人才。

“比如司机和坐办公室的职员， 需要的眼镜就不
一样。” 秦英瑞说， 司机开车必须保证看远清楚才能出
效率， 办公室人员每天看电脑或伏案写字， 度数要保
留部分调节， 以保证视近不疲惫。

上世纪80年代， 在给一位老年客人配镜时， 得知
他喜欢射击， 秦英瑞在他的眼镜上粘了一小块度数比
其他镜片度数高的区域， 方便他射击时进行瞄准。

上世纪90年代， 在给一位铁道兵政委配眼镜时 ，
秦英瑞得知他需要一副 “双光” 眼镜。 因为平时工作
时， 这位客人需要望远， 在家看书看报， 又需要视近。
而且这位客人经常户外活动， 还要求眼镜变色。 秦英
瑞将眼镜制作成上下部分度数不同的 “双光” 眼镜，
抬头看时， 眼镜能望远， 低头看时能看近处不累。 而
且在两个镜片之间加了卤化银， 以保证镜片在阳光下
实现变色。

2000年， 一位大学教授专门找到秦英瑞配镜。 她
说， 自己看东西经常 “双影”。 秦英瑞验光后发现， 她
的眼镜度数是准确的。 于是， 提醒她 “有可能患有甲
亢。 先看病， 再配镜。” 经过一段时间的甲亢治疗， 顾
客再也没有双影困扰了。 “甲亢导致眼位不等高， 看
东西双影； 糖尿病影响视网膜， 像镜子后面水银被刮
花……” 谈及身体疾病对眼睛的影响， 秦英瑞讲的头
头是道。

秦英瑞介绍， “配一副眼镜还要考虑客人的工作
环境、 用眼习惯……平时看什么比较多？ 白天用得多
还是晚上用得多？ 常在室外， 侧重于防紫外线， 常在
室内， 透光率就要高一点……”

在秦英瑞的验光室里， 就有满足不同顾客需求的
一套验光设备。 比如， 开车的司机配眼镜， 设备上有
一套测试司机矫正度数后看红绿灯的效果， 以此作为
确定配镜度数的重要参考。

“每个人的屈光情况不一样， 验光师操作时要考
量每个人的情况。 不仅要了解客人现在的情况， 而且
要将用眼环境未来发生的变化考虑进去。” 秦英瑞认
为， 验光师要抱着终身学习的态度， 结合实践来完善
技术。

研发 验光事业上的学术成就

秦英瑞还动手进行研发、 写书， 将验光工作予以
延伸扩展。

1982年 ， 秦英瑞动手制作了 “正负对比验光器
具”， 就是把0．25 （25度） 和0．50 （50度） 正负对比镜
片组合在一起， 并安装上两套手柄方便使用。 那个时
候， 大明眼镜店业务繁忙， 秦英瑞最多的一天给200多
个客人进行了验光服务。 验光器具能大大提高效率，
减少人工， 也减少客人等待时间。 同事们纷纷效仿，
大明的所有验光师干脆人手一副。 而这种验光器具，
直到1997年， 日本西村公司才推出类似的新产品。

1999年， 秦英瑞和某公司合作， 发明了一套儿童
弱视训练的软件， 之后又研发出相关仪器， 开创了验
光延伸服务 。 这套仪器经过数年的打磨和改进 ， 于
2007年获得医疗器材的许可， 投入生产使用。 2004年，
秦英瑞还发明了矫正青少年假性近视的训练仪。

2008年， 秦英瑞参与编写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
程中的 《眼镜验光员》 技师部分， 这套教程用于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

2011年， 秦英瑞开始着手编写 《眼镜词典》。 这是
一部填补眼镜界空白的作品。 记者在秦英瑞的电脑中
看到了这部作品的电子版， 从眼球的结构、 验光的知
识到眼镜的分解结构， 这部作品几乎囊括了眼镜界涉
猎的所有范畴。 仅一个眼镜腿就分为五个部分。 “有
些词语， 我们业内说法也不统一。 我希望能给统一叫
法， 方便传道授业解惑， 也方便业内交流。” 秦英瑞介
绍， 比如， 在打孔眼镜的眼镜架上有一个小零件是抵
在眼镜片后面的， 以实现支撑作用。 这一部分， 有的
眼镜店叫 “内柱”， 与抵在眼镜片外的另一个名为 “外
柱” 的部分呼应。 同样的部件， 有的眼镜店叫 “砥”。
秦英瑞在词典中采用了 “砥” 的说法。 “这个词起源
更早， 而且更贴切。 因为这个零件的作用就是支撑，
与 ‘砥’ 的词义相同。”

虽然有电子版， 可是秦英瑞在自己办公室的书架
上翻找了半天， 都没找到一本 《眼镜词典》 的实物，
“都被这群徒弟给拿跑了。” 他调侃着说。

传承 让这门绝技发扬光大

2013年， 大明眼镜的 “秦英瑞首席技师工作室 ”
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人社部评审和认定的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 北京市当时仅有6家。 秦英瑞开始带徒
弟， 要将验光技术传承下去。

他亲手写的讲义从 “散光的处理”， 到 “验光不适
的解决方案”， 再到 “老人的验光”， 每一章节都是他
数十年经验的总结。 以 “老人的验光” 专题为例， 在
“提示” 部分， 秦英瑞列出 “老花眼变好了、 个人手臂
长短、 习惯看书距离、 对光的要求” 等多条验光师在
配镜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方面。 最近几年， 秦英瑞平均
每年能够带出8名验光师。

同时， 秦英瑞还在2012年、 2013年、 2016年参与
了由北京人社局支持的， 由北京理工大学承办的， 北
京市验光技师继续教育研修班的授课， 协助推进北京
市眼镜行业验光人员专业知识更新和验光技术水平提
高。 他作为北京市商业技师考评委员会委员、 北京职
业技能鉴定所36所专家组成员， 从事培训和鉴定工作
18年， 培训4000多人次,培养了大批行业技能人才。

在采访中， 秦英瑞提出了留住验光师人才， 提升
验光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想法。 “现在我带的徒弟都是
本科学历以上， 而且有医学背景。 这样的人才如何留
在验光师的队伍中？” 秦英瑞提出建议， “提高从业门
槛 ， 调整眼镜价格的结构 。 让客户认可验光这门技
术。” 秦英瑞解释， 目前眼镜行业中， 验光师的工艺价
格几乎都包括在眼镜架的价格中。 验光费用普遍低廉，
有的店面验光免费， 有的店面甚至不验光。 而眼镜框
架 、 眼镜片的价格普遍很高 ， 因为含有附加费用 。
“我建议将验光师的服务费用从眼镜框架的费用中剔
除， 降低镜架费用， 提高验光费用。 在医生行业不能
指望以药养医， 在眼镜行业也不要指望眼镜架养验光
师。 保障验光师这一行业的待遇， 让这门手艺传承下
去， 才是对戴眼镜客户最大的负责。”

戴眼镜的你， 有多长时间没有严格的验光了？ 大
师级验光师秦英瑞说， 好好给眼睛验光， 配一副适合
的眼镜， 就像根据自己的脚型定制一双合脚的皮鞋。

在秦英瑞眼中， 每个人的眼镜都有 “个性”， 司机
的眼镜和办公室伏案工作的职员不同， 患病的人和健
康的人不一样， 喜爱射击的人和爱看书的人也不一样
……秦英瑞已经给40余万人进行过验光配镜， 是大明
眼镜公司首席一级验光师。 他对老视、 隐斜视的屈光
矫正应用灵活， 具有独特的技术风格。 对低视力、 双
眼视机能疑难问题具有独特的处理方法， 并总结创造
出 “人性化” 的验光服务。 他不仅是北京市地方标准
《北京市验光配镜开业条件暂行规定》 的主要起草人之
一， 还参与编写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 用于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 他曾被评为 “北京市商业服务业中华
传统技能技艺大师 ”， 获得过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全国劳动模范” 等多项荣誉， 是验光界大师级工匠。

