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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让校园餐桌“鲜”起来

农场

-

校园直通车，让当地农民增收，让学生吃得健康

■

焦阳

据美国 《纽约时报》 报道， 近日， 美国

犹他州南乔丹小学的上百名学生获得了不一

样的午餐待遇———吃到了从附近的绿河农场

采摘的新鲜西瓜和哈密瓜。 该校所在的乔丹

学区最近启动的这项 “农场

-

校园直通车”

计划， 是美国联邦政府中小学营养午餐项目

的一项新探索。

在美国， 几乎所有公立中小学和非营利

的私立中小学都为学生提供午餐。 这个由联

邦政府资助的项目始于

1946

年， 加入该项目

的学校供应的每份午餐都可获得联邦政府的

现金补贴， 但前提是必须达到联邦政府制定

的营养标准， 并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免费

及减价午餐。

然而 ，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 ， 学校纷纷

与私人食品公司签约， 在学生午餐中加入

品牌软饮料和零食———这部分要向学生收

钱。 虽然校方和供应商的收入增加了 ， 但

儿童肥胖症的发病率也随之增加 。 为了改

变这种状况 ， 美国联邦农业部尝试建立

“农场

-

校园直通车 ” 计划 ， 减少流通环

节， 鼓励学生多吃水果蔬菜， 少吃 “垃圾

食品”。

11

岁的梅根·格尔说， 她喜欢这个午餐，

因为 “每周都会尝到不同的新鲜水果和蔬

菜”。 学生在吃到新鲜食品的同时， 会收到

每个特色果蔬品种的信息卡， 内容包括产地信

息和营养价值等。

乔丹学区的营养师凯特·巴斯琴指出， 这

样做的目的是将学生在课堂上所学内容与他们

在餐厅选择食物的行为相联系 。 目前 ， “农

场

-

校园直通车” 计划已经在美国各州的

9000

多所学校推广。 此举可使当地农民获得更多收

入， 也可让孩子们了解食物的来源， 并提升学

校午餐的质量， 可谓一举多得。

当然 ， “农场

-

校园直通车 ” 计划在实

施中也存在一些实际困难。 “最近几年

,

美国

联邦政府对学校午餐项目的管理发生了一些

变化， 更倾向于鼓励学校购买本地生产的食

物 ”， 犹他州教育部儿童营养项目负责人查

伦·艾略特指出 ， “这对犹他州来说是一个

挑战， 原因有两个， 一是当地农民通常没有

符合学校食物标准的安全证书 ， 二是大部分

农作物的收获季节是夏季 ， 这时学校正在放

暑假。”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印度 全体学生可享免费午餐

从发粮食到提供热饭热菜，政府投入不断加大，营养标准逐步提高

■

杨思帆 梅仪新

中午时分， 印度北方邦安拉阿巴德

市的一个街区小学沸腾起来， 孩子们兴

高采烈地涌向食堂窗口， 排队领取热气

腾腾的免费午餐。 每天， 这样的情景都

会在印度各地同时上演， 大约

1.2

亿的一

至八年级学生正在享受这项全球规模最

大的学校免费午餐计划。

印度学校免费午餐的正 式名 称是

“全国初等教育营养支持计划”，

1995

年由

印度中央政府提出， 最初面向全国农村、

落后地区的小学生。 当时， 印度中央政

府每天为受助的小学生提供

100

克大米或

小麦， 并提供粮食运输管理补贴。 各邦

政府则提供午餐需要的其他原料、 人工

和设备费用。

然而， 由于财力不足 ， 地方政府不

愿增加预算压力， 一些学校干脆把粮食

直接交给家长， 让孩子每天中午回家吃

饭。 许多贫困家庭卖了粮食换钱， 孩子

们还是得不到营养的补充。

在印度中央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努力

推动下，

2001

年年底， 印度最高法院作出

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 强制要求各

邦给学生提供烧熟的午餐， 而不是硬邦

邦的粮食。 该裁决生效后， 免费午餐的

范围扩大到公立及公助学校所有一至五

年级学生。

2007

年， 免费午餐被纳入印度

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并将范围扩大到六

至八年级学生。

为了推行免费午餐 ， 印度中央和地

方政府下足了力气， 这项计划也罕见地

得到了印度各政党的一致支持。

目前， 印度中央政府主要提供资金

方面的支持， 具体工作的落实则由各邦

政府的相关部门承担。 印度主管教育的

人力资源开发部从总体上负责管理、 协

调， 代表中央政府与各邦教育局、 印度

食品总公司及相关机构进行资金和粮食

等方面的联系与协作。

近年来， 政府对学校免费午餐计划

的投入不断增加。

1995

年， 印度政府为该

计划提供的资金约为

44

亿卢比 （

1

卢比约合

人民币

0.14

元）， 到

2006

年， 投入资金达到

301

亿卢比。 在

2010-2011

年度预算中， 印度

面积最小的果阿邦针对免费午餐计划的预算

已达到

1344.07

万卢比。

政府资助的营养标准也在不断提高 。

1995

年， 印度中央政府仅规定， 每个在校生

每餐应保证

100

克食物。

2004

年， 政府对午

餐的营养成分提出具体标准， 每餐应为学生

提供热量

300

千卡 、 蛋白质

8

至

12

克 。

2006

年， 标准提高到热量

450

千卡、 蛋白质

12

克，

六至八年级学生的午餐标准为热量

700

千卡、

蛋白质

20

克。

在免费午餐计划的执行中， 各邦政府扮

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邦政府下属的教育局

