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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营养餐美味与健康兼顾， 需要科学搭配和严格监管。 图为某学生营养餐配送中

心的熟食分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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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监管保障孩子三餐更营养

———访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副秘书长胡小琪

■

本报记者 张春铭

为什么生活富裕了，孩子们的健康问题却

增多了？健康的饮食习惯是怎样的？如何养成？

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副秘书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

安全所学生营养室主任胡小琪研究员。

记者： 健康的饮食行为有哪些准则？

胡小琪：

饮食行为是儿童期身体发育的

基本保障， 既可影响孩提时期的健康， 也会

给孩子一生带来影响。 要有健康的体魄， 应

从小就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每天吃早餐，

吃好早餐； 坚持喝奶， 终生不断； 每天足量

饮水， 正确选择饮料； 吃清淡少盐食物； 少

吃方便面、 油炸食物及含反式脂肪酸食物；

不边吃饭边看书、 看电视。 正确选择零食；

减少在外就餐次数。

记者： 我们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城市

学生 “每天吃早餐、 吃好早餐” 这一条很难

保证。

胡小琪：

早餐能提供全天1/3的能量和

营养素的需要。 不吃早餐或者早餐营养不充

足， 可导致全天能量和营养素不足。 长此以

往， 会造成营养不良、 缺铁性贫血， 也容易

造成肥胖。此外，还会影响学生的学习能力和

学习成绩。有调查显示，不少不吃早餐或早餐

营养不充足的学生，上午第一、二节课即出现

饥饿感， 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 计算能力较

差，图形识别错误率较高。 能量不足，还降低

了学生的体力耐力，影响体育锻炼。

记者： 学生们应该如何正确地选择零食？

胡小琪：

零食是指正餐时间以外所吃的

任何食物和饮料， 不包括水。 零食所提供的

能量和营养素远不如正餐全面均衡， 常吃零

食或吃零食过多会降低食欲。 一般情况下尽

可能少吃零食。 选择零食的原则是： 选择营

养价值高的食物做零食； 吃零食量别过多，

不要影响正餐； 选择含糖少的零食， 防止龋

齿的发生； 选择含脂肪少的零食， 以免发生

肥胖； 不要把过咸或腌制的食物作为零食；

吃零食的时间切忌在饭前1小时以内。

记者： 城市学生面临的营养尴尬， 应该

如何解决？

胡小琪 ：

首先要建立我国营养相关法

律、 法规， 让学生、 家长、 学校重视学生营

养。 美国有 《国家学生午餐法》、 《学校早

餐计划》 等国家层面的相关法律保障学生健

康饮食， 我国尚无营养相关法律， 针对学生

早餐、 午餐的法律就更谈不上了。 其次， 明

确各级政府责任， 建立营养计划或项目实施

的长效、 高效机制， 把短期的项目变为持续

的措施。 对学校午餐这一块， 建议政府主

导， 明确政府、 学校、 送餐公司责任， 建立

相关机构， 规范落实。 同时， 各级政府和有

关部门可根据本地实际， 探索各种形式， 鼓

励企业、 社会民间组织做好学生午餐。 再其

次， 各部门要加强监管， 农业、 财政、 教

育、 卫生部门应加强合作。 农业部门加强对

食物源头的监管； 财政部门加强对学校营养

餐的采购、 支出的监管， 加强对送餐公司成

本与盈利的监管； 教育部门加强对营养餐质

量的监管、 对学校食堂的监管， 并加强对师

生进行营养知识的宣传和教育； 卫生部门加

强对食品安全方面的监管。 相信通过各部门

的合作， 可以提高学生午餐的质量。 建议有

条件的学校可以开展“学生营养早餐” 的试

点工作， 以解决学生不吃早餐和早餐营养不

充足的问题， 让学生的三餐更营养。

要应对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并存的双重

挑战， 还需要社会各部门的合作。 作为父

母， 应该注重言传身教、 以身作则； 学校应

该注重食育， 加强对学生的宣传教育； 营养

工作者应该走出埋头研究的“象牙塔”，走入

学校、走入社会，多普及营养知识；媒体也应

该搭建平台，多宣传营养健康知识；企业应该

践行责任，服务好学生， 服务好社会。

【编者的话】

相比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 城市孩子“条件优越”、 “养尊处优”， 这是人们惯常的印象。 然而， 这只是“表面的光鲜”， 走近城市孩子的生

