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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奶计划亟待改革
专家建议纳入
“农村营养改善计划”

旨在改善我国中小学生营养状况的国家“学生饮
用奶计划”（下称“学生奶计划”），至今已实施15年，让
数以千万计的中小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喝上了价廉质
优的牛奶，如今却遭遇了进校难题。专家在接受新华食
品采访时表示，要推动学生奶项目良性发展，有必要对
推广机构进行调整， 将学生奶项目纳入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加强推广力度。

困 境
学生饮用奶遭遇“进校难”

对于正在成长发育中承担紧张课业学习的孩子们
来说， 每天按时定量地饮用牛奶， 能有效缓解营养不
足，补充因活动散失的大量热能，有利于身体健康。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比利时、 德国和美国等国
正式实施学生奶计划。 在亚洲， 日本是最早提倡学生
奶的国家之一。 据世界粮农组织对37个国家的调查：
学生奶主要在中小学及托儿所供应； 其中约23%的国
家全部免费供应， 约46%的国家实行学生奶补贴价
格。 在日本， 已推广学生奶的小学占全日本小学总数
的98%， 中学占86%。

2000年11月15日，由当时的农业部、国家发展计
划委员会、教育部、财政部、卫生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
局、国家轻工业局七个部委局联合推广的国家“学生奶
饮用计划”在全国分步启动。该项国家营养干预计划旨
在通过在课间向在校中小学生提供一份优质牛奶，以
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并培养他们合理的膳食习惯。

2013年9月11日， 由上述七部委局联合下发了
《关于调整学生饮用奶计划推广工作方式的通知》
（下称“《通知》”）。 《通知》 称， 经研究， 将“学生
奶计划” 推广工作整体移交给中国奶业协会， 原有的
有关规章制度自动废止。

《通知》 出台以后， 学生奶数量锐减： 2012年，
全国日均供应学生奶1800万份； 2013年， 全国日均
供应学生奶达到了2164万份； 2014年这一数字预计
骤降至约1600万份。

学生奶究竟为何遭遇困境？据了解，由于政府对学
生奶的政策调整，加之食品安全的这一敏感话题，地方
教育部门推广的积极性不高是主要原因。

释 疑

因乳糖不耐叫停学生奶属“因噎废食”

牛奶对于学生是否重要？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
安全所副所长马冠生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马冠生表示，
牛奶是一种营养成分齐全、易消化吸收、营养价值高的
天然食品，“主要提供优质蛋白质和维生素，特别是钙”。

据了解，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青少年钙摄入量应保
证每日1200～1500毫克；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儿童和青
少年的钙摄入量是：4-10岁每天800毫克，11-17岁每
天1000毫克。 而实际上，我国儿童青少年的钙摄入量
只达到建议量的30%-40%， 这与我国青少年膳食中
缺少牛奶类食品有直接关系。

对于一些地方出现过学生饮奶后因乳糖不耐症出
现腹泻等不良反应、 当地政府便据此叫停学生奶的现
象， 马冠生表示， 这实属“因噎废食”， 乳糖不耐症
并不能作为学生不喝牛奶的理由。 据其介绍， 我国青
少年易产生乳糖不耐症是因为后天没有喝奶的习惯，
幼时小肠中乳糖酶的活性退化， 所以一喝奶就会出现
腹胀、 腹泻。 经过多年推广， 老师、 家长对这一问题
已经有较清楚的认知。

破 局

理顺体制机制、加大投入

一方面是没有明确的牵头部门、 没有政策支持为
走进校园助力，学生奶计划或许将面临更大的困境；另
一方面是覆盖面下降、学生营养水平受影响，“一杯奶”
关系着民族的未来发展。