和相关协调机构需要与邦规划局、 食品公司

等通力合作， 为免费午餐计划提供必需的设

备、 粮食、 人员， 并进行监察与评估， 保证

提供符合规定要求的午餐。

为了保证午餐质量， 多数学校会选择政

府指定的信誉度高的平价商店购买原料。 中

央邦的学校成立了“家长教师协会”， 并邀请

教师参与食物及调味品的采购。 泰米尔纳德

邦则成立了 “午餐组织人”， 由该组织选派

工作人员和厨师参与学校午餐烹饪。

自免费午餐计划实施以来 ， 印度小学

生的出勤率大大提高。 在情况较好的安得

拉邦和北方邦， 目前多数学校的学生出勤

率达到

100%

。 免费午餐也带动了学校硬件

设施的完善 。 印度政府的研究报告指出 ，

免费午餐计划实施后， 多数学校增添了厨

房、 储存室、 饮水设备、 烹饪器具等 。 报

告还显示， 大多数受访学生表示对午餐质

量满意。

当然 ，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

家， 实施全民性的学校免费午餐计划也还

存在不少问题与困难。 例如， 社区和村一

级的项目实施情况还缺乏监督机制 ， 有些

学校厨师短缺， 有些学校午餐食品与服务

质量还不达标， 甚至个别学校还发生过粮

食掺假和盗窃现象。 这些情况有待印度政

府的进一步解决。

（作者单位： 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相关数据】

■

南非的小学供餐计划将校内点

心与微量营养素强化结合在一起， 使

儿童因腹泻儿缺勤的天数从

79

天下降

到

52

天， 并使出勤率提高了约

15%

。

■

巴西的学校供餐计划已写入国

家宪法并纳入政府的“零饥饿”计划，覆

盖约

3700

万儿童。

■

萨尔多瓦政府与世界粮食计划

署合作

24

年后， 于

2008

年全面接管了

学校供餐计划， 并将农村小学和城市

贫困学校的覆盖率提高到

100%

。

■

马里政府计划在

5

年内逐步修建

3000

所由政府经营的学校食堂，在计划

开展的初始阶段，政府将负担所需资金

的

90%

。

■

柬埔寨的学校供餐计划为大约

58

万儿童提供午餐 ， 该计划被写入

《柬埔寨

2006-2010

教育计划》。

———摘自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世界

银行《重新思考学校供餐计划》报告

俄罗斯 全国竞赛促学生餐改革

重拾学生营养责任，探索校际基地型食堂，联合供餐降低成本

■

姜晓燕

一项对学校食堂设备的调查表明， 俄罗

斯大多数中小学校食堂设备老化，

85%

以上

的学校厨房设备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投入使

用的。 供餐能力不足致使

1/5

的俄罗斯学生

不得不在校外的咖啡馆、 小吃店用餐，

1/10

的学生没有固定的用餐场所， 经常靠薯条、

巧克力棒、 可乐等零食和饮料充饥。

俄罗斯医学科学院研究指出，俄罗斯有将

近

10%

的中小学生体重不足，

60%

的

14

岁儿童

患有贫血、龋齿等慢性病。 学校餐饮质量得不

到保证是导致学生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俄罗斯在国家优先

发展规划的框架内， 从

2008

年起开始落实完

善国立学校学生餐实验方案。 该方案旨在通

过引进现代学生餐制作和加工技术设备， 发

展校际基地型食堂和学生餐联合体， 降低生

产成本， 依靠提高学生餐组织的有效性， 改

善俄罗斯中小学生学校用餐条件， 保证学生

餐的普及性和质量。

2008

至

2009

年度，俄罗斯教育科学部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了一项学生餐竞赛。参赛的学生

餐实验方案由联邦主体提交，通过竞赛选拔出

能够满足学生生理需求和卫生要求的学生餐

实验方案。 俄罗斯政府每年从预算中划拨

5

亿

卢布用于奖励在竞赛中获胜的联邦主体，联邦主

体可利用这些资金为学校厨房更新设备。

2008

年， 完善学生餐的实验方案在俄罗斯

21

个地区试行，

345

所学校食堂得到整修，

45

个校际基地型食堂和学生餐联合体得以建立。

2009

年 ， 喀山 、 圣彼得堡 、 塔波夫等地区的

600

多所学校食堂进行修整 ， 并更新了设备 。

目前， 这些学校已经完全具备条件， 每天为所

有学生提供两顿符合卫生标准的热饭 。

2010

年， 俄罗斯又有

30

个地区参加实验。 这项实验

的监测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其中有效的学生餐

组织模式将在

2012

至

2013

年推广。

目前， 俄罗斯并没有全面推行免费学生餐

的计划。 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 俄罗斯政府的

补助额度为一天

8

卢布， 而城市早餐的平均价

格为

10

卢布， 午餐要

20

至

25

卢布。

（作者单位：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国际比

较教育研究中心）

瑞典 自助午餐选择多浪费少

每天吃什么，提前上网查，欢迎家长、学生提意见

■

谭慧颖

瑞典实行

12

年义务教育， 学生从小学到

高中都由政府买单。 由于瑞典政府严格按照

招生人数给学校拨款，为了吸引生源，各中小

学频频出招，改善软硬件设施，午餐也是其中

一项重要内容。

一个偶然的机会， 笔者在瑞典斯德哥尔

摩市的布拉克伯利高中亲自体验了该校的学

生午餐。 和国内比起来， 布拉克伯利高中食