家学 从父辈传下来的手艺

秦英瑞的手艺其实是与从小受到的熏陶有关。 其
父年轻时在春光眼镜店学徒， 学习修理钟表和制作眼
镜， 后来成为行业内的老师傅。 在老秦工作的上世纪
40、 50年代， 眼镜和钟表是与珠宝一起售卖的奢侈品。
与父亲一起学手艺的师兄师弟也在业内干出了名堂，
秦英瑞记得和父亲一起学徒的叔叔们有的在故宫修过
座钟， 也有的修理过北京火车站的旧式大钟， 都是行
业内的翘楚。

而老秦更善于修理制作眼镜。 秦英瑞总是能看到
父亲拿着茶色的水晶片磨制镜片， 或者用小小的工具
“啄” 着一只精致的眼镜架子。 “那时候制作眼镜的金
属叫洋银， 就是锌白铜合金， 价格不菲。 眼镜片的材
质也很昂贵。 所以有一副眼镜的人绝不会轻易给扔掉。
眼镜度数有变化， 眼镜戴着不合适， 就拿以前的镜片
重新打磨， 如果眼镜架有损坏， 也常常需要修理。” 秦
英瑞回忆， 由于打磨镜片需要极为精细地功夫， 父亲
常常带着活儿回家做。 小小的秦英瑞也动手摆弄这些
外人不常见的小工具。 与眼镜的昂贵相呼应的是手艺
人的工钱高， “我父亲月薪90多块钱， 在当年那是高
收入群体。” 那个年代， 普通人的收入是四五十元钱。

父亲想在四个子女中选一个继承自己的手艺时看
上了秦英瑞。 1980年， 18岁的秦英瑞高中毕业之后接
替父亲的班， 进入了大明眼镜店工作。

学艺 能在师傅家开“小灶”的学徒

大明眼镜店是诞生于1937年的中华老字号。 在秦
英瑞入行的时候， 店里施行较为传统的 “师徒制”。 秦
英瑞跟着一位宋师傅学习验光、 检影的手艺， 很快得
到认可。 秦英瑞说， 学徒需要6个月掌握的技术， 他一
个月拿下。 宋师傅不仅让他独立给客人验光， 还放心
地让他带其他学徒。 平常的业务， 秦英瑞都得心应手，
遇到疑难问题再去请教师傅。

“师傅和师娘都对我不错。 按老规矩， 过年过节
我们做徒弟得提两盒点心去看望师傅师娘。 尤其是大
年初二， 我年年都得给我师傅拜年去， 除了点心， 还
给师傅带二锅头。师娘每次都留我吃饭，给我烙盒子，做
好吃的。” 说到这一段， 秦英瑞颇有些小得意， “其他
徒弟可没有这待遇。 ”在上世纪80年代，眼镜行业的薪酬
也算中等偏上，秦英瑞当学徒时，一个月收入是36元钱。

1984年， 秦英瑞考上了验光配镜专业的中专， 进
行了两年半的理论学习。 “别小看这中专学历。 我们
的教材是英国传来的， 香港翻译的。” 秦英瑞认为， 验

光是一门学问， 做一名验光师不仅要有实践经验 ， 而
且一定要有理论知识。 “比如， 以前师傅总是跟我说，
配镜不能把度数给特别足， 要不戴眼镜时间长了， 客
人会不舒服。 他也没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 我学了中
专之后才知道， 验光验出来的度数， 是客人在看无限
远时需要的眼镜度数。 可是大部分人都是看近距离多。
度数给太足， 适合望天儿， 看近距离就不合适了。”

后来秦英瑞又自学了 《双眼视机能异常诊断 》、
《临床斜视诊断》 等眼科知识， 并应用到验光工作中。
秦英瑞觉得学了理论之后， 自己才能算个 “验光师”，
而不仅仅是 “验光师傅”。 “验光师应该是半个眼科医
生加上半个光学工程师， 这是一门手艺， 更是一门学
问。” 秦英瑞说。

从业 挑战验光界极限的业务能手

秦英瑞从业以来的验光故事很多。
从一上班， 秦英瑞的业务就是拔尖的。 大明眼镜

店组织过内部的验光比赛， 设有奖品， 比如一只英雄
牌钢笔， 或者一个收音机。 在当时， 这些奖品可是令
人眼馋的稀罕物 。 结果 ， 秦英瑞连续两年获得冠
军 。 “第一年拿走了钢笔， 第二年拿走了收音机， 第
三年， 领导找我商量， 让我别参加了， 让别人也有机
会拿奖。”

他从业以来， 配过的度数最高的一副眼镜是3400
度近视镜。 “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 一位河北的客
人来验光 。 我用检影镜最终验出的度数是3400度 。”
3400度近视能看到哪里？ 秦英瑞把手在自己眼前比量
了一下， “大约也就能看到一乍远， 再远就看不见了。
这个度数一般是天生的。”

他还记得那位客人戴着的是一副白色塑料框架眼
镜。 这副眼镜两片镜片是用白胶布粘合而成的， 内部
都落了灰， 眼镜片的度数大约是2600度。 “3400度的
眼镜超过了一副镜片能制作的最大极限。 我们店不能
用两片镜片粘合的方式做了， 落灰而且不美观。 于是
就用一个镜片两面掏的方式给制作出来的， 矫正视力
是0.4。 平常人都觉得0.4能看见啥 ？ 可是那位客人觉
得， 一戴上新眼镜， 这世界就跟水洗过一样清楚。”

秦英瑞配过的最大散光度数是1200度， 这也是一
个极限度数。 “1998年， 一位山西客人到店里来。 当
时戴着的眼镜散光度数是800度， 我们验光出来的度数
是1200度。” 秦英瑞说， 当时这个度数报了两遍， 经理
一开始不相信有这么高的散光度数， 认为验光出错。
“客人做过角膜移植手术。 通俗点说， 他眼睛上有一道
手术缝合后留下的沟， 形成了散光。 要求眼镜在这道
沟的对应位置对眼睛进行矫正。 这套镜片需要重新开

模具特制。” 秦英瑞回忆， 给这位客人戴上配的新眼
镜， 矫正视力达到1.0， 客人非常满意， 一下子配了四
副眼镜。

技术 给不同的人配不同的眼镜

验光， 如同看病问诊。 秦英瑞认为， 每个人需要
的眼镜都有自己的个性需求， 眼睛的度数和眼镜的度
数不是刻板的一致。 验光师不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而是需要动脑子的技术性人才。

“比如司机和坐办公室的职员， 需要的眼镜就不
一样。” 秦英瑞说， 司机开车必须保证看远清楚才能出
效率， 办公室人员每天看电脑或伏案写字， 度数要保
留部分调节， 以保证视近不疲惫。

上世纪80年代， 在给一位老年客人配镜时， 得知
他喜欢射击， 秦英瑞在他的眼镜上粘了一小块度数比
其他镜片度数高的区域， 方便他射击时进行瞄准。

上世纪90年代， 在给一位铁道兵政委配眼镜时 ，
秦英瑞得知他需要一副 “双光” 眼镜。 因为平时工作
时， 这位客人需要望远， 在家看书看报， 又需要视近。
而且这位客人经常户外活动， 还要求眼镜变色。 秦英
瑞将眼镜制作成上下部分度数不同的 “双光” 眼镜，
抬头看时， 眼镜能望远， 低头看时能看近处不累。 而
且在两个镜片之间加了卤化银， 以保证镜片在阳光下
实现变色。

2000年， 一位大学教授专门找到秦英瑞配镜。 她
说， 自己看东西经常 “双影”。 秦英瑞验光后发现， 她
的眼镜度数是准确的。 于是， 提醒她 “有可能患有甲
亢。 先看病， 再配镜。” 经过一段时间的甲亢治疗， 顾
客再也没有双影困扰了。 “甲亢导致眼位不等高， 看
东西双影； 糖尿病影响视网膜， 像镜子后面水银被刮
花……” 谈及身体疾病对眼睛的影响， 秦英瑞讲的头
头是道。

秦英瑞介绍， “配一副眼镜还要考虑客人的工作
环境、 用眼习惯……平时看什么比较多？ 白天用得多
还是晚上用得多？ 常在室外， 侧重于防紫外线， 常在
室内， 透光率就要高一点……”