“强调牛奶的问题， 实际上是要引出午餐的问题，
学生奶应该成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 马冠生说， 50年间日本成年男人的平
均身高增长10厘米， 人们都说日本靠“一杯牛奶强
壮一个民族”， 这一说法并不全面， 从上世纪40年代
开始实施“营养午餐” 计划才是改善民族身体素质的
真正原因，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 “营养午餐” 中必备
的牛奶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学生奶计划的建议人、 国家学生奶饮用计划
专家委员会原主任蒋建平也赞成“将学生奶纳入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建议从2015年度起，
结合“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每个学生
每天再增加一元钱用于购买学生奶， 并在第十三个五
年计划期间继续逐步增加。 计划实施的重心可放在农
村贫困地区， 对当地青少年从出生到初中毕业实施全
过程的保障或干预。

学生奶的发展或许迎来更强的一股“东风”。未来，我
国要建校园足球示范学校， 足球人口将达到2000万，这
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对青少年营养水平的提升和改善。
蒋建平同时建议， 改善青少年营养水平尤其是钙摄入量
的关键是从喝牛奶开始，可配合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向
中小学生供应适当的学生奶以及新研发的奶制品。

学生奶计划要继续良性发展， 破局之道在于理顺
体制机制、 加大投入、 分步骤地、 采取多途径地推广
计划。 “尽管学生奶计划还存在这样那样的推广难
题， 但是我们不能半途而废， 哪怕能多一个孩子喝上
牛奶， 我们就能看到希望”， 现年85岁高龄的蒋建平
如是表示。 （娄奕娟 芦超）

农工党中央建议：

提高农村学生
营养餐补助标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实施三年来，在改善农村学
生营养状况， 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方面取得一
些成效。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评估，学生和家
长对这一计划的满意度超过90%， 认为它是建国
以来针对农村学生最大惠民政策之一。

不过，农工党中央在调研中却发现，学生营养
改善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安全风险高，在落
实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 今年两会
上，农工党中央提交提案，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保障性对策提出建议。

资金缺口大， 就餐条件不达标是农工党中央
在调研中发现的最大问题。 农工党中央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学校食堂可用资金就是国家财政拨
付的每生每天3元（寄宿生4元），大部分学校营养
餐管理是零利润， 由于地市县没有资金配备专门
人员管理学校营养餐，而且加工营养餐的燃料费、
水电费、洗涤费等需从学校公费中支出，学校安排
教师义务轮流为学生准备营养餐是普遍现象。

“贫困地区学校食堂建设布局点多面广，资金
缺口较大，硬件建设完不成任务。 同时，新建食堂
内部设备配备不完善， 达不到科学烹饪和卫生供
餐的条件要求，影响供餐质量和水平。而且营养改
善计划的实施涉及教育、财政、发展改革、卫生、食
品药品监管、农业、质检、工商、宣传、监察等多个
部门的相互协调， 但目前教育部门单打独斗现象
普遍。 ”该负责人表示。

为此， 农工党中央建议， 依据 《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和
《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
见》， 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制定 《学生营养改善条
例》， 以法规落实各级政府、 各有关部门、 各相
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以法规督促教育、 财政、
发展改革、 卫生、 食品药品监管、 农业、 质检、
工商、 宣传、 监察等部门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中央和省级要制定学校后勤人员和财务人员配
备及资金投入的制度和办法， 财政部与教育部研
究建立有效机制， 为贫困地区工勤人员的配备提
供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

2010年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数据显示：西部
农村儿童，特别是少数民族儿童的蛋类、奶制品、
肉鱼摄入比例大大低于东中部地区儿童。 “有些
县通过两年对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监测数据分析
发现， 营养不良率仍处于较高水平， 有些县无明
显变化。” 农工党中央建议， 营养餐补助标准提
高为每人每天8元， 其中4元用于营养配餐、 2元
用于补充奶制品、 2元用于营养餐加工成本， 减
少学校和县村经费负担。 同时， 组织全国的营养
专家对4元的营养餐进行科学给食计划，供餐模式
可以因地制宜， 食堂供餐和半加工的配送供餐都
能让孩子们吃上热饭菜。此外，还应该适当扩大受
惠范围，在农村扩大到学前教育儿童，在城镇纳入
低保家庭学生。 （来源：中国青年网）