堂面积并不算大， 但布置得很温馨。 午餐是

自助式的， 当天的品种有鱼排、 牛肉饼、 黄

豆汤、 沙拉、 汉堡包、 家庭手工面包、 意大

利炒面、 咖啡、 牛奶等。 食堂供餐时间很

长， 上午

11

点开始， 下午

2

点才结束。 据接

待我的老师介绍， 自助式校园午餐在瑞典很

普遍， 这样做， 一来可以丰富学生摄入的营

养种类， 二来可避免学生浪费， 吃多少拿多

少， 很少有吃不完扔掉的现象。 只是对于小

学低年级， 因为学生年龄太小， 自己取餐有

困难， 还保留着定量配给的供餐方式。

瑞典中小学的午餐都是免费的， 实际上费

用已包括在政府给学校下拨的经费中。一名学生

告诉我，老师和学生吃一样的饭，不同的是学生

免费，老师交费。该校食堂内还设有一个咖啡厅，

是食堂单开的“小灶”，是单独收费的。 如果吃腻

了食堂的饭菜，想换换胃口，转个身就可以到咖啡

厅点餐。 不过，咖啡厅通常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

多数学生满意食堂伙食，觉得用不着再花钱点餐。

瑞典各学校的午餐都是由专门的营养配餐

员设计安排的。 每个学校的网站上都有关于食

堂信息的网页， 由配餐员设计好的食谱会提前

在网上公布， 学生和家长可以随时查询每周午

餐吃什么。 各个学校的食堂都要公布电子信

箱， 接受学生和家长提出的各种意见。

在专业的营养配餐员的安排下， 瑞典学生

的午餐种类十分丰富，质量也很高。 每餐平均提

供两种肉类，以鱼排、牛排等为主，没有汤汤水

水，骨头和刺基本全部剔除。 沙拉的品种很多，

每餐有

10

到

20

种。

“健康的身体是做其他事情的基础”， 一名

健谈的学生对我说， “这个学校的伙食很不

错， 很多学生都愿意申请这个学校。”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

法国 一份午餐八种收费标准

重在缩小社会差距， 困难学生每顿饭最低只需

0.13

欧元

■

刘敏

在被誉为“美食之国”的法国，让孩子们

吃好午餐是一件大事。在法国学校里，看不到

零食和饮料自动贩售机， 因为这已经被政府

明令禁止。法国儿童打小就知道，如果不在餐

桌上吃饱，将很难找到零食充饥。对于政府为

学校午餐提供资助，几乎从没有人提出异议，

即使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 法国政府宁可减

少公共项目开支和削减公务员队伍， 也不敢

在学校午餐开支上打主意。

法国有专门为各个单位提供配餐的公司。

一般情况下， 公立中小学都会选择一家公司为

学生提供午餐。 只有私立学校会配备专业的营

养师和高级厨师，将美食办成学校的特色之一。

通常来说， 法国中小学生的午餐包括沙

拉类的前菜、 一道肉类或鱼类搭配蔬菜的主

菜、 一份主食、 一份奶制品和水果。 近些年

来， 随着健康理念的推广， 学校午餐逐渐注

意增加钙铁含量， 减少油脂类食品和盐分的

摄入。

2008

年 ， 法国农业部还响应欧盟号

召， 在中小学推广 “课间水果”。

法国政府向学校提供餐饮补助， 午餐收

费标准也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 法国学校午

餐的收费标准灵活多样， 根据家庭收入的不

同和用餐天数的不同， 学生的餐费也有所差

别。

2010-2011

学年， 巴黎市政府将学生的家

庭收入从每月

234

欧元到每月

2500

欧元以上分

为

8

个档次， 学生每餐价格也据此分为

8

档， 吃

同样的饭菜， 最高收费

5

欧元， 最低仅为

0.13

欧

元。 阿尔萨斯市政府规定， 学生可以预先按照

每周用餐次数缴纳全年的费用， 小学生最高收

费标准是

413

欧元， 中学生为

429

欧元， 单独吃

一餐的费用是

10

欧元。

法国教育法规定， 学生餐饮首先应保证质

量和营养均衡， 其次要方便家长了解孩子的餐

饮信息， 特别是有关食品安全的信息。 为此，

学校大都会将下一周的食谱提前公布在学校网

站、 宣传栏上或以传单形式发到家长手中， 接

受家长质询。 法国中小学各年级都设有家长委

员会， 是家长与校方沟通的中介。 同时， 政府

还设有专门机构负责监管学校的食品安全， 定

期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日本 “食育”是德智体的基础

将每年

6

月定为“食育月”，

6

月

19

日为“食育日”

■

郑新蓉 曾巧玲

“嚼， 嚼， 嚼哟！ 吃的东西要细嚼慢

咽哟！ 要细嚼慢咽哟！”

在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 教育 名著

《窗边的小豆豆 》 中 ， 巴学园的学生们

每次吃饭前， 总会集体合唱一首校长用

英 文 儿 歌 《 划 船 歌 》 改 编 的 《 吃 饭

歌 》 ， 然后一起吃 “海 里 的 东 西 ” 和

“山上的东西 ” ， 把一顿饭吃得有滋有

味。 前不久， 笔者到日本东京荒川区的

中小学参观访问时发现， 这样的学校午

餐并非理想化的虚构， 而是学校生活的

一个真实片断。

在日本的学校中， 午餐并不是吃饱、

吃好这么简单， 而是 “食育” 的一个部

分

,

是与饮食观念、 膳食营养知识、 饮食

卫生安全和饮食文化等一系列关于营养

学甚至人生观的教育联系在一起的。

民以食为天， 食育的概念在日本明

治时期就已产生， 但当时主要是为解决

饥饿问题， 真正的食育还是始于二战后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近些年更成为

政府提倡的一项全民运动 。 日本在

2005

年制定并实施了 《食育基本法 》。 该法

的序言指出： “现在应重新把食育作为

生存的根本， 看成智育、 德育及体育的

基础。”

