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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河北省城市中小学校供餐情况和学生及家长的满意度ꎬ为相关部门制定学校供餐与营养改善政

策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取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ꎬ在河北省抽取石家庄、唐山、沧州 ３ 座城市的 ２４ 所中小学二、五、八年

级 ２ ７３９ 名学生及其家长 ２ ７１６ 名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学生对学校午餐非常满意的有 ９５８ 名ꎬ比较满意的 ７１７ 名ꎬ一般

的 ６８６ 名ꎬ比较不满意的 ２２１ 名ꎬ非常不满意的 １５７ 名ꎮ 其中石家庄、唐山学生的满意度高于沧州(Ｚ ＝ ５１.４２ꎬＰ<０.０１)ꎬ城
区学生满意度高于郊区(Ｚ＝ ４.１２ꎬＰ<０.０１)ꎬ低年级学生满意度高于高年级学生(Ｚ ＝ １５１.４２ꎬＰ<０.０１)ꎮ 不同城市的学生家

长对饭菜卫生、饭菜外观、饭菜份量、饭菜口味、食物搭配和午餐价格的满意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学生和家长对学校午餐满意度尚可ꎬ但学校供餐的饭菜口味有待提高ꎮ 需要政府加大对学校供餐的投入ꎬ定期为食堂工作

人员进行科学的培训ꎬ同时学校应多了解学生和家长对供餐的意见和建议ꎬ提高供餐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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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ꎬ许多中小学生的家长选择

让孩子在学校吃午餐ꎮ 午餐作为一日三餐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ꎬ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摄入总能量的 ３０％ ~
４０％ꎬ不仅是对中小学生上午能量和营养消耗的补充ꎬ
还是下午学习的营养保障ꎮ 学校供餐虽然为家长提

供了方便ꎬ但同时也易发生食物中毒事件[１－４] ꎮ 由于

中小学生自制力较差、营养知识不足ꎬ会产生诸如挑

食[５] 、偏好高油高盐食品的现象ꎮ 学生对学校供餐的

满意度是学校供餐过程中重要的一环ꎬ会影响学生的

就餐行为ꎬ进而影响各种营养素的摄入ꎮ 同时作为学

生的主要看护人ꎬ家长对学生午餐是否关注、态度及

满意度高低ꎬ进一步反映了学校供餐的状况及改善学

生营养状况的可能性[６] ꎮ 本次研究对河北省 ３ 座城

市中小学校供餐情况和学生及家长午餐满意度进行

分析ꎬ为相关部门制定学校供餐与营养改善政策提供

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法ꎬ在 ２０１８ 年

５—８ 月于河北省抽取石家庄、唐山、沧州进行调查ꎮ

７３８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每个调查城市按照行政区划和地理位置分为中心城

区和周边郊区ꎬ每个城市随机抽取 １ 个中心城区和 １
个周边郊区ꎬ每个区抽取 ２ 所小学和 ２ 所初中ꎬ在二、
五和八年级各随机抽取 １４０ 名学生ꎬ对学生及其家长

进行问卷调查ꎮ 共抽取中小学校 ２４ 所ꎬ学生及家长共

４ ６５５ 名ꎬ回收有效问卷 ４ ４６５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５.９２％ꎮ
本次调查中ꎬ有 ２ ７３９ 名学生周一至周五在学校

吃午饭ꎬ其中沧州 ５０５ 名ꎬ石家庄 １ ００８ 名ꎬ唐山 １ ２２６
名ꎻ中心城区 １ ０９８ 名ꎬ郊区 １ ６４１ 名ꎻ男生 １ ４５４ 名ꎬ
女生 １ ２８５ 名ꎮ 共有 ２ ７１６ 名在校就餐学生的家长参

与了午餐满意度调查ꎮ 研究通过河北医科大学伦理

委员会审查ꎬ研究对象均填写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ꎬ在参考相关文献[７－９] 的

基础上ꎬ由课题组专家设计并反复修改问卷后形成ꎮ
问卷经过预调查并进行信效度检验ꎬ重测信度 Ｋａｐｐａ
值为 ０.９２ꎮ 问卷分为学生问卷和家长问卷ꎬ学生问卷

对学生的基本情况和对学校供餐的满意度进行调查ꎻ
家长问卷主要了解家长的基本情况和对学校午餐的

看法、满意度ꎮ 二年级学生年龄过小ꎬ认知不全面ꎬ满
意度问题只设置一个总体满意度评分ꎬ其他年级学生

设置就餐环境、饭菜卫生、饭菜外观、饭菜份量、饭菜

口味、食物搭配 ６ 个方面的满意度评分ꎮ 家长设置以

上 ６ 个方面满意度和饭菜价格共 ７ 个方面的评分ꎮ 学

生和家长对不同方面的满意度分为 ５ 个等级ꎬ分别为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比较不满意、非常不满意ꎬ
调查对象选择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视为对该方面