孙晓梅： 国家可提高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贴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建议，

可提高计划的补助标准， 将实施范围
扩大至城乡全覆盖， 让更多孩子吃得
好一点。

2011年， 国家启动了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 并于去年11月， 将补贴
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天4元。 计划成功
实施， 效果如何？ 全国人大代表、 中
华女子学院女性学教授孙晓梅进行了
调研。 在对重庆巫山、 万州等学校的
走访中， 她发现， 有了营养餐， 孩子

们长得更壮， 贫血率下降， 但仍有部分
问题需要解决。

孙晓梅建议， 应该继续提高计划的
补助标准， 让更多孩子吃得好一点。 其
中一部分用于营养餐， 邀请营养专家制
定科学的搭配计划， 让孩子们吃上热饭
菜。 考虑到部分学校没有食堂， 或者孩
子习惯回家吃饭， 花4元钱采购牛奶、
面包的营养餐模式应该继续保留。

还有一部分专用于购买奶制品。 可
以邀请大型奶制品企业， 针对孩子们的

口味， 研发适合他们的牛奶或奶粉， 让
孩子们喜欢喝牛奶。 最后一部分用于营
养餐加工的整个过程， 包括食品运输、
加工、 冷藏、 水电煤、 人工等费用， 帮
助学校减轻经济负担。

除了提高补贴标准， 孙晓梅还建
议， 将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更加普惠。 一
方面， 将实施范围由原有的试点扩大至
城乡全覆盖， 另一方面， 把农村学前教
育的孩子纳入范围， 让更多孩子享受到
福利。 （来源： 央广网）

胡阿罗： 农村地区学前班也该有免费营养餐

“我建议把农村地区学前班也纳
入国家学校营养改善计划，为孩子们提
供一顿免费午餐，扩大教育公平的受益
范围。 ”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
计生服务站站长胡阿罗，日前在云南代
表团的分组讨论会上提出了她对教育
公平的新期待。

胡阿罗解释说， 她小时候学校离家
远，吃不上午餐，所以一直以来都特别关
注学生的午餐问题。 现在有了营养改善
计划，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中午
在学校都可以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他们
都非常高兴。胡阿罗话锋一转，“但是，学
前班的孩子们享受不到这项福利。 由于

农村的学前班基本上都办在小学里，所
以当小学生在享受午餐的时候， 学前班
的孩子只能眼巴巴看着， 他们也想尝尝
免费午餐。因此，我希望也能把学前班的
孩子纳入营养改善计划， 为农村孩子的
健康成长打下更好的基础。 ”

（来源：中国教育报）

侯晓春： 学生奶推进改善中小学生营养状况

广安市委书记侯晓春在两会期间
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学生营养餐计
划的推出，尤其是“学生饮用奶计划”
的推进， 确实改善了中小学生营养状
况。关心下一代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制定机制进行保障， 确保孩子们吃到
的奶和鸡蛋营养达标，孩子们很满意。
举例来讲，在去年四川省举办了第12
届省运会上， 广安代表团取得了长足

进步， 之前的金牌总数仅排全省倒数第
二名。 通过学生营养餐计划和学生奶工
作的全面推进， 广安的青少年健康水平
有普遍的提高。

侯晓春表示，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
开市委市政府对教育的支持和投入。 对
教育投入的资金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达到
国家要求的比例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每
年财政支出教育的比例高达20%以上，

全面保证了教育经费的安排。我们提出，
全民健康教育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
从学生营养餐抓起。 体育设施和其他运
动设施全面保障，每天一小时运动时间，
确保我们的孩子有充沛的学习精力和健
康的体魄，孩子们在校园里面读书，既有
美好的学习环境，又有健康的生活保障，
还有体育运动的身体健康的保障。