日本学校午餐的食物选择以营养均

衡、 种类丰富为原则。 笔者在学校中看

到的一份午餐包括米饭、 一荤一素两种

菜、 一碗豆腐酱汤、 一小盒牛奶和一份

水果。 学生的快餐盘中， 颜色鲜艳、 搭

配和谐， 见了使人胃口大开。 有时， 老

师还会让孩子们进行艺术化的描述或想

象， 产生美的联想， 爱上自己面前的食

物。 传统上， 日本人喜欢吃清淡的食物

,

很少有油炸食品。 学校午餐很好地保留

了这些传统饮食习惯， 其理念是： 健康

的饮食习惯应该在幼年形成， 并影响人

的一生。

在日本， 学生和老师都在教室里用餐。

开饭时， 学生自己组成志愿者队伍， 轮流值

日， 为大家服务。 值日生穿上白色的工作

服， 戴上厨师帽， 负责把全班同学的饭菜和

餐具从配餐室端到教室， 然后分发给大家。

餐后， 值日生不仅把餐具整理得井井有条，

而且把用过的牛奶纸盒一个个展开铺平， 连

用过的吸管也一根根捆扎在一起， 送回集中

处理。 值日生分工明确， 即使是一年级的孩

子也做得井井有条。 在此过程中， 学生也潜

移默化地形成了环保理念。

为保障 《食育基本法》 的顺利实施， 日

本制定了 “食育推进基本计划”， 提出了

9

个

到

2010

年必须达到的食育目标

,

例如 “不吃

早饭的儿童由

4%

减少到零”， “具有食品安

全基础知识的国民达到

60％

”。 同时， 日本

政府将每年

6

月定为 “食育月”，

6

月

19

日为

“食育日”， 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各种有关食育

的活动。

从

2005

年起 ， 日本所有小学开始配备

正式的营养教师， 对少食、 偏食 、 肥胖的

儿童进行个别指导 ， 提供饮食咨询服务 。

日本还将食育的内容和方法写入校本教材，

并作为知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学校经

常组织学生到农村， 让学生加深对农民和

渔民的理解， 更加珍惜 “盘中餐”， 不浪费

一粒米。 在生活课上， 老师和学生一起学

习生物、 营养学等方面的知识， 并且亲自

动手， 把它直接应用到现实生活中 。 笔者

在荒川区一所小学就看到低年级的小学生

自己泡豆子、 发酵， 做味增酱。 为了使学

生对食物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有的学校还

在附近的农村建立了水稻基地， 让学生参

观和学习水稻生产过程。

从简单的一顿午餐发展到细致入微、 潜

移默化的饮食科学、 饮食习惯、 饮食道德和

饮食文化教育， 可见日本教育工作者用心良

苦。 作为回报， 日本学生的生长发育指标，

尤其是身高等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增长幅度之

大、 速度之快也获得举世公认。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一顿午餐

引发的思考

当前， 如何让孩子在学校里

吃上一顿有质量的午餐， 成为备

受社会关注的话题。 为此， 我们

特别推出这组稿件， 在国际视野

下寻求实施学校营养餐的经验。

午餐， 与课程、 教学、 考试、

分数相比， 在学校里似乎算不上

什么 “大事”。 但是， 一顿饭没吃

好 ， 孩子们上课就会心神不宁 ；

每顿饭都吃不好， 孩子们就可能

对他们的学校望而却步。 中小学

为学生提供午餐， 作为一种先进

的理念和实践， 已经在世界各地

开展起来， 而且从一开始， 它给

学生的就不是一顿简简单单的饭，

而是被赋予了社会保障、 儿童发

展、 教育公平等多重含义。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一份报

告指出 ， 普及学校午餐的国家 ，

在该项目上都有着强烈的政治意

愿， 并将其纳入国家主流政策计

划。 许多国家都将学校午餐视为

增进公平、 缩小社会差距的一项

有效举措。 比如， 法国将学生的

家庭收入分为若干档次， 并据此

收取不同的午餐费用。 而其他学

校午餐推行得力的国家， 减免学

生餐费的标准也一目了然。

其实 ， 无论收费还是免费 ，

无论供餐者是学校还是企业， 要

想让学生吃好午餐， 各国都恪守

一条准则， 就是中小学生午餐是

非营利的。 过去， 美国的学校午

餐也曾出现过把番茄酱算作蔬菜，

各种零食、 饮料大举入侵的现象，

究其原因是政府拨款的大幅下降。

因此， 要真正实现非营利， 还要

靠政府的大力投入和公开、 透明

的社会监督。 如瑞典学校午餐那

般丰盛， 或许现阶段我们的学校

并非都能做到， 但是提前公布菜

单 ， 倾听家长学生意见的做法 ，

却可以尝试。

学校午餐有利于提高儿童入

学率、出勤率、认知能力和学习成

绩等教育指标，已经被很多国家或

国际组织研究证明。 事实上，让学

生吃好午餐，不仅关系到他们的身

高、体重、学习成绩，也能让他们体

会到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 这方

面，日本走在了前面。

今天， 包括中小学午餐在内

的食品安全、 营养、 健康等一系

列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国家政

府的空前重视 ， 在某种意义上 ，

可以说是社会发展和进步到一定

阶段的必然要求。 本期介绍部分

国家推行学校午餐的举措， 旨在

博采众家之长， 让我们自己的孩

子吃上一顿营养、 健康的午餐。

学生营养餐 国外怎么吃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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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立学校的家庭贫困儿童在享用免费午餐。 图片来源： 英国食物银行网站