在秦英瑞的验光室里， 就有满足不同顾客需求的
一套验光设备。 比如， 开车的司机配眼镜， 设备上有
一套测试司机矫正度数后看红绿灯的效果， 以此作为
确定配镜度数的重要参考。

“每个人的屈光情况不一样， 验光师操作时要考
量每个人的情况。 不仅要了解客人现在的情况， 而且
要将用眼环境未来发生的变化考虑进去。” 秦英瑞认
为， 验光师要抱着终身学习的态度， 结合实践来完善
技术。

研发 验光事业上的学术成就

秦英瑞还动手进行研发、 写书， 将验光工作予以
延伸扩展。

1982年 ， 秦英瑞动手制作了 “正负对比验光器
具”， 就是把0．25 （25度） 和0．50 （50度） 正负对比镜
片组合在一起， 并安装上两套手柄方便使用。 那个时
候， 大明眼镜店业务繁忙， 秦英瑞最多的一天给200多
个客人进行了验光服务。 验光器具能大大提高效率，
减少人工， 也减少客人等待时间。 同事们纷纷效仿，
大明的所有验光师干脆人手一副。 而这种验光器具，
直到1997年， 日本西村公司才推出类似的新产品。

1999年， 秦英瑞和某公司合作， 发明了一套儿童
弱视训练的软件， 之后又研发出相关仪器， 开创了验
光延伸服务 。 这套仪器经过数年的打磨和改进 ， 于
2007年获得医疗器材的许可， 投入生产使用。 2004年，
秦英瑞还发明了矫正青少年假性近视的训练仪。

2008年， 秦英瑞参与编写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
程中的 《眼镜验光员》 技师部分， 这套教程用于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

2011年， 秦英瑞开始着手编写 《眼镜词典》。 这是
一部填补眼镜界空白的作品。 记者在秦英瑞的电脑中
看到了这部作品的电子版， 从眼球的结构、 验光的知
识到眼镜的分解结构， 这部作品几乎囊括了眼镜界涉
猎的所有范畴。 仅一个眼镜腿就分为五个部分。 “有
些词语， 我们业内说法也不统一。 我希望能给统一叫
法， 方便传道授业解惑， 也方便业内交流。” 秦英瑞介
绍， 比如， 在打孔眼镜的眼镜架上有一个小零件是抵
在眼镜片后面的， 以实现支撑作用。 这一部分， 有的
眼镜店叫 “内柱”， 与抵在眼镜片外的另一个名为 “外
柱” 的部分呼应。 同样的部件， 有的眼镜店叫 “砥”。
秦英瑞在词典中采用了 “砥” 的说法。 “这个词起源
更早， 而且更贴切。 因为这个零件的作用就是支撑，
与 ‘砥’ 的词义相同。”

虽然有电子版， 可是秦英瑞在自己办公室的书架
上翻找了半天， 都没找到一本 《眼镜词典》 的实物，
“都被这群徒弟给拿跑了。” 他调侃着说。

传承 让这门绝技发扬光大

2013年， 大明眼镜的 “秦英瑞首席技师工作室 ”
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人社部评审和认定的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 北京市当时仅有6家。 秦英瑞开始带徒
弟， 要将验光技术传承下去。

他亲手写的讲义从 “散光的处理”， 到 “验光不适
的解决方案”， 再到 “老人的验光”， 每一章节都是他
数十年经验的总结。 以 “老人的验光” 专题为例， 在
“提示” 部分， 秦英瑞列出 “老花眼变好了、 个人手臂
长短、 习惯看书距离、 对光的要求” 等多条验光师在
配镜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方面。 最近几年， 秦英瑞平均
每年能够带出8名验光师。

同时， 秦英瑞还在2012年、 2013年、 2016年参与
了由北京人社局支持的， 由北京理工大学承办的， 北
京市验光技师继续教育研修班的授课， 协助推进北京
市眼镜行业验光人员专业知识更新和验光技术水平提
高。 他作为北京市商业技师考评委员会委员、 北京职
业技能鉴定所36所专家组成员， 从事培训和鉴定工作
18年， 培训4000多人次,培养了大批行业技能人才。

在采访中， 秦英瑞提出了留住验光师人才， 提升
验光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想法。 “现在我带的徒弟都是
本科学历以上， 而且有医学背景。 这样的人才如何留
在验光师的队伍中？” 秦英瑞提出建议， “提高从业门
槛 ， 调整眼镜价格的结构 。 让客户认可验光这门技
术。” 秦英瑞解释， 目前眼镜行业中， 验光师的工艺价
格几乎都包括在眼镜架的价格中。 验光费用普遍低廉，
有的店面验光免费， 有的店面甚至不验光。 而眼镜框
架 、 眼镜片的价格普遍很高 ， 因为含有附加费用 。
“我建议将验光师的服务费用从眼镜框架的费用中剔
除， 降低镜架费用， 提高验光费用。 在医生行业不能
指望以药养医， 在眼镜行业也不要指望眼镜架养验光
师。 保障验光师这一行业的待遇， 让这门手艺传承下
去， 才是对戴眼镜客户最大的负责。”

戴眼镜的你， 有多长时间没有严格的验光了？ 大
师级验光师秦英瑞说， 好好给眼睛验光， 配一副适合
的眼镜， 就像根据自己的脚型定制一双合脚的皮鞋。

在秦英瑞眼中， 每个人的眼镜都有 “个性”， 司机
的眼镜和办公室伏案工作的职员不同， 患病的人和健
康的人不一样， 喜爱射击的人和爱看书的人也不一样
……秦英瑞已经给40余万人进行过验光配镜， 是大明
眼镜公司首席一级验光师。 他对老视、 隐斜视的屈光
矫正应用灵活， 具有独特的技术风格。 对低视力、 双
眼视机能疑难问题具有独特的处理方法， 并总结创造
出 “人性化” 的验光服务。 他不仅是北京市地方标准
《北京市验光配镜开业条件暂行规定》 的主要起草人之
一， 还参与编写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 用于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 他曾被评为 “北京市商业服务业中华
传统技能技艺大师 ”， 获得过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全国劳动模范” 等多项荣誉， 是验光界大师级工匠。

家学 从父辈传下来的手艺

秦英瑞的手艺其实是与从小受到的熏陶有关。 其
父年轻时在春光眼镜店学徒， 学习修理钟表和制作眼
镜， 后来成为行业内的老师傅。 在老秦工作的上世纪
40、 50年代， 眼镜和钟表是与珠宝一起售卖的奢侈品。
与父亲一起学手艺的师兄师弟也在业内干出了名堂，
秦英瑞记得和父亲一起学徒的叔叔们有的在故宫修过
座钟， 也有的修理过北京火车站的旧式大钟， 都是行
业内的翘楚。

而老秦更善于修理制作眼镜。 秦英瑞总是能看到
父亲拿着茶色的水晶片磨制镜片， 或者用小小的工具
“啄” 着一只精致的眼镜架子。 “那时候制作眼镜的金
属叫洋银， 就是锌白铜合金， 价格不菲。 眼镜片的材
质也很昂贵。 所以有一副眼镜的人绝不会轻易给扔掉。
眼镜度数有变化， 眼镜戴着不合适， 就拿以前的镜片
重新打磨， 如果眼镜架有损坏， 也常常需要修理。” 秦
英瑞回忆， 由于打磨镜片需要极为精细地功夫， 父亲
常常带着活儿回家做。 小小的秦英瑞也动手摆弄这些
外人不常见的小工具。 与眼镜的昂贵相呼应的是手艺
人的工钱高， “我父亲月薪90多块钱， 在当年那是高
收入群体。” 那个年代， 普通人的收入是四五十元钱。