活，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 他们面对的是无规律的餐饮、 拥堵的交通、 狭窄的空间。 为此， 本报推出“城市中小学生生存状态调查” 系列报道，

从营养、 交通、 体质等方面呈现城市孩子的生活状态及问题， 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和改进的可能。

城市中小学生生存状态调查 （一）

不正常三餐背后的营养尴尬

尴尬的一日三餐

早餐时间紧， 没胃口； 营养午

餐没滋味； “饕餮” 晚餐弥补一天

“亏欠”。 三餐链条结构失调， 成为

中小学生生活常态。

“早上1袋牛奶、 3块威化饼干， 中午

在学校吃大半碗米饭、 几个鸡块、 一点

蔬菜。” 对于12岁的小斌来说， 这是他习

以为常的早餐和午餐， “饿” 也因此成

为他每天都要面对并逐渐习惯的体验。

每天早晨6点起床， 6点半出门， 7点

到校。 短短一个小时内， 小斌要快速完

成一套仿佛设置好的“程序” ———穿衣、

洗漱、 吃早餐， 然后走到公交站台， 坐7

站地到学校。 他总是抱怨“时间紧”、

“没胃口”， 这让他的母亲李女士很头疼，

因为再丰盛的早餐都会在这两个原因面

前黯然失色。

李女士唯一能补救的办法， 就是让

他多带点巧克力、 饼干之类的零食， 不

然小斌上午最后两节课就得挨饿， 直到

中午12点送餐公司把午饭送到教室。

事实上， 无论是零食还是学校的营

养午餐， 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小斌“饿”

的问题。 即使有零食支撑， 上午到了三

四两节课， 饿感还是阵阵来袭。

李女士曾指望学校10块钱的营养午

餐能把儿子早餐的“亏空” 补上， 但她

后来渐渐发现， 营养午餐对孩子并没有

诱惑力， 现在只要说起营养午餐， 小斌

和他的同学经常是一副不屑的语气 ：

“饭菜永远没有热乎的时候， 味道也就那

么回事。 大家都是挑一点自己喜欢吃的

菜， 扒几口饭就了事， 每天中午就像例

行公事。”

记者来到小斌就读的北京市东城区

某小学， 在教室门口的营养餐发放现场

发现， 这些送到学生手里的营养餐基本

是温热状态， 部分盒饭汤汁露洒了出来。

走廊里， 不少学生正围着一个保温桶添

菜， 里面盛放的是豆腐炖白菜。 送餐员

小王告诉记者， 这是给盒饭不够吃的学

生准备的， 但很多学生饭盒里的菜并没

有吃完就过来添菜。 一位女同学解释说：

“保温桶里的菜更热乎， 又有很多汤， 泡

起饭来好吃点！”