送菜到校

准备午餐

品种丰富

吃得真香

美国 让校园餐桌“鲜”起来

农场

-

校园直通车，让当地农民增收，让学生吃得健康

■

焦阳

据美国 《纽约时报》 报道， 近日， 美国

犹他州南乔丹小学的上百名学生获得了不一

样的午餐待遇———吃到了从附近的绿河农场

采摘的新鲜西瓜和哈密瓜。 该校所在的乔丹

学区最近启动的这项 “农场

-

校园直通车”

计划， 是美国联邦政府中小学营养午餐项目

的一项新探索。

在美国， 几乎所有公立中小学和非营利

的私立中小学都为学生提供午餐。 这个由联

邦政府资助的项目始于

1946

年， 加入该项目

的学校供应的每份午餐都可获得联邦政府的

现金补贴， 但前提是必须达到联邦政府制定

的营养标准， 并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免费

及减价午餐。

然而 ，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 ， 学校纷纷

与私人食品公司签约， 在学生午餐中加入

品牌软饮料和零食———这部分要向学生收

钱。 虽然校方和供应商的收入增加了 ， 但

儿童肥胖症的发病率也随之增加 。 为了改

变这种状况 ， 美国联邦农业部尝试建立

“农场

-

校园直通车 ” 计划 ， 减少流通环

节， 鼓励学生多吃水果蔬菜， 少吃 “垃圾

食品”。

11

岁的梅根·格尔说， 她喜欢这个午餐，

因为 “每周都会尝到不同的新鲜水果和蔬

菜”。 学生在吃到新鲜食品的同时， 会收到

每个特色果蔬品种的信息卡， 内容包括产地信

息和营养价值等。

乔丹学区的营养师凯特·巴斯琴指出， 这

样做的目的是将学生在课堂上所学内容与他们

在餐厅选择食物的行为相联系 。 目前 ， “农

场

-

校园直通车” 计划已经在美国各州的

9000

多所学校推广。 此举可使当地农民获得更多收

入， 也可让孩子们了解食物的来源， 并提升学

校午餐的质量， 可谓一举多得。

当然 ， “农场

-

校园直通车 ” 计划在实

施中也存在一些实际困难。 “最近几年

,

美国

联邦政府对学校午餐项目的管理发生了一些

变化， 更倾向于鼓励学校购买本地生产的食

物 ”， 犹他州教育部儿童营养项目负责人查

伦·艾略特指出 ， “这对犹他州来说是一个

挑战， 原因有两个， 一是当地农民通常没有

符合学校食物标准的安全证书 ， 二是大部分

农作物的收获季节是夏季 ， 这时学校正在放

暑假。”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印度 全体学生可享免费午餐

从发粮食到提供热饭热菜，政府投入不断加大，营养标准逐步提高

■

杨思帆 梅仪新

中午时分， 印度北方邦安拉阿巴德

市的一个街区小学沸腾起来， 孩子们兴

高采烈地涌向食堂窗口， 排队领取热气

腾腾的免费午餐。 每天， 这样的情景都

会在印度各地同时上演， 大约

1.2

亿的一

至八年级学生正在享受这项全球规模最

大的学校免费午餐计划。

印度学校免费午餐的正 式名 称是

“全国初等教育营养支持计划”，

1995

年由

印度中央政府提出， 最初面向全国农村、

落后地区的小学生。 当时， 印度中央政

府每天为受助的小学生提供

100

克大米或

小麦， 并提供粮食运输管理补贴。 各邦

政府则提供午餐需要的其他原料、 人工

和设备费用。

然而， 由于财力不足 ， 地方政府不

愿增加预算压力， 一些学校干脆把粮食

直接交给家长， 让孩子每天中午回家吃

饭。 许多贫困家庭卖了粮食换钱， 孩子

们还是得不到营养的补充。

在印度中央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努力

推动下，

2001

年年底， 印度最高法院作出

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 强制要求各

邦给学生提供烧熟的午餐， 而不是硬邦

邦的粮食。 该裁决生效后， 免费午餐的

范围扩大到公立及公助学校所有一至五

年级学生。

2007

年， 免费午餐被纳入印度

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并将范围扩大到六

至八年级学生。

为了推行免费午餐 ， 印度中央和地

方政府下足了力气， 这项计划也罕见地

得到了印度各政党的一致支持。

目前， 印度中央政府主要提供资金

方面的支持， 具体工作的落实则由各邦

政府的相关部门承担。 印度主管教育的

人力资源开发部从总体上负责管理、 协

调， 代表中央政府与各邦教育局、 印度

食品总公司及相关机构进行资金和粮食

等方面的联系与协作。

近年来， 政府对学校免费午餐计划

的投入不断增加。

1995

年， 印度政府为该

计划提供的资金约为

44

亿卢比 （

1

卢比约合

人民币

0.14

元）， 到

2006

年， 投入资金达到

301

亿卢比。 在

2010-2011

年度预算中， 印度

面积最小的果阿邦针对免费午餐计划的预算

已达到

1344.07

万卢比。

政府资助的营养标准也在不断提高 。

1995

年， 印度中央政府仅规定， 每个在校生

每餐应保证

100

克食物。

2004

年， 政府对午

餐的营养成分提出具体标准， 每餐应为学生

提供热量

300

千卡 、 蛋白质

8

至

12

克 。

2006

年， 标准提高到热量

450

千卡、 蛋白质

12

克，

六至八年级学生的午餐标准为热量

700

千卡、

蛋白质

20

克。

在免费午餐计划的执行中， 各邦政府扮

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邦政府下属的教育局

和相关协调机构需要与邦规划局、 食品公司