父亲想在四个子女中选一个继承自己的手艺时看
上了秦英瑞。 1980年， 18岁的秦英瑞高中毕业之后接
替父亲的班， 进入了大明眼镜店工作。

学艺 能在师傅家开“小灶”的学徒

大明眼镜店是诞生于1937年的中华老字号。 在秦
英瑞入行的时候， 店里施行较为传统的 “师徒制”。 秦
英瑞跟着一位宋师傅学习验光、 检影的手艺， 很快得
到认可。 秦英瑞说， 学徒需要6个月掌握的技术， 他一
个月拿下。 宋师傅不仅让他独立给客人验光， 还放心
地让他带其他学徒。 平常的业务， 秦英瑞都得心应手，
遇到疑难问题再去请教师傅。

“师傅和师娘都对我不错。 按老规矩， 过年过节
我们做徒弟得提两盒点心去看望师傅师娘。 尤其是大
年初二， 我年年都得给我师傅拜年去， 除了点心， 还
给师傅带二锅头。师娘每次都留我吃饭，给我烙盒子，做
好吃的。” 说到这一段， 秦英瑞颇有些小得意， “其他
徒弟可没有这待遇。 ”在上世纪80年代，眼镜行业的薪酬
也算中等偏上，秦英瑞当学徒时，一个月收入是36元钱。

1984年， 秦英瑞考上了验光配镜专业的中专， 进
行了两年半的理论学习。 “别小看这中专学历。 我们
的教材是英国传来的， 香港翻译的。” 秦英瑞认为， 验

光是一门学问， 做一名验光师不仅要有实践经验 ， 而
且一定要有理论知识。 “比如， 以前师傅总是跟我说，
配镜不能把度数给特别足， 要不戴眼镜时间长了， 客
人会不舒服。 他也没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 我学了中
专之后才知道， 验光验出来的度数， 是客人在看无限
远时需要的眼镜度数。 可是大部分人都是看近距离多。
度数给太足， 适合望天儿， 看近距离就不合适了。”

后来秦英瑞又自学了 《双眼视机能异常诊断 》、
《临床斜视诊断》 等眼科知识， 并应用到验光工作中。
秦英瑞觉得学了理论之后， 自己才能算个 “验光师”，
而不仅仅是 “验光师傅”。 “验光师应该是半个眼科医
生加上半个光学工程师， 这是一门手艺， 更是一门学
问。” 秦英瑞说。

从业 挑战验光界极限的业务能手

秦英瑞从业以来的验光故事很多。
从一上班， 秦英瑞的业务就是拔尖的。 大明眼镜

店组织过内部的验光比赛， 设有奖品， 比如一只英雄
牌钢笔， 或者一个收音机。 在当时， 这些奖品可是令
人眼馋的稀罕物 。 结果 ， 秦英瑞连续两年获得冠
军 。 “第一年拿走了钢笔， 第二年拿走了收音机， 第
三年， 领导找我商量， 让我别参加了， 让别人也有机
会拿奖。”

他从业以来， 配过的度数最高的一副眼镜是3400
度近视镜。 “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 一位河北的客
人来验光 。 我用检影镜最终验出的度数是3400度 。”
3400度近视能看到哪里？ 秦英瑞把手在自己眼前比量
了一下， “大约也就能看到一乍远， 再远就看不见了。
这个度数一般是天生的。”

他还记得那位客人戴着的是一副白色塑料框架眼
镜。 这副眼镜两片镜片是用白胶布粘合而成的， 内部
都落了灰， 眼镜片的度数大约是2600度。 “3400度的
眼镜超过了一副镜片能制作的最大极限。 我们店不能
用两片镜片粘合的方式做了， 落灰而且不美观。 于是
就用一个镜片两面掏的方式给制作出来的， 矫正视力
是0.4。 平常人都觉得0.4能看见啥 ？ 可是那位客人觉
得， 一戴上新眼镜， 这世界就跟水洗过一样清楚。”

秦英瑞配过的最大散光度数是1200度， 这也是一
个极限度数。 “1998年， 一位山西客人到店里来。 当
时戴着的眼镜散光度数是800度， 我们验光出来的度数
是1200度。” 秦英瑞说， 当时这个度数报了两遍， 经理
一开始不相信有这么高的散光度数， 认为验光出错。
“客人做过角膜移植手术。 通俗点说， 他眼睛上有一道
手术缝合后留下的沟， 形成了散光。 要求眼镜在这道
沟的对应位置对眼睛进行矫正。 这套镜片需要重新开

模具特制。” 秦英瑞回忆， 给这位客人戴上配的新眼
镜， 矫正视力达到1.0， 客人非常满意， 一下子配了四
副眼镜。

技术 给不同的人配不同的眼镜

验光， 如同看病问诊。 秦英瑞认为， 每个人需要
的眼镜都有自己的个性需求， 眼睛的度数和眼镜的度
数不是刻板的一致。 验光师不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而是需要动脑子的技术性人才。

“比如司机和坐办公室的职员， 需要的眼镜就不
一样。” 秦英瑞说， 司机开车必须保证看远清楚才能出
效率， 办公室人员每天看电脑或伏案写字， 度数要保
留部分调节， 以保证视近不疲惫。

上世纪80年代， 在给一位老年客人配镜时， 得知
他喜欢射击， 秦英瑞在他的眼镜上粘了一小块度数比
其他镜片度数高的区域， 方便他射击时进行瞄准。

上世纪90年代， 在给一位铁道兵政委配眼镜时 ，
秦英瑞得知他需要一副 “双光” 眼镜。 因为平时工作
时， 这位客人需要望远， 在家看书看报， 又需要视近。
而且这位客人经常户外活动， 还要求眼镜变色。 秦英
瑞将眼镜制作成上下部分度数不同的 “双光” 眼镜，
抬头看时， 眼镜能望远， 低头看时能看近处不累。 而
且在两个镜片之间加了卤化银， 以保证镜片在阳光下
实现变色。

2000年， 一位大学教授专门找到秦英瑞配镜。 她
说， 自己看东西经常 “双影”。 秦英瑞验光后发现， 她
的眼镜度数是准确的。 于是， 提醒她 “有可能患有甲
亢。 先看病， 再配镜。” 经过一段时间的甲亢治疗， 顾
客再也没有双影困扰了。 “甲亢导致眼位不等高， 看
东西双影； 糖尿病影响视网膜， 像镜子后面水银被刮
花……” 谈及身体疾病对眼睛的影响， 秦英瑞讲的头
头是道。

秦英瑞介绍， “配一副眼镜还要考虑客人的工作
环境、 用眼习惯……平时看什么比较多？ 白天用得多
还是晚上用得多？ 常在室外， 侧重于防紫外线， 常在
室内， 透光率就要高一点……”

在秦英瑞的验光室里， 就有满足不同顾客需求的
一套验光设备。 比如， 开车的司机配眼镜， 设备上有
一套测试司机矫正度数后看红绿灯的效果， 以此作为
确定配镜度数的重要参考。

“每个人的屈光情况不一样， 验光师操作时要考
量每个人的情况。 不仅要了解客人现在的情况， 而且
要将用眼环境未来发生的变化考虑进去。” 秦英瑞认
为， 验光师要抱着终身学习的态度， 结合实践来完善
技术。

研发 验光事业上的学术成就

秦英瑞还动手进行研发、 写书， 将验光工作予以
延伸扩展。

1982年 ， 秦英瑞动手制作了 “正负对比验光器
具”， 就是把0．25 （25度） 和0．50 （50度） 正负对比镜
片组合在一起， 并安装上两套手柄方便使用。 那个时
候， 大明眼镜店业务繁忙， 秦英瑞最多的一天给200多
个客人进行了验光服务。 验光器具能大大提高效率，
减少人工， 也减少客人等待时间。 同事们纷纷效仿，
大明的所有验光师干脆人手一副。 而这种验光器具，
直到1997年， 日本西村公司才推出类似的新产品。

1999年， 秦英瑞和某公司合作， 发明了一套儿童
弱视训练的软件， 之后又研发出相关仪器， 开创了验
光延伸服务 。 这套仪器经过数年的打磨和改进 ， 于
2007年获得医疗器材的许可， 投入生产使用。 2004年，
秦英瑞还发明了矫正青少年假性近视的训练仪。