送餐员小王也承认饭菜不够热， 但

他认为这是送餐公司面临的普遍难题。

以他所在的送餐公司为例， 尽管离学校

只有半个小时车程， 但“每天从出锅到

装车， 再运送到学校， 分发给学生， 这

个过程至少也要1小时。 有时候路上堵

车， 时间还要长一些”。

其实， 学校营养餐饱受诟病的不仅

是温度， 更重要的是口味。 打开小斌的

饭盒， 确实如送餐公司所说的有“两荤

两素”： 香炸鸡排、 酱香鸡腿、 麻婆豆

腐、 炒大头菜。 油炸过的鸡排看上去很

像肯德基的“新奥尔良烤翅”， 比较受学

生欢迎。 一些男生还悄悄地用酸奶和不

爱吃肉的女生交换鸡排。 而同为荤菜的

酱香鸡腿却备受冷落， 不少学生说鸡腿

“有点怪味”。

在送餐员的首肯下， 记者也品尝了

这种10元一份的学生营养餐， 发现学生

的挑剔和指责并非空穴来风： 鸡腿不是

很新鲜， 蔬菜和豆腐味道太淡， 而比较

受青睐的炸鸡排， 已被餐盒里的蒸汽和

菜汤泡软了。

午餐时间过了不到10分钟， 小斌班

上2/3的学生已把餐盒送到教室门口的回

收处。 大部分餐盒都剩了一半以上的饭

菜， 有些餐盒里只是炸鸡排那一格是空

的， 其他格子里的饭菜只动了一点点。

记者对京津地区112名中小学生的问

卷调查发现，62.4%的学生对学校配送的营

养午餐“很不满意”，其中温度和味道是主

要原因；64.5%的学生感到“很饿”。 92.1%

的学生表示，三餐中最喜欢的是晚餐。

这也难怪， 晚餐不用赶时间， 而家

长们都以补偿的心理为孩子准备了各种

好吃的菜品。 晚上6点， 刚进家门的小斌

直接奔向餐桌， 妈妈已经做好了他喜欢

吃的黄酒焖肉， 还有蒜薹炒肉、 菠菜鸡

蛋和炒胡萝卜， 这是他从下午就开始期

待的大餐。

李女士心疼地打量着狼吞虎咽的儿

子， 一声叹息： “现在是长知识的年龄，

也是长身体的年龄。 长身体其实更重要，

但一到上学时间， 每天吃不好饭似乎成

了常态。”