满意ꎮ 本研究调查对象均填写知情同意书ꎮ 研究调

查员均经过项目组培训ꎬ培训合格后开始进行实地调

查ꎮ 调查完成后ꎬ各调查点负责人随机抽取 １％的问

卷进行检查ꎬ如果发现有填写错误ꎬ联系调查对象进

行核查并改正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进行双人

录入ꎬ对出现错误的数据ꎬ查找原始问卷进行校正ꎮ
采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对分析因素

为等级有序的分类资料应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进行

统计分析ꎬ涉及到两两比较的采用 Ｎｅｍｅｎｙｉ 检验ꎬ统计

量用 χ２ 表示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无序资料采用 χ２ 检

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涉及到多个样本率间的多重

比较采用分割法ꎬ 根据分组数设定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１２ 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生整体满意度　 调查发现ꎬ３ 座城市的中小学

生对午餐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ꎬ经两两

比较ꎬ石家庄、唐山两地学生满意度要高于沧州市( χ２

值分别为 ４２.０６ꎬ５０.７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城市和郊区学

生的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ꎻ不同年级学

生对于午餐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ꎬ经两

两比较ꎬ二年级学生的满意度高于五年级和初二年

级ꎬ五年级学生满意度高于初二年级 ( χ２ 值分别为

７.１１ꎬ１３５.８３ꎬ８７.８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２ 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小学生对学校午餐整体满意度构成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比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Ｚ 值 Ｐ 值
城市 沧州 ５０５ １１９(２３.６) １２１(２３.９) １６８(３３.３) ６１(１２.１) ３６(７.１) ５１.４２ <０.０１

石家庄 １ ００８ ３７８(３７.５) ２６５(２６.３) ２２７(２２.５) ８０(７.９) ５８(５.７)
唐山 １ ２２６ ４６１(３７.６) ３３１(２７.０) ２９１(２３.７) ８０(６.５) ６３(５.２)

地区 城区 １ ０９８ ４２９(３９.１) ２８６(２６.０) ２５６(２３.３) ６９(６.３) ５８(５.３) ４.１２ <０.０１
郊区 １ ６４１ ５２９(３２.２) ４３１(２６.３) ４３０(２６.２) １５２(９.３) ９９(６.０)

性别 男 １ ４５４ ５２５(３６.１) ３８３(２６.３) ３４４(２３.７) １０６(７.３) ９６(６.６) １.２１ ０.２３
女 １ ２８５ ４３３(３３.７) ３３４(２６.０) ３４２(２６.６) １１５(８.９) ６１(４.８)

年级 二 ７５９ ３２３(４２.４) ２４７(３２.５) １３２(１７.４) ３１(４.１) ２７(３.６) １５１.４８ <０.０１
五 ９１５ ３７９(４１.４) ２３１(２５.２) １８５(２０.２) ６４(７.０) ５６(６.２)
初二 １ ０６５ ２５６(２４.１) ２３９(２２.４) ３６９(３４.６) １２６(１１.８) ７４(７.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学生对学校午餐各方面的满意度　 结果显示ꎬ不
同城市学生对午餐各方面的满意度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经两两比较ꎬ沧州学生对午餐各

方面的满意度均低于其他 ２ 座城市的学生(Ｐ 值均<
０.０１２ ５)ꎻ城区学生对饭菜卫生、饭菜外观、饭菜份量、
饭菜口味和食物搭配方面满意度高于郊区学生ꎬ但是

对就餐环境的满意度低于郊区学生(Ｐ 值均<０.０１)ꎻ
男生对饭菜卫生、饭菜口味和食物搭配的满意度高于

女生(Ｐ<０.０１)ꎻ初二学生对午餐各方面的满意度均低

于五年级学生(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家长对学校午餐各方面满意度 　 ３ 座城市的学