等通力合作， 为免费午餐计划提供必需的设

备、 粮食、 人员， 并进行监察与评估， 保证

提供符合规定要求的午餐。

为了保证午餐质量， 多数学校会选择政

府指定的信誉度高的平价商店购买原料。 中

央邦的学校成立了“家长教师协会”， 并邀请

教师参与食物及调味品的采购。 泰米尔纳德

邦则成立了 “午餐组织人”， 由该组织选派

工作人员和厨师参与学校午餐烹饪。

自免费午餐计划实施以来 ， 印度小学

生的出勤率大大提高。 在情况较好的安得

拉邦和北方邦， 目前多数学校的学生出勤

率达到

100%

。 免费午餐也带动了学校硬件

设施的完善 。 印度政府的研究报告指出 ，

免费午餐计划实施后， 多数学校增添了厨

房、 储存室、 饮水设备、 烹饪器具等 。 报

告还显示， 大多数受访学生表示对午餐质

量满意。

当然 ，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

家， 实施全民性的学校免费午餐计划也还

存在不少问题与困难。 例如， 社区和村一

级的项目实施情况还缺乏监督机制 ， 有些

学校厨师短缺， 有些学校午餐食品与服务

质量还不达标， 甚至个别学校还发生过粮

食掺假和盗窃现象。 这些情况有待印度政

府的进一步解决。

（作者单位： 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相关数据】

■

南非的小学供餐计划将校内点

心与微量营养素强化结合在一起， 使

儿童因腹泻儿缺勤的天数从

79

天下降

到

52

天， 并使出勤率提高了约

15%

。

■

巴西的学校供餐计划已写入国

家宪法并纳入政府的“零饥饿”计划，覆

盖约

3700

万儿童。

■

萨尔多瓦政府与世界粮食计划

署合作

24

年后， 于

2008

年全面接管了

学校供餐计划， 并将农村小学和城市

贫困学校的覆盖率提高到

100%

。

■

马里政府计划在

5

年内逐步修建

3000

所由政府经营的学校食堂，在计划

开展的初始阶段，政府将负担所需资金

的

90%

。

■

柬埔寨的学校供餐计划为大约

58

万儿童提供午餐 ， 该计划被写入

《柬埔寨

2006-2010

教育计划》。

———摘自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世界

银行《重新思考学校供餐计划》报告

俄罗斯 全国竞赛促学生餐改革

重拾学生营养责任，探索校际基地型食堂，联合供餐降低成本

■

姜晓燕

一项对学校食堂设备的调查表明， 俄罗

斯大多数中小学校食堂设备老化，

85%

以上

的学校厨房设备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投入使

用的。 供餐能力不足致使

1/5

的俄罗斯学生

不得不在校外的咖啡馆、 小吃店用餐，

1/10

的学生没有固定的用餐场所， 经常靠薯条、

巧克力棒、 可乐等零食和饮料充饥。

俄罗斯医学科学院研究指出，俄罗斯有将

近

10%

的中小学生体重不足，

60%

的

14

岁儿童

患有贫血、龋齿等慢性病。 学校餐饮质量得不

到保证是导致学生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俄罗斯在国家优先

发展规划的框架内， 从

2008

年起开始落实完

善国立学校学生餐实验方案。 该方案旨在通

过引进现代学生餐制作和加工技术设备， 发

展校际基地型食堂和学生餐联合体， 降低生

产成本， 依靠提高学生餐组织的有效性， 改

善俄罗斯中小学生学校用餐条件， 保证学生

餐的普及性和质量。

2008

至

2009

年度，俄罗斯教育科学部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了一项学生餐竞赛。参赛的学生

餐实验方案由联邦主体提交，通过竞赛选拔出

能够满足学生生理需求和卫生要求的学生餐

实验方案。 俄罗斯政府每年从预算中划拨

5

亿

卢布用于奖励在竞赛中获胜的联邦主体，联邦主

体可利用这些资金为学校厨房更新设备。

2008

年， 完善学生餐的实验方案在俄罗斯

21

个地区试行，

345

所学校食堂得到整修，

45

个校际基地型食堂和学生餐联合体得以建立。

2009

年 ， 喀山 、 圣彼得堡 、 塔波夫等地区的

600

多所学校食堂进行修整 ， 并更新了设备 。

目前， 这些学校已经完全具备条件， 每天为所

有学生提供两顿符合卫生标准的热饭 。

2010

年， 俄罗斯又有

30

个地区参加实验。 这项实验

的监测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其中有效的学生餐

组织模式将在

2012

至

2013

年推广。

目前， 俄罗斯并没有全面推行免费学生餐

的计划。 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 俄罗斯政府的

补助额度为一天

8

卢布， 而城市早餐的平均价

格为

10

卢布， 午餐要

20

至

25

卢布。

（作者单位：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国际比

较教育研究中心）

瑞典 自助午餐选择多浪费少

每天吃什么，提前上网查，欢迎家长、学生提意见

■

谭慧颖

瑞典实行

12

年义务教育， 学生从小学到

高中都由政府买单。 由于瑞典政府严格按照

招生人数给学校拨款，为了吸引生源，各中小

学频频出招，改善软硬件设施，午餐也是其中

一项重要内容。

一个偶然的机会， 笔者在瑞典斯德哥尔

摩市的布拉克伯利高中亲自体验了该校的学

生午餐。 和国内比起来， 布拉克伯利高中食

堂面积并不算大， 但布置得很温馨。 午餐是