2008年， 秦英瑞参与编写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
程中的 《眼镜验光员》 技师部分， 这套教程用于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

2011年， 秦英瑞开始着手编写 《眼镜词典》。 这是
一部填补眼镜界空白的作品。 记者在秦英瑞的电脑中
看到了这部作品的电子版， 从眼球的结构、 验光的知
识到眼镜的分解结构， 这部作品几乎囊括了眼镜界涉
猎的所有范畴。 仅一个眼镜腿就分为五个部分。 “有
些词语， 我们业内说法也不统一。 我希望能给统一叫
法， 方便传道授业解惑， 也方便业内交流。” 秦英瑞介
绍， 比如， 在打孔眼镜的眼镜架上有一个小零件是抵
在眼镜片后面的， 以实现支撑作用。 这一部分， 有的
眼镜店叫 “内柱”， 与抵在眼镜片外的另一个名为 “外
柱” 的部分呼应。 同样的部件， 有的眼镜店叫 “砥”。
秦英瑞在词典中采用了 “砥” 的说法。 “这个词起源
更早， 而且更贴切。 因为这个零件的作用就是支撑，
与 ‘砥’ 的词义相同。”

虽然有电子版， 可是秦英瑞在自己办公室的书架
上翻找了半天， 都没找到一本 《眼镜词典》 的实物，
“都被这群徒弟给拿跑了。” 他调侃着说。

传承 让这门绝技发扬光大

2013年， 大明眼镜的 “秦英瑞首席技师工作室 ”
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人社部评审和认定的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 北京市当时仅有6家。 秦英瑞开始带徒
弟， 要将验光技术传承下去。

他亲手写的讲义从 “散光的处理”， 到 “验光不适
的解决方案”， 再到 “老人的验光”， 每一章节都是他
数十年经验的总结。 以 “老人的验光” 专题为例， 在
“提示” 部分， 秦英瑞列出 “老花眼变好了、 个人手臂
长短、 习惯看书距离、 对光的要求” 等多条验光师在
配镜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方面。 最近几年， 秦英瑞平均
每年能够带出8名验光师。

同时， 秦英瑞还在2012年、 2013年、 2016年参与
了由北京人社局支持的， 由北京理工大学承办的， 北
京市验光技师继续教育研修班的授课， 协助推进北京
市眼镜行业验光人员专业知识更新和验光技术水平提
高。 他作为北京市商业技师考评委员会委员、 北京职
业技能鉴定所36所专家组成员， 从事培训和鉴定工作
18年， 培训4000多人次,培养了大批行业技能人才。

在采访中， 秦英瑞提出了留住验光师人才， 提升
验光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想法。 “现在我带的徒弟都是
本科学历以上， 而且有医学背景。 这样的人才如何留
在验光师的队伍中？” 秦英瑞提出建议， “提高从业门
槛 ， 调整眼镜价格的结构 。 让客户认可验光这门技
术。” 秦英瑞解释， 目前眼镜行业中， 验光师的工艺价
格几乎都包括在眼镜架的价格中。 验光费用普遍低廉，
有的店面验光免费， 有的店面甚至不验光。 而眼镜框
架 、 眼镜片的价格普遍很高 ， 因为含有附加费用 。
“我建议将验光师的服务费用从眼镜框架的费用中剔
除， 降低镜架费用， 提高验光费用。 在医生行业不能
指望以药养医， 在眼镜行业也不要指望眼镜架养验光
师。 保障验光师这一行业的待遇， 让这门手艺传承下
去， 才是对戴眼镜客户最大的负责。”

戴眼镜的你， 有多长时间没有严格的验光了？ 大
师级验光师秦英瑞说， 好好给眼睛验光， 配一副适合
的眼镜， 就像根据自己的脚型定制一双合脚的皮鞋。

在秦英瑞眼中， 每个人的眼镜都有 “个性”， 司机
的眼镜和办公室伏案工作的职员不同， 患病的人和健
康的人不一样， 喜爱射击的人和爱看书的人也不一样
……秦英瑞已经给40余万人进行过验光配镜， 是大明
眼镜公司首席一级验光师。 他对老视、 隐斜视的屈光
矫正应用灵活， 具有独特的技术风格。 对低视力、 双
眼视机能疑难问题具有独特的处理方法， 并总结创造
出 “人性化” 的验光服务。 他不仅是北京市地方标准
《北京市验光配镜开业条件暂行规定》 的主要起草人之
一， 还参与编写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 用于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 他曾被评为 “北京市商业服务业中华
传统技能技艺大师 ”， 获得过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全国劳动模范” 等多项荣誉， 是验光界大师级工匠。

家学 从父辈传下来的手艺

秦英瑞的手艺其实是与从小受到的熏陶有关。 其
父年轻时在春光眼镜店学徒， 学习修理钟表和制作眼
镜， 后来成为行业内的老师傅。 在老秦工作的上世纪
40、 50年代， 眼镜和钟表是与珠宝一起售卖的奢侈品。
与父亲一起学手艺的师兄师弟也在业内干出了名堂，
秦英瑞记得和父亲一起学徒的叔叔们有的在故宫修过
座钟， 也有的修理过北京火车站的旧式大钟， 都是行
业内的翘楚。

而老秦更善于修理制作眼镜。 秦英瑞总是能看到
父亲拿着茶色的水晶片磨制镜片， 或者用小小的工具
“啄” 着一只精致的眼镜架子。 “那时候制作眼镜的金
属叫洋银， 就是锌白铜合金， 价格不菲。 眼镜片的材
质也很昂贵。 所以有一副眼镜的人绝不会轻易给扔掉。
眼镜度数有变化， 眼镜戴着不合适， 就拿以前的镜片
重新打磨， 如果眼镜架有损坏， 也常常需要修理。” 秦
英瑞回忆， 由于打磨镜片需要极为精细地功夫， 父亲
常常带着活儿回家做。 小小的秦英瑞也动手摆弄这些
外人不常见的小工具。 与眼镜的昂贵相呼应的是手艺
人的工钱高， “我父亲月薪90多块钱， 在当年那是高
收入群体。” 那个年代， 普通人的收入是四五十元钱。

父亲想在四个子女中选一个继承自己的手艺时看
上了秦英瑞。 1980年， 18岁的秦英瑞高中毕业之后接
替父亲的班， 进入了大明眼镜店工作。

学艺 能在师傅家开“小灶”的学徒

大明眼镜店是诞生于1937年的中华老字号。 在秦
英瑞入行的时候， 店里施行较为传统的 “师徒制”。 秦
英瑞跟着一位宋师傅学习验光、 检影的手艺， 很快得
到认可。 秦英瑞说， 学徒需要6个月掌握的技术， 他一
个月拿下。 宋师傅不仅让他独立给客人验光， 还放心
地让他带其他学徒。 平常的业务， 秦英瑞都得心应手，
遇到疑难问题再去请教师傅。

“师傅和师娘都对我不错。 按老规矩， 过年过节
我们做徒弟得提两盒点心去看望师傅师娘。 尤其是大
年初二， 我年年都得给我师傅拜年去， 除了点心， 还
给师傅带二锅头。师娘每次都留我吃饭，给我烙盒子，做
好吃的。” 说到这一段， 秦英瑞颇有些小得意， “其他
徒弟可没有这待遇。 ”在上世纪80年代，眼镜行业的薪酬
也算中等偏上，秦英瑞当学徒时，一个月收入是36元钱。

1984年， 秦英瑞考上了验光配镜专业的中专， 进
行了两年半的理论学习。 “别小看这中专学历。 我们
的教材是英国传来的， 香港翻译的。” 秦英瑞认为， 验

光是一门学问， 做一名验光师不仅要有实践经验 ， 而
且一定要有理论知识。 “比如， 以前师傅总是跟我说，
配镜不能把度数给特别足， 要不戴眼镜时间长了， 客
人会不舒服。 他也没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 我学了中
专之后才知道， 验光验出来的度数， 是客人在看无限
远时需要的眼镜度数。 可是大部分人都是看近距离多。
度数给太足， 适合望天儿， 看近距离就不合适了。”