（来源：新华网）

张淑琴： 希望营养改善计划覆盖欠发达地区

贫困地区学生的营养健康一直是
社会关注的重点， 山东临沂第一实验
小学岔河校区分校校长张淑琴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呼吁,将目前针对中西部
贫困地区的营养改善计划， 覆盖到东
部欠发达地区和革命老区， 为当地的
孩子带去牛奶和鸡蛋。

对于营养改善的理念， 张淑琴并
不陌生。 学生奶计划在临沂第一实验
小学总校已经推行10年， 订奶比率

一度达到70%， 现在全校6000余人，
有一半的学生在喝牛奶。 张淑琴说，
“现在， 家长非常关注孩子的营养健康，
特别是城市家庭工作节奏比较快， 很多
孩子早餐吃不好就来学校， 牛奶实际上
起到了营养补充的作用。”

对于营养改善的效果， 张淑琴做了
对比。 “我以前在城市学校工作， 现在
在一所村小工作， 这里的孩子没有牛奶
喝。 总校和分校参加活动时， 就会直观

地看到， 我们分校同年级的孩子要比总
校的孩子个子要矮一些， 也瘦一些。”

据张淑琴介绍， 一个学期的订奶价
格大概186元。 她所在的岔河校区是一
所村小， 这里的孩子大多来自农民家
庭， 或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一方面
家庭经济实力有限， 另一方面家长给孩
子营养补充的意识缺乏。

（来源： 新华网）

王景海： 教育部门应把学生奶项目管起来

“说一杯奶健壮一个民族， 这个
是很实际的。 中国的婴幼儿在营养方
面与欧美国家有差距这也是现实。”
完达山乳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景海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 教育系统应将
牛奶明确纳入学生配餐中， 同时， 提
高全民对学生饮用奶的认识。

“吃馒头、 吃米饭和饮用一杯奶
对人体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王景海
认为， 在振兴民族体质和素质方面，
学生每日配餐应该有学生奶。 牛奶除
含有较多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同时包
含几乎所有种类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以及大量的生理活性物质， 其中钙含
量很高且易于吸收。 可以说， 含有诸

多营养物质的牛奶对于发育期的少年儿
童是必不可少的。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的积
极倡导下， 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积极
响应并实施了学生饮用奶的专项计划。
我国在2000年启动学生奶项目， 目前，
该项目已经在全国28个省区市的660多
个大中城市推广实施， 覆盖学校6万多
所， 日供应量达到1800多万份。

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相比， 我国
西部贫困地区儿童生长速度较慢， 低体
重率达到12%-36%,生长迟缓率是城市
的6倍， 维生素A缺乏率是城市儿童的4
倍。 对于学生奶项目的推广， 王景海建
议： 一要通过国家呼吁全民对学生饮用

奶的认识有所提高， 二是各中小学校、
教育系统应该普及学生用餐的制度、
配奶的制度。 王景海认为， 学生饮用
奶每天应该有两次。 特别是教育系统
应该明确让学生配餐必须有奶， 同时
国家应该出台一些政策进行支持， 如
经费方面， 可以采取家长拿一块、 国
家补一块、 当地政府贴一块的方式。
国家原来已经在贫困地区做了试点，
一个学生三块钱。 给学生配餐当中，
三块钱中拿一块钱一盒奶， 家长再拿
一块钱， 这也可以喝下去， 也能保证
逐渐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但这要有政
策的拉动。 （来源： 新华网）

编者按： 一个鸡蛋， 一盒牛奶，
对大多数人来说或许只是一顿普通的
早饭或早餐的一部分， 但对于很多农
村孩子而言， 却是他们最大的营养来
源。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人大代表
及政协委员对学生， 特别是农村贫困
地区的学生营养问题高度关注。 包括
推动学生营养立法、 促进将学生饮用
奶成为学生营养改善食品之一、 增加
学生营养补贴、 扩大覆盖范围等建议
成为今年两会的亮点。

让更多地区孩子吃上营养餐
———专家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支招

牛奶加鸡蛋健康伴成长
柴彤涛 摄

放飞梦想 辛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