自助式的， 当天的品种有鱼排、 牛肉饼、 黄

豆汤、 沙拉、 汉堡包、 家庭手工面包、 意大

利炒面、 咖啡、 牛奶等。 食堂供餐时间很

长， 上午

11

点开始， 下午

2

点才结束。 据接

待我的老师介绍， 自助式校园午餐在瑞典很

普遍， 这样做， 一来可以丰富学生摄入的营

养种类， 二来可避免学生浪费， 吃多少拿多

少， 很少有吃不完扔掉的现象。 只是对于小

学低年级， 因为学生年龄太小， 自己取餐有

困难， 还保留着定量配给的供餐方式。

瑞典中小学的午餐都是免费的， 实际上费

用已包括在政府给学校下拨的经费中。一名学生

告诉我，老师和学生吃一样的饭，不同的是学生

免费，老师交费。该校食堂内还设有一个咖啡厅，

是食堂单开的“小灶”，是单独收费的。 如果吃腻

了食堂的饭菜，想换换胃口，转个身就可以到咖啡

厅点餐。 不过，咖啡厅通常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

多数学生满意食堂伙食，觉得用不着再花钱点餐。

瑞典各学校的午餐都是由专门的营养配餐

员设计安排的。 每个学校的网站上都有关于食

堂信息的网页， 由配餐员设计好的食谱会提前

在网上公布， 学生和家长可以随时查询每周午

餐吃什么。 各个学校的食堂都要公布电子信

箱， 接受学生和家长提出的各种意见。

在专业的营养配餐员的安排下， 瑞典学生

的午餐种类十分丰富，质量也很高。 每餐平均提

供两种肉类，以鱼排、牛排等为主，没有汤汤水

水，骨头和刺基本全部剔除。 沙拉的品种很多，

每餐有

10

到

20

种。

“健康的身体是做其他事情的基础”， 一名

健谈的学生对我说， “这个学校的伙食很不

错， 很多学生都愿意申请这个学校。”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

法国 一份午餐八种收费标准

重在缩小社会差距， 困难学生每顿饭最低只需

0.13

欧元

■

刘敏

在被誉为“美食之国”的法国，让孩子们

吃好午餐是一件大事。在法国学校里，看不到

零食和饮料自动贩售机， 因为这已经被政府

明令禁止。法国儿童打小就知道，如果不在餐

桌上吃饱，将很难找到零食充饥。对于政府为

学校午餐提供资助，几乎从没有人提出异议，

即使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 法国政府宁可减

少公共项目开支和削减公务员队伍， 也不敢

在学校午餐开支上打主意。

法国有专门为各个单位提供配餐的公司。

一般情况下， 公立中小学都会选择一家公司为

学生提供午餐。 只有私立学校会配备专业的营

养师和高级厨师，将美食办成学校的特色之一。

通常来说， 法国中小学生的午餐包括沙

拉类的前菜、 一道肉类或鱼类搭配蔬菜的主

菜、 一份主食、 一份奶制品和水果。 近些年

来， 随着健康理念的推广， 学校午餐逐渐注

意增加钙铁含量， 减少油脂类食品和盐分的

摄入。

2008

年 ， 法国农业部还响应欧盟号

召， 在中小学推广 “课间水果”。

法国政府向学校提供餐饮补助， 午餐收

费标准也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 法国学校午

餐的收费标准灵活多样， 根据家庭收入的不

同和用餐天数的不同， 学生的餐费也有所差

别。

2010-2011

学年， 巴黎市政府将学生的家

庭收入从每月

234

欧元到每月

2500

欧元以上分

为

8

个档次， 学生每餐价格也据此分为

8

档， 吃

同样的饭菜， 最高收费

5

欧元， 最低仅为

0.13

欧

元。 阿尔萨斯市政府规定， 学生可以预先按照

每周用餐次数缴纳全年的费用， 小学生最高收

费标准是

413

欧元， 中学生为

429

欧元， 单独吃

一餐的费用是

10

欧元。

法国教育法规定， 学生餐饮首先应保证质

量和营养均衡， 其次要方便家长了解孩子的餐

饮信息， 特别是有关食品安全的信息。 为此，

学校大都会将下一周的食谱提前公布在学校网

站、 宣传栏上或以传单形式发到家长手中， 接

受家长质询。 法国中小学各年级都设有家长委

员会， 是家长与校方沟通的中介。 同时， 政府

还设有专门机构负责监管学校的食品安全， 定

期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日本 “食育”是德智体的基础

将每年

6

月定为“食育月”，

6

月

19

日为“食育日”

■

郑新蓉 曾巧玲

“嚼， 嚼， 嚼哟！ 吃的东西要细嚼慢

咽哟！ 要细嚼慢咽哟！”

在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 教育 名著

《窗边的小豆豆 》 中 ， 巴学园的学生们

每次吃饭前， 总会集体合唱一首校长用

英 文 儿 歌 《 划 船 歌 》 改 编 的 《 吃 饭

歌 》 ， 然后一起吃 “海 里 的 东 西 ” 和

“山上的东西 ” ， 把一顿饭吃得有滋有

味。 前不久， 笔者到日本东京荒川区的

中小学参观访问时发现， 这样的学校午

餐并非理想化的虚构， 而是学校生活的

一个真实片断。

在日本的学校中， 午餐并不是吃饱、

吃好这么简单， 而是 “食育” 的一个部

分

,

是与饮食观念、 膳食营养知识、 饮食

卫生安全和饮食文化等一系列关于营养

学甚至人生观的教育联系在一起的。

民以食为天， 食育的概念在日本明

治时期就已产生， 但当时主要是为解决

饥饿问题， 真正的食育还是始于二战后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近些年更成为

政府提倡的一项全民运动 。 日本在

2005

年制定并实施了 《食育基本法 》。 该法

的序言指出： “现在应重新把食育作为

生存的根本， 看成智育、 德育及体育的

基础。”