生家长对饭菜卫生、饭菜外观、饭菜份量、饭菜口味、
食物搭配和午餐价格的满意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７.３２ꎬ２０.１４ꎬ３２.２４ꎬ３７.２６ꎬ５９.４０ꎬ４７.４７ꎬ
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经两两比较ꎬ饭菜卫生和饭餐外观两

方面ꎬ唐山的学生家长满意度高于石家庄( χ２ 值分别

为 ９.３９ꎬ１３.２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２ ５)和沧州(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４.３７ꎬ１４.５６ꎬＰ 值均< ０.０１２ ５) 的家长ꎮ 饭菜份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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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ꎬ沧州学生家长满意度低于石家庄( χ２ ＝ １３.４９ꎬＰ<
０.０１)和唐山的家长( χ２ ＝ ３２.２７ꎬＰ<０.０１２ ５)ꎮ 饭菜口

味、食物搭配和午餐价格这 ３ 个方面的满意度ꎬ唐山的

学生家长高于石家庄(χ２ 值分别为 １２.７８ꎬ１２.２９ꎬ７.６１ꎬ
Ｐ 值均<０.０１２ ５) 和沧州( χ２ 值分别为 ３５.２７ꎬ５９.１４ꎬ
４７.４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２ ５)的学生家长ꎬ石家庄家长以上

三方面满意度高于沧州家长(χ２ 值分别为 ８.６６ꎬ２１.６０ꎬ
２０.２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２ ５)ꎮ 郊区学生家长对于饭菜卫

生、饭菜份量、饭菜口味和午餐价格的满意度低于城

区家长 ( χ２ 值分别为 ４. ９３ꎬ １０. ３７ꎬ ２２. ２３ꎬ Ｐ 值均 <
０.０１)ꎮ 将家长按照学历分类结果显示ꎬ大专及以上的

家长对于饭菜卫生、饭菜外观、饭菜份量、饭菜口味、

食物搭配、午餐价格的满意度低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

家长(χ２ 值分别为 ７.０８ꎬ５.０２ꎬ１８.６３ꎬ４.６５ꎬ９.００ꎬ２２.７４ꎬ
Ｐ 值均<０.０１)ꎬ不同年级学生的家长对饭菜卫生、饭菜

外观、饭菜份量、饭菜口味、食物搭配和午餐价格的满

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１. ４２ꎬ２２. ０６ꎬ
８.３８ꎬ１６.３３ꎬ２０.０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经两两比较ꎬ初二

年级学生的家长在上述几方面的满意度低于五年级

学生的家长 (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０. ３３ꎬ２０. ８ꎬ８. ２９ꎬ１２. ７９ꎬ
１７.３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２ ５)ꎮ 另外ꎬ饭菜份量和食物搭配

方面ꎬ五年级学生家长满意度高于二年级学生家长(χ２

值分别为 １０.８４ꎬ１１.６０ꎬＰ<０.０１２ ５)ꎮ

表 ２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小学生对学校午餐不同方面满意度报告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就餐环境 饭菜卫生 饭菜外观 饭菜份量 饭菜口味 食物搭配
城市 沧州 ３５９ ２２１(６１.６) １８９(５２.６) １７８(４９.６) １７９(４９.９) １６７(４６.５) １６３(４５.４)

石家庄 ８３１ ６３８(７６.８) ５７７(６９.４) ５２５(６３.２) ５９２(７１.２) ４９８(５９.９) ５２５(６３.２)
唐山 ７９０ ５４４(６８.９) ５１７(６５.４) ５０８(６４.３) ５６１(７１.０) ５０８(６４.３) ５１７(６５.４)

χ２ 值 ３０.６５ ３１.２２ ２４.９７ ６０.４０ ３２.６０ ４４.８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城郊 城区 ７７２ ５２５(６８.０) ５２３(６７.８) ５０５(６５.４) ５６５(７３.２) ４９４(６４.０) ４９３(６３.９)
郊区 １ ２０８ ８７８(７２.７) ７６０(６２.９) ７０６(５８.４) ７６７(６３.５) ６７９(５６.２) ７１２(５８.９)

χ２ 值 ４.９９ ４.８２ ９.６３ ２０.１０ １１.８０ ４.７９
Ｐ 值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３

性别 男 １ ０３７ ７３３(７０.７) ７００(６７.５) ６４５(６２.２) ７０７(６８.２) ６４９(６２.６) ６５８(６３.５)
女 ９４３ ６７０(７１.１) ５８３(６１.８) ５６６(６０.０) ６２５(６６.３) ５２４(５５.６) ５４７(５８.０)