后来秦英瑞又自学了 《双眼视机能异常诊断 》、
《临床斜视诊断》 等眼科知识， 并应用到验光工作中。
秦英瑞觉得学了理论之后， 自己才能算个 “验光师”，
而不仅仅是 “验光师傅”。 “验光师应该是半个眼科医
生加上半个光学工程师， 这是一门手艺， 更是一门学
问。” 秦英瑞说。

从业 挑战验光界极限的业务能手

秦英瑞从业以来的验光故事很多。
从一上班， 秦英瑞的业务就是拔尖的。 大明眼镜

店组织过内部的验光比赛， 设有奖品， 比如一只英雄
牌钢笔， 或者一个收音机。 在当时， 这些奖品可是令
人眼馋的稀罕物 。 结果 ， 秦英瑞连续两年获得冠
军 。 “第一年拿走了钢笔， 第二年拿走了收音机， 第
三年， 领导找我商量， 让我别参加了， 让别人也有机
会拿奖。”

他从业以来， 配过的度数最高的一副眼镜是3400
度近视镜。 “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 一位河北的客
人来验光 。 我用检影镜最终验出的度数是3400度 。”
3400度近视能看到哪里？ 秦英瑞把手在自己眼前比量
了一下， “大约也就能看到一乍远， 再远就看不见了。
这个度数一般是天生的。”

他还记得那位客人戴着的是一副白色塑料框架眼
镜。 这副眼镜两片镜片是用白胶布粘合而成的， 内部
都落了灰， 眼镜片的度数大约是2600度。 “3400度的
眼镜超过了一副镜片能制作的最大极限。 我们店不能
用两片镜片粘合的方式做了， 落灰而且不美观。 于是
就用一个镜片两面掏的方式给制作出来的， 矫正视力
是0.4。 平常人都觉得0.4能看见啥 ？ 可是那位客人觉
得， 一戴上新眼镜， 这世界就跟水洗过一样清楚。”

秦英瑞配过的最大散光度数是1200度， 这也是一
个极限度数。 “1998年， 一位山西客人到店里来。 当
时戴着的眼镜散光度数是800度， 我们验光出来的度数
是1200度。” 秦英瑞说， 当时这个度数报了两遍， 经理
一开始不相信有这么高的散光度数， 认为验光出错。
“客人做过角膜移植手术。 通俗点说， 他眼睛上有一道
手术缝合后留下的沟， 形成了散光。 要求眼镜在这道
沟的对应位置对眼睛进行矫正。 这套镜片需要重新开

模具特制。” 秦英瑞回忆， 给这位客人戴上配的新眼
镜， 矫正视力达到1.0， 客人非常满意， 一下子配了四
副眼镜。

技术 给不同的人配不同的眼镜

验光， 如同看病问诊。 秦英瑞认为， 每个人需要
的眼镜都有自己的个性需求， 眼睛的度数和眼镜的度
数不是刻板的一致。 验光师不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而是需要动脑子的技术性人才。

“比如司机和坐办公室的职员， 需要的眼镜就不
一样。” 秦英瑞说， 司机开车必须保证看远清楚才能出
效率， 办公室人员每天看电脑或伏案写字， 度数要保
留部分调节， 以保证视近不疲惫。

上世纪80年代， 在给一位老年客人配镜时， 得知
他喜欢射击， 秦英瑞在他的眼镜上粘了一小块度数比
其他镜片度数高的区域， 方便他射击时进行瞄准。

上世纪90年代， 在给一位铁道兵政委配眼镜时 ，
秦英瑞得知他需要一副 “双光” 眼镜。 因为平时工作
时， 这位客人需要望远， 在家看书看报， 又需要视近。
而且这位客人经常户外活动， 还要求眼镜变色。 秦英
瑞将眼镜制作成上下部分度数不同的 “双光” 眼镜，
抬头看时， 眼镜能望远， 低头看时能看近处不累。 而
且在两个镜片之间加了卤化银， 以保证镜片在阳光下
实现变色。

2000年， 一位大学教授专门找到秦英瑞配镜。 她
说， 自己看东西经常 “双影”。 秦英瑞验光后发现， 她
的眼镜度数是准确的。 于是， 提醒她 “有可能患有甲
亢。 先看病， 再配镜。” 经过一段时间的甲亢治疗， 顾
客再也没有双影困扰了。 “甲亢导致眼位不等高， 看
东西双影； 糖尿病影响视网膜， 像镜子后面水银被刮
花……” 谈及身体疾病对眼睛的影响， 秦英瑞讲的头
头是道。

秦英瑞介绍， “配一副眼镜还要考虑客人的工作
环境、 用眼习惯……平时看什么比较多？ 白天用得多
还是晚上用得多？ 常在室外， 侧重于防紫外线， 常在
室内， 透光率就要高一点……”

在秦英瑞的验光室里， 就有满足不同顾客需求的
一套验光设备。 比如， 开车的司机配眼镜， 设备上有
一套测试司机矫正度数后看红绿灯的效果， 以此作为
确定配镜度数的重要参考。

“每个人的屈光情况不一样， 验光师操作时要考
量每个人的情况。 不仅要了解客人现在的情况， 而且
要将用眼环境未来发生的变化考虑进去。” 秦英瑞认
为， 验光师要抱着终身学习的态度， 结合实践来完善
技术。

研发 验光事业上的学术成就

秦英瑞还动手进行研发、 写书， 将验光工作予以
延伸扩展。

1982年 ， 秦英瑞动手制作了 “正负对比验光器
具”， 就是把0．25 （25度） 和0．50 （50度） 正负对比镜
片组合在一起， 并安装上两套手柄方便使用。 那个时
候， 大明眼镜店业务繁忙， 秦英瑞最多的一天给200多
个客人进行了验光服务。 验光器具能大大提高效率，
减少人工， 也减少客人等待时间。 同事们纷纷效仿，
大明的所有验光师干脆人手一副。 而这种验光器具，
直到1997年， 日本西村公司才推出类似的新产品。

1999年， 秦英瑞和某公司合作， 发明了一套儿童
弱视训练的软件， 之后又研发出相关仪器， 开创了验
光延伸服务 。 这套仪器经过数年的打磨和改进 ， 于
2007年获得医疗器材的许可， 投入生产使用。 2004年，
秦英瑞还发明了矫正青少年假性近视的训练仪。

2008年， 秦英瑞参与编写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
程中的 《眼镜验光员》 技师部分， 这套教程用于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

2011年， 秦英瑞开始着手编写 《眼镜词典》。 这是
一部填补眼镜界空白的作品。 记者在秦英瑞的电脑中
看到了这部作品的电子版， 从眼球的结构、 验光的知
识到眼镜的分解结构， 这部作品几乎囊括了眼镜界涉
猎的所有范畴。 仅一个眼镜腿就分为五个部分。 “有
些词语， 我们业内说法也不统一。 我希望能给统一叫
法， 方便传道授业解惑， 也方便业内交流。” 秦英瑞介
绍， 比如， 在打孔眼镜的眼镜架上有一个小零件是抵
在眼镜片后面的， 以实现支撑作用。 这一部分， 有的
眼镜店叫 “内柱”， 与抵在眼镜片外的另一个名为 “外
柱” 的部分呼应。 同样的部件， 有的眼镜店叫 “砥”。
秦英瑞在词典中采用了 “砥” 的说法。 “这个词起源
更早， 而且更贴切。 因为这个零件的作用就是支撑，
与 ‘砥’ 的词义相同。”

虽然有电子版， 可是秦英瑞在自己办公室的书架
上翻找了半天， 都没找到一本 《眼镜词典》 的实物，
“都被这群徒弟给拿跑了。” 他调侃着说。

传承 让这门绝技发扬光大

2013年， 大明眼镜的 “秦英瑞首席技师工作室 ”
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人社部评审和认定的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 北京市当时仅有6家。 秦英瑞开始带徒
弟， 要将验光技术传承下去。