日本学校午餐的食物选择以营养均

衡、 种类丰富为原则。 笔者在学校中看

到的一份午餐包括米饭、 一荤一素两种

菜、 一碗豆腐酱汤、 一小盒牛奶和一份

水果。 学生的快餐盘中， 颜色鲜艳、 搭

配和谐， 见了使人胃口大开。 有时， 老

师还会让孩子们进行艺术化的描述或想

象， 产生美的联想， 爱上自己面前的食

物。 传统上， 日本人喜欢吃清淡的食物

,

很少有油炸食品。 学校午餐很好地保留

了这些传统饮食习惯， 其理念是： 健康

的饮食习惯应该在幼年形成， 并影响人

的一生。

在日本， 学生和老师都在教室里用餐。

开饭时， 学生自己组成志愿者队伍， 轮流值

日， 为大家服务。 值日生穿上白色的工作

服， 戴上厨师帽， 负责把全班同学的饭菜和

餐具从配餐室端到教室， 然后分发给大家。

餐后， 值日生不仅把餐具整理得井井有条，

而且把用过的牛奶纸盒一个个展开铺平， 连

用过的吸管也一根根捆扎在一起， 送回集中

处理。 值日生分工明确， 即使是一年级的孩

子也做得井井有条。 在此过程中， 学生也潜

移默化地形成了环保理念。

为保障 《食育基本法》 的顺利实施， 日

本制定了 “食育推进基本计划”， 提出了

9

个

到

2010

年必须达到的食育目标

,

例如 “不吃

早饭的儿童由

4%

减少到零”， “具有食品安

全基础知识的国民达到

60％

”。 同时， 日本

政府将每年

6

月定为 “食育月”，

6

月

19

日为

“食育日”， 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各种有关食育

的活动。

从

2005

年起 ， 日本所有小学开始配备

正式的营养教师， 对少食、 偏食 、 肥胖的

儿童进行个别指导 ， 提供饮食咨询服务 。

日本还将食育的内容和方法写入校本教材，

并作为知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学校经

常组织学生到农村， 让学生加深对农民和

渔民的理解， 更加珍惜 “盘中餐”， 不浪费

一粒米。 在生活课上， 老师和学生一起学

习生物、 营养学等方面的知识， 并且亲自

动手， 把它直接应用到现实生活中 。 笔者

在荒川区一所小学就看到低年级的小学生

自己泡豆子、 发酵， 做味增酱。 为了使学

生对食物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有的学校还

在附近的农村建立了水稻基地， 让学生参

观和学习水稻生产过程。

从简单的一顿午餐发展到细致入微、 潜

移默化的饮食科学、 饮食习惯、 饮食道德和

饮食文化教育， 可见日本教育工作者用心良

苦。 作为回报， 日本学生的生长发育指标，

尤其是身高等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增长幅度之

大、 速度之快也获得举世公认。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一顿午餐

引发的思考

当前， 如何让孩子在学校里

吃上一顿有质量的午餐， 成为备

受社会关注的话题。 为此， 我们

特别推出这组稿件， 在国际视野

下寻求实施学校营养餐的经验。

午餐， 与课程、 教学、 考试、

分数相比， 在学校里似乎算不上

什么 “大事”。 但是， 一顿饭没吃

好 ， 孩子们上课就会心神不宁 ；

每顿饭都吃不好， 孩子们就可能

对他们的学校望而却步。 中小学

为学生提供午餐， 作为一种先进

的理念和实践， 已经在世界各地

开展起来， 而且从一开始， 它给

学生的就不是一顿简简单单的饭，

而是被赋予了社会保障、 儿童发

展、 教育公平等多重含义。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一份报

告指出 ， 普及学校午餐的国家 ，

在该项目上都有着强烈的政治意

愿， 并将其纳入国家主流政策计

划。 许多国家都将学校午餐视为

增进公平、 缩小社会差距的一项

有效举措。 比如， 法国将学生的

家庭收入分为若干档次， 并据此

收取不同的午餐费用。 而其他学

校午餐推行得力的国家， 减免学

生餐费的标准也一目了然。

其实 ， 无论收费还是免费 ，

无论供餐者是学校还是企业， 要

想让学生吃好午餐， 各国都恪守

一条准则， 就是中小学生午餐是

非营利的。 过去， 美国的学校午

餐也曾出现过把番茄酱算作蔬菜，

各种零食、 饮料大举入侵的现象，

究其原因是政府拨款的大幅下降。

因此， 要真正实现非营利， 还要

靠政府的大力投入和公开、 透明

的社会监督。 如瑞典学校午餐那

般丰盛， 或许现阶段我们的学校

并非都能做到， 但是提前公布菜

单 ， 倾听家长学生意见的做法 ，

却可以尝试。

学校午餐有利于提高儿童入

学率、出勤率、认知能力和学习成

绩等教育指标，已经被很多国家或

国际组织研究证明。 事实上，让学

生吃好午餐，不仅关系到他们的身

高、体重、学习成绩，也能让他们体

会到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 这方

面，日本走在了前面。

今天， 包括中小学午餐在内

的食品安全、 营养、 健康等一系

列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国家政

府的空前重视 ， 在某种意义上 ，

可以说是社会发展和进步到一定

阶段的必然要求。 本期介绍部分

国家推行学校午餐的举措， 旨在

博采众家之长， 让我们自己的孩

子吃上一顿营养、 健康的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