吃出来的问题

零食依赖、 不规律的三餐、 不

合理的膳食搭配， 引发营养不良和

营养过剩的 “双峰现象”。

“不吃” 是问题， “吃” 也会出问

题。 对孩子的营养问题， 家住北京市石

景山区的刘女士有着另一种焦虑———儿

子小瑞今年17岁， 体重已接近170斤。

“早饭和午饭都吃得少， 攒到晚饭一

顿大吃。 三餐不规律对身体危害特别

大！” 刘女士本人和丈夫都不是肥胖体

质， 双方家族里也没有肥胖基因， 她把

问题归咎于不规律的饮食。 有一次班级

开家长会， 她特意留心了小瑞同学的情

况， 发现全班45个学生， 身体过胖的有9

人， 过瘦的有17人。 与其他家长交流，

大家一致认为这些问题是“吃出来的”。

一些营养学家将这种营养不良和营

养过剩并存的情况称为“双峰现象”。 在

一项对北京市房山区12966名中小学生营

养状况的调查中， 营养失调 （包含营养

不良和营养过剩） 的检出率高达49.48%，

这就意味着每两位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位

存在着营养不良或者是营养过剩的情况。

“双峰现象” 的出现， 除了学校营养

餐的缺位，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长在饮

食安排上过分迎合孩子的口味， 导致孩

子的早餐充斥高能量、 低营养的“垃圾

食品”， 晚上又是一顿丰盛但缺乏科学搭

配的饕餮大餐。

记者发现， 在孩子早餐问题上， 不

少家长认为“吃总比不吃好”。 因此， 为

了让孩子开口多吃， 一些膨化食品和快

餐成了孩子早餐桌上的常客。 事实上，

这种早餐策略非但不能达到营养和能量

的均衡摄入， 反而为慢性病和不良的生

活饮食习惯埋下了祸根。

晚餐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家长们总

是想方设法通过晚餐补偿孩子， 而这种

“下足了功夫” 的晚餐多是孩子喜欢的菜品，

而且以荤菜为主， 缺少合理的膳食搭配。 令人

担忧的是， 大鱼大肉之后， 孩子们立刻伏案看

书， 缺少必要的运动， 加快了脂肪的囤积。 记

者对京、 津地区两所学校三个班级共112名学

生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 “晚饭之后， 从不活

动身体” 的学生占61%。

另外， 很多家长因为工作忙， 或者出于给

孩子加餐的想法， 经常带孩子外出就餐。 然

而， 这部分家长很可能没意识到其中所隐藏的

“营养陷阱”。 亚洲食品信息中心执行主席海伦

女士分析认为， 外出就餐时， 虽然口味上有很

大的诱惑， 但是烹饪过程和菜品选料未必都健

康， 厨师为了让菜肴美味可口， 一般会添加更

多的油脂， 而在选料上也以口味为先、 营养为

后。 该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 外出就餐已经成

为少年儿童肥胖的重要因素。 城市儿童每周平

均外出就餐7次以上的儿童肥胖率超过10%，

而平均外出就餐4次以下的儿童肥胖率只有3%

左右。

造成“双峰现象”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超

量的零食。 记者调查发现， 90%以上的城市中

小学生经常吃零食， 其中以冰淇淋、 巧克力以

及各种膨化食品、 油炸食品为主， 甚至有些孩

子经常“以零食代餐”。 对于零食， 家长的心

情其实很复杂： 一方面， 零食确实能让孩子免

于挨饿； 但另一方面， 由于在卫生、 营养方面

都存在风险， 长期吃零食会带来显而易见的健

康问题。

在北京市海淀区某中学门口， 记者发现，

一段不足500米的小巷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大大

小小17个小吃摊。 下午放学时分， 每个小吃摊

前都挤满了学生。 陈师傅是学校对门杂货铺的

老板， 让他意外的是， 他在杂货铺门口支起的

“关东煮” 摊位竟然比杂货铺的生意还红火。

初三学生小辉是这里的常客， 经常在午饭过后

过来“加个餐”， “班上80%的人都是靠小吃

摊才能熬到晚饭”。 言谈间， 小辉已经吃完了

手里的5串鱼丸， 又掏钱买了5串。

小吃摊的卫生情况令人担忧。 在准备“关

东煮” 配料时， 陈师傅直接将切好的千张丝摊

放在一张塑料桌上， 桌面油腻得有些光滑， 而

一袋袋未拆封的肉丸、 鱼豆腐和“关东煮” 汤

料则直接堆在杂货铺的地上。 巷子里所有的小

吃摊均是露天操作， 车辆经过时灰尘扑面而

来， 而只顾享受“美食” 的孩子们满不在乎。

为了抵制小吃摊的诱惑， 很多家长主动为

孩子准备零食。 小瑞的书包里就塞满了各种各

样的薯片、 饼干和巧克力。 在来不及吃早餐和

不愿意吃学校营养餐的时候， 这些零食就成了

他的“主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

食品安全所副所长马冠生认为， 作为必要的营

养补充， 适量和健康的零食是衔接在餐餐之间

的“缓冲带”。 但过量的零食会对三餐正常的

营养摄取造成冲击， 而在选择零食时， 只考虑

口味， 而不兼顾营养的做法， 也会造成营养摄

取的失衡。

破解难题尚需加强监管

学校加强监管， 邀请家长 “进校

监厨”， 将营养餐的 “家校合作” 纳入

家长委员会的制度范围， 能否守住营

养餐的 “生命线”？

因为儿子对营养餐的诸多抱怨， 家住北

京东城区的裴女士很焦虑。 她联合另外几位

家长找学校协商， 协商的结果是营养餐的标

准由原来的8元改为现在的12元。 然而， 多

交钱后虽然每顿多了一道荤菜， 但营养餐的

味道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

因此， 一些家长将怨气撒在了学校身

上。 然而， 学校很难接受家长的指责。 东城

区某小学一位分管后勤的副校长告诉记者，

学校始终在为学生午餐质量把关， 在因为不