他亲手写的讲义从 “散光的处理”， 到 “验光不适
的解决方案”， 再到 “老人的验光”， 每一章节都是他
数十年经验的总结。 以 “老人的验光” 专题为例， 在
“提示” 部分， 秦英瑞列出 “老花眼变好了、 个人手臂
长短、 习惯看书距离、 对光的要求” 等多条验光师在
配镜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方面。 最近几年， 秦英瑞平均
每年能够带出8名验光师。

同时， 秦英瑞还在2012年、 2013年、 2016年参与
了由北京人社局支持的， 由北京理工大学承办的， 北
京市验光技师继续教育研修班的授课， 协助推进北京
市眼镜行业验光人员专业知识更新和验光技术水平提
高。 他作为北京市商业技师考评委员会委员、 北京职
业技能鉴定所36所专家组成员， 从事培训和鉴定工作
18年， 培训4000多人次,培养了大批行业技能人才。

在采访中， 秦英瑞提出了留住验光师人才， 提升
验光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想法。 “现在我带的徒弟都是
本科学历以上， 而且有医学背景。 这样的人才如何留
在验光师的队伍中？” 秦英瑞提出建议， “提高从业门
槛 ， 调整眼镜价格的结构 。 让客户认可验光这门技
术。” 秦英瑞解释， 目前眼镜行业中， 验光师的工艺价
格几乎都包括在眼镜架的价格中。 验光费用普遍低廉，
有的店面验光免费， 有的店面甚至不验光。 而眼镜框
架 、 眼镜片的价格普遍很高 ， 因为含有附加费用 。
“我建议将验光师的服务费用从眼镜框架的费用中剔
除， 降低镜架费用， 提高验光费用。 在医生行业不能
指望以药养医， 在眼镜行业也不要指望眼镜架养验光
师。 保障验光师这一行业的待遇， 让这门手艺传承下
去， 才是对戴眼镜客户最大的负责。”

戴眼镜的你， 有多长时间没有严格的验光了？ 大
师级验光师秦英瑞说， 好好给眼睛验光， 配一副适合
的眼镜， 就像根据自己的脚型定制一双合脚的皮鞋。

在秦英瑞眼中， 每个人的眼镜都有 “个性”， 司机
的眼镜和办公室伏案工作的职员不同， 患病的人和健
康的人不一样， 喜爱射击的人和爱看书的人也不一样
……秦英瑞已经给40余万人进行过验光配镜， 是大明
眼镜公司首席一级验光师。 他对老视、 隐斜视的屈光
矫正应用灵活， 具有独特的技术风格。 对低视力、 双
眼视机能疑难问题具有独特的处理方法， 并总结创造
出 “人性化” 的验光服务。 他不仅是北京市地方标准
《北京市验光配镜开业条件暂行规定》 的主要起草人之
一， 还参与编写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 用于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 他曾被评为 “北京市商业服务业中华
传统技能技艺大师 ”， 获得过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全国劳动模范” 等多项荣誉， 是验光界大师级工匠。

家学 从父辈传下来的手艺

秦英瑞的手艺其实是与从小受到的熏陶有关。 其
父年轻时在春光眼镜店学徒， 学习修理钟表和制作眼
镜， 后来成为行业内的老师傅。 在老秦工作的上世纪
40、 50年代， 眼镜和钟表是与珠宝一起售卖的奢侈品。
与父亲一起学手艺的师兄师弟也在业内干出了名堂，
秦英瑞记得和父亲一起学徒的叔叔们有的在故宫修过
座钟， 也有的修理过北京火车站的旧式大钟， 都是行
业内的翘楚。

而老秦更善于修理制作眼镜。 秦英瑞总是能看到
父亲拿着茶色的水晶片磨制镜片， 或者用小小的工具
“啄” 着一只精致的眼镜架子。 “那时候制作眼镜的金
属叫洋银， 就是锌白铜合金， 价格不菲。 眼镜片的材
质也很昂贵。 所以有一副眼镜的人绝不会轻易给扔掉。
眼镜度数有变化， 眼镜戴着不合适， 就拿以前的镜片
重新打磨， 如果眼镜架有损坏， 也常常需要修理。” 秦
英瑞回忆， 由于打磨镜片需要极为精细地功夫， 父亲
常常带着活儿回家做。 小小的秦英瑞也动手摆弄这些
外人不常见的小工具。 与眼镜的昂贵相呼应的是手艺
人的工钱高， “我父亲月薪90多块钱， 在当年那是高
收入群体。” 那个年代， 普通人的收入是四五十元钱。

父亲想在四个子女中选一个继承自己的手艺时看
上了秦英瑞。 1980年， 18岁的秦英瑞高中毕业之后接
替父亲的班， 进入了大明眼镜店工作。

学艺 能在师傅家开“小灶”的学徒

大明眼镜店是诞生于1937年的中华老字号。 在秦
英瑞入行的时候， 店里施行较为传统的 “师徒制”。 秦
英瑞跟着一位宋师傅学习验光、 检影的手艺， 很快得
到认可。 秦英瑞说， 学徒需要6个月掌握的技术， 他一
个月拿下。 宋师傅不仅让他独立给客人验光， 还放心
地让他带其他学徒。 平常的业务， 秦英瑞都得心应手，
遇到疑难问题再去请教师傅。

“师傅和师娘都对我不错。 按老规矩， 过年过节
我们做徒弟得提两盒点心去看望师傅师娘。 尤其是大
年初二， 我年年都得给我师傅拜年去， 除了点心， 还
给师傅带二锅头。师娘每次都留我吃饭，给我烙盒子，做
好吃的。” 说到这一段， 秦英瑞颇有些小得意， “其他
徒弟可没有这待遇。 ”在上世纪80年代，眼镜行业的薪酬
也算中等偏上，秦英瑞当学徒时，一个月收入是36元钱。

1984年， 秦英瑞考上了验光配镜专业的中专， 进
行了两年半的理论学习。 “别小看这中专学历。 我们
的教材是英国传来的， 香港翻译的。” 秦英瑞认为， 验

光是一门学问， 做一名验光师不仅要有实践经验 ， 而
且一定要有理论知识。 “比如， 以前师傅总是跟我说，
配镜不能把度数给特别足， 要不戴眼镜时间长了， 客
人会不舒服。 他也没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 我学了中
专之后才知道， 验光验出来的度数， 是客人在看无限
远时需要的眼镜度数。 可是大部分人都是看近距离多。
度数给太足， 适合望天儿， 看近距离就不合适了。”

后来秦英瑞又自学了 《双眼视机能异常诊断 》、
《临床斜视诊断》 等眼科知识， 并应用到验光工作中。
秦英瑞觉得学了理论之后， 自己才能算个 “验光师”，
而不仅仅是 “验光师傅”。 “验光师应该是半个眼科医
生加上半个光学工程师， 这是一门手艺， 更是一门学
问。” 秦英瑞说。

从业 挑战验光界极限的业务能手

秦英瑞从业以来的验光故事很多。
从一上班， 秦英瑞的业务就是拔尖的。 大明眼镜

店组织过内部的验光比赛， 设有奖品， 比如一只英雄
牌钢笔， 或者一个收音机。 在当时， 这些奖品可是令
人眼馋的稀罕物 。 结果 ， 秦英瑞连续两年获得冠
军 。 “第一年拿走了钢笔， 第二年拿走了收音机， 第
三年， 领导找我商量， 让我别参加了， 让别人也有机
会拿奖。”

他从业以来， 配过的度数最高的一副眼镜是3400
度近视镜。 “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 一位河北的客
人来验光 。 我用检影镜最终验出的度数是3400度 。”
3400度近视能看到哪里？ 秦英瑞把手在自己眼前比量
了一下， “大约也就能看到一乍远， 再远就看不见了。
这个度数一般是天生的。”

他还记得那位客人戴着的是一副白色塑料框架眼
镜。 这副眼镜两片镜片是用白胶布粘合而成的， 内部
都落了灰， 眼镜片的度数大约是2600度。 “3400度的
眼镜超过了一副镜片能制作的最大极限。 我们店不能
用两片镜片粘合的方式做了， 落灰而且不美观。 于是
就用一个镜片两面掏的方式给制作出来的， 矫正视力
是0.4。 平常人都觉得0.4能看见啥 ？ 可是那位客人觉
得， 一戴上新眼镜， 这世界就跟水洗过一样清楚。”

秦英瑞配过的最大散光度数是1200度， 这也是一
个极限度数。 “1998年， 一位山西客人到店里来。 当
时戴着的眼镜散光度数是800度， 我们验光出来的度数
是1200度。” 秦英瑞说， 当时这个度数报了两遍， 经理
一开始不相信有这么高的散光度数， 认为验光出错。
“客人做过角膜移植手术。 通俗点说， 他眼睛上有一道
手术缝合后留下的沟， 形成了散光。 要求眼镜在这道
沟的对应位置对眼睛进行矫正。 这套镜片需要重新开

模具特制。” 秦英瑞回忆， 给这位客人戴上配的新眼
镜， 矫正视力达到1.0， 客人非常满意， 一下子配了四
副眼镜。

技术 给不同的人配不同的眼镜

验光， 如同看病问诊。 秦英瑞认为， 每个人需要
的眼镜都有自己的个性需求， 眼睛的度数和眼镜的度
数不是刻板的一致。 验光师不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而是需要动脑子的技术性人才。

“比如司机和坐办公室的职员， 需要的眼镜就不
一样。” 秦英瑞说， 司机开车必须保证看远清楚才能出
效率， 办公室人员每天看电脑或伏案写字， 度数要保
留部分调节， 以保证视近不疲惫。

上世纪80年代， 在给一位老年客人配镜时， 得知
他喜欢射击， 秦英瑞在他的眼镜上粘了一小块度数比
其他镜片度数高的区域， 方便他射击时进行瞄准。

上世纪90年代， 在给一位铁道兵政委配眼镜时 ，
秦英瑞得知他需要一副 “双光” 眼镜。 因为平时工作
时， 这位客人需要望远， 在家看书看报， 又需要视近。
而且这位客人经常户外活动， 还要求眼镜变色。 秦英
瑞将眼镜制作成上下部分度数不同的 “双光” 眼镜，
抬头看时， 眼镜能望远， 低头看时能看近处不累。 而
且在两个镜片之间加了卤化银， 以保证镜片在阳光下
实现变色。

2000年， 一位大学教授专门找到秦英瑞配镜。 她
说， 自己看东西经常 “双影”。 秦英瑞验光后发现， 她
的眼镜度数是准确的。 于是， 提醒她 “有可能患有甲
亢。 先看病， 再配镜。” 经过一段时间的甲亢治疗， 顾
客再也没有双影困扰了。 “甲亢导致眼位不等高， 看
东西双影； 糖尿病影响视网膜， 像镜子后面水银被刮
花……” 谈及身体疾病对眼睛的影响， 秦英瑞讲的头
头是道。

秦英瑞介绍， “配一副眼镜还要考虑客人的工作
环境、 用眼习惯……平时看什么比较多？ 白天用得多
还是晚上用得多？ 常在室外， 侧重于防紫外线， 常在
室内， 透光率就要高一点……”

在秦英瑞的验光室里， 就有满足不同顾客需求的
一套验光设备。 比如， 开车的司机配眼镜， 设备上有
一套测试司机矫正度数后看红绿灯的效果， 以此作为
确定配镜度数的重要参考。

“每个人的屈光情况不一样， 验光师操作时要考
量每个人的情况。 不仅要了解客人现在的情况， 而且
要将用眼环境未来发生的变化考虑进去。” 秦英瑞认
为， 验光师要抱着终身学习的态度， 结合实践来完善
技术。

研发 验光事业上的学术成就

秦英瑞还动手进行研发、 写书， 将验光工作予以
延伸扩展。

1982年 ， 秦英瑞动手制作了 “正负对比验光器
具”， 就是把0．25 （25度） 和0．50 （50度） 正负对比镜
片组合在一起， 并安装上两套手柄方便使用。 那个时
候， 大明眼镜店业务繁忙， 秦英瑞最多的一天给200多
个客人进行了验光服务。 验光器具能大大提高效率，
减少人工， 也减少客人等待时间。 同事们纷纷效仿，
大明的所有验光师干脆人手一副。 而这种验光器具，
直到1997年， 日本西村公司才推出类似的新产品。

1999年， 秦英瑞和某公司合作， 发明了一套儿童
弱视训练的软件， 之后又研发出相关仪器， 开创了验
光延伸服务 。 这套仪器经过数年的打磨和改进 ， 于
2007年获得医疗器材的许可， 投入生产使用。 2004年，
秦英瑞还发明了矫正青少年假性近视的训练仪。

2008年， 秦英瑞参与编写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
程中的 《眼镜验光员》 技师部分， 这套教程用于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

2011年， 秦英瑞开始着手编写 《眼镜词典》。 这是
一部填补眼镜界空白的作品。 记者在秦英瑞的电脑中
看到了这部作品的电子版， 从眼球的结构、 验光的知
识到眼镜的分解结构， 这部作品几乎囊括了眼镜界涉
猎的所有范畴。 仅一个眼镜腿就分为五个部分。 “有
些词语， 我们业内说法也不统一。 我希望能给统一叫
法， 方便传道授业解惑， 也方便业内交流。” 秦英瑞介
绍， 比如， 在打孔眼镜的眼镜架上有一个小零件是抵
在眼镜片后面的， 以实现支撑作用。 这一部分， 有的
眼镜店叫 “内柱”， 与抵在眼镜片外的另一个名为 “外
柱” 的部分呼应。 同样的部件， 有的眼镜店叫 “砥”。
秦英瑞在词典中采用了 “砥” 的说法。 “这个词起源
更早， 而且更贴切。 因为这个零件的作用就是支撑，
与 ‘砥’ 的词义相同。”

虽然有电子版， 可是秦英瑞在自己办公室的书架
上翻找了半天， 都没找到一本 《眼镜词典》 的实物，
“都被这群徒弟给拿跑了。” 他调侃着说。

传承 让这门绝技发扬光大

2013年， 大明眼镜的 “秦英瑞首席技师工作室 ”
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人社部评审和认定的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 北京市当时仅有6家。 秦英瑞开始带徒
弟， 要将验光技术传承下去。

他亲手写的讲义从 “散光的处理”， 到 “验光不适
的解决方案”， 再到 “老人的验光”， 每一章节都是他
数十年经验的总结。 以 “老人的验光” 专题为例， 在
“提示” 部分， 秦英瑞列出 “老花眼变好了、 个人手臂
长短、 习惯看书距离、 对光的要求” 等多条验光师在
配镜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方面。 最近几年， 秦英瑞平均
每年能够带出8名验光师。

同时， 秦英瑞还在2012年、 2013年、 2016年参与
了由北京人社局支持的， 由北京理工大学承办的， 北
京市验光技师继续教育研修班的授课， 协助推进北京
市眼镜行业验光人员专业知识更新和验光技术水平提
高。 他作为北京市商业技师考评委员会委员、 北京职
业技能鉴定所36所专家组成员， 从事培训和鉴定工作
18年， 培训4000多人次,培养了大批行业技能人才。

在采访中， 秦英瑞提出了留住验光师人才， 提升
验光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想法。 “现在我带的徒弟都是
本科学历以上， 而且有医学背景。 这样的人才如何留
在验光师的队伍中？” 秦英瑞提出建议， “提高从业门
槛 ， 调整眼镜价格的结构 。 让客户认可验光这门技
术。” 秦英瑞解释， 目前眼镜行业中， 验光师的工艺价
格几乎都包括在眼镜架的价格中。 验光费用普遍低廉，
有的店面验光免费， 有的店面甚至不验光。 而眼镜框
架 、 眼镜片的价格普遍很高 ， 因为含有附加费用 。
“我建议将验光师的服务费用从眼镜框架的费用中剔
除， 降低镜架费用， 提高验光费用。 在医生行业不能
指望以药养医， 在眼镜行业也不要指望眼镜架养验光
师。 保障验光师这一行业的待遇， 让这门手艺传承下
去， 才是对戴眼镜客户最大的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