满意而更换了几家送餐公司后， 学校正准备

自办食堂。 这样做， 一方面是让孩子们能吃

上可口的热饭； 另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卫生与

安全， 尤其是杜绝送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交

叉污染。

对于学校所作的这些努力， 家长们似乎

并不知情。 问题是， 很多学校平时不允许家

长随便进入校园， 大多数家长也没有亲自品

尝过营养餐， 对营养餐的制作和运送环节也

无法监督， 他们对营养餐的看法完全来自于

孩子的感受和评价。

这位东城区的校长认为， 学生不爱吃营

养餐， 主要原因是营养餐口味清淡， 现在孩

子的胃口都被家长给惯坏了， 非“高油厚

味” 不吃。 马冠生告诉记者： “配餐公司在

搭配营养餐的时候控油、 控盐、 控糖， 这样

的初衷是正确的， 但清汤寡水的饭菜学生们

很难喜欢。” 在很多情况下， 营养和口味是

一对难以调合的矛盾。

虽然对营养餐， 家长都有说不完的话、

发不完的牢骚， 但是很多家长也坦言， 其实

他们的声音很微弱， 解决不了实质问题。 原

因是他们始终站在营养餐的外围。

大多数学校和送餐公司生产过程相对封

闭， 家长很难进入， 更别提监督。 因此， 有

人提出， 解决营养餐问题的关键， 是让家长

能亲眼看到营养餐的生产和运送过程， 成为

营养餐的监督者， 真正将营养餐的“家校合

作” 落到实处。

记者了解到， 一些城市和学校开始邀请

家长“进校监厨”。 2012年2月， 北京市教

育和卫生两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 同时卫生

部门还邀请师生和学生家长监督协管学校食

堂， 保证中小学校食堂的饮食安全。

营养专家对这种做法表示赞同， 因为学

校食堂针对的是有限的、 确定的服务对象，

工商和卫生部门很难将其纳入有效管理的范

围， 这使得供餐公司和学校食堂存在监管缺

位或不到位的问题， 家长的介入则能很好化

解此类问题。

关于具体的制度和程序设计， 21世纪

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 应将营养

餐的“家校合作” 纳入家长委员会的制度

范围里来推行。 他建议， 由家长民主选举

的家长委员会， 有权要求食堂公开每天的

饭菜进货渠道与进价， 每周可派一名委员，

负责调查食堂的采购与加工情况， 并向家

长委员会汇报。 由家长参与学校食堂的招

标、 质量监控与饭菜定价， 才是解决营养

餐问题的有效途径。

家长和学生对学校食堂以及供餐公司的

监督， 在关注营养餐的价格、 卫生和口味的

同时， 更要对营养状况进行把关。 只有守住

营养， 才能守住营养餐的“生命线”。 而长

久以来， 在“好吃即营养” 的错误观点影响

下， 家长学生对营养餐的营养状况视而不

见， 这暴露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营养教育

的缺位。

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

在2011年对海淀区取4所小学和4所初中

进行随机抽样， 调查中小学生饮食态度

以及对营养知识的认知状况。 调查结果

显示， 中小学生对“儿童少年现在的饮

食影响其成年后的健康状况”、 “摄入热

量过高会造成体重超重”、 “高血压与摄

入食盐过多有关”、 “某些癌症的发生与

饮食有关”、 “某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与

饮食有关” 有正确认识的比例均低于

65%。

针对这种情况， 专家呼吁尽快建

立营养教育体系。 实际上， 营养教育

正被各国政府和营养学专家广泛应用

于青少年营养状况的改善。 比如， 日

本以“食育基本法” 依托， 将营养教

育和食育运动作为一项国民运动， 以

家庭、 学校、 保育所、 地域等为单位，

在全国范围进行普及推广。 相比之下，

营养教育在中国的推广却并不顺利 ，

北京大学儿少卫生研究所所长马军认

为， 课时少 、 缺乏必要的师资配置 、

重视程度有限等都成为了学校营养教

育进一步发展的掣肘。

由于家长的营养意识、 饮食习惯

对孩子有直接影响， 营养教育不仅要

针对学生， 还应考虑到家长所缺和所

需。 通过营养教育的干预， 帮助家长

提高营养知识水平和行为能力， 进而

指导孩子形成健康的饮食行为和习惯。

记者了解到， 目前越来越多的营养机

构选择以社区为依托， 向家长发放营

养知识宣传材料、 居民膳食指南宣传

画， 并经常进行营养专题讲座， 旨在

建立学生和家长之间互动的营养干预

方式， 此举有利于从社会意识上改善

城市孩子的营养状况。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

本报记者 张以瑾 实习生 刘博智

“孩子初中3年， 就饿了3年”， 说起儿子小瑞的吃饭问题， 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刘女士显得忧心且无奈。 每天能让小瑞

好好吃一顿的就是晚餐， 然而为了减轻他接近170斤的体重， 又不得不提醒他节食。

在很多人眼里， 城市孩子是吃喝无忧的“小皇帝”、 “小公主”， 但如果具体到“吃什么”、 “怎么吃” 的层面， “富足”

映衬的却是现实的尴尬。 “早餐被忽略， 午餐在流浪， 晚餐太丰盛”， 多年前就见诸报端的描述至今仍是对很多城市孩子一日

三餐的最好写照。

在解决孩子吃饭问题上，家庭、学校为何总显得疲软无力？ 长期不规律、不科学的餐饮给孩子健康造成哪些危害？ 怎样才能让

他们吃饱、吃好？ 近日，记者就这些问题在北京、天津等城市进行了调查。

北京市某小学校门前， 学生买零食应付午餐。

CFP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