χ２ 值 ０.０３ ６.９８ ０.９９ ０.８１ １０.０７ ６.１５
Ｐ 值 ０.８６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３７ <０.０１ ０.０１

年级 五 ９１５ ６８２(７４.５) ６５９(７２.０) ６２５(６８.３) ６７４(７３.７) ６２１(６７.９) ６２５(６８.３)
初二 １ ０６５ ７２１(６７.６) ６２４(５８.６) ５８６(５５.０) ６５８(６１.８) ５５２(５１.８) ５８０(５４.５)

χ２ 值 １１.３４ ３８.９０ ３６.６０ ３１.５０ ５２.４３ ３９.６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３　 讨论

学校供餐不仅有助于学生改善营养不良[１０] ꎬ还可

预防学生超重、肥胖ꎬ降低多种慢性病的发病风险[１１] 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石家庄和唐山两地中小学生和家

长的满意度高于沧州市ꎬ可能与沧州市经济水平稍差

有关ꎮ 在本研究中ꎬ学生对学校午餐的整体满意度水

平略低于北京市[１２－１３] ꎮ 究其原因ꎬ可能是因为河北省

尚未出台有关学校供餐的规范性文件ꎬ另外由于中小

学相对封闭的环境ꎬ未能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加以调

节[１４] ꎬ致使河北省内学校供餐质量参差不齐ꎮ
在对不同方面学校午餐满意度调查结果分析时

发现ꎬ除就餐环境外ꎬ午餐满意度的 ５ 个方面ꎬ城市均

高于郊区ꎬ反映了城市的供餐质量高于郊区ꎬ需加大

对郊区学校供餐的经费投入、向城市学校供餐学习

等ꎬ提高供餐水平ꎮ 同时走读学生的午餐满意度均高

于寄宿学生的满意度ꎬ可能由于寄宿学生一天三顿都

吃学校的饭ꎬ容易厌倦[１５] ꎬ而走读学生只在学校吃午

餐ꎬ对学校午餐的新鲜感可能会掩盖学校午餐的种

类、口味、质量等问题ꎮ 学校可以增加菜品的种类ꎬ改
善饭菜的口味ꎬ争取达到能让学生每天进食 １２ 种食

物ꎬ每周进食 ２５ 种食物以上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２０１６ 版)»的标准ꎮ 初二年级学生的午餐满意度均

低于五年级学生的满意度ꎬ与吴琼等[１６－１７] 的研究结果

一致ꎬ可能因为随着青春期的到来ꎬ学生自我意识增

强ꎬ对饮食口味、卫生状况、营养均衡的要求和期望越

来越高ꎬ而当前水平不能达到中学生要求ꎬ导致对午

餐满意度低ꎮ
调查还发现ꎬ虽有一部分学校就午餐问题咨询过

家长意见和调查过学校午餐的满意度ꎬ但比例低于

５０％ꎮ 而家长参与过制定学生食谱的比例更低ꎬ低于

１５％ꎮ 从结果来看ꎬ学生家长均对饭菜口味评分最低ꎬ
与蔡豪等[１８]的研究结果类似ꎬ说明学校饭菜口味是一

个共性的问题ꎮ 学校应该对食堂工作人员进行相关

营养知识的培训ꎬ在此基础上改善饭菜口味、增加菜

品种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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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８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７] 　 吴为ꎬ聂少萍ꎬ陈思秇ꎬ等.２０１０ 年广东省青少年伤害相关危险行

为现况分析[Ｊ] .华南预防医学ꎬ２０１４ꎬ４０(４):３６３－３６６.

[８] 　 张娟ꎬ葛小伍ꎬ党晓红ꎬ等.２０１３ 年江苏省青少年非故意伤害危险

行为现况[Ｊ] .中国校医ꎬ２０１６ꎬ３０(６):４４２－４４４.

[９] 　 牛文华ꎬ翟玲玲ꎬ任时ꎬ等.２０１３ 年本溪市青少年伤害的横断面调

查[Ｊ] .实用预防医学ꎬ２０１６ꎬ２３(６):６９７－７０１.

[１０] 张福兰ꎬ张天成ꎬ熊静梅ꎬ等.２０１４ 年湘西州农村土家族和苗族中

学生健康危险行为聚集模式的性别差异[ Ｊ] .卫生研究ꎬ２０１７ꎬ４６

(５):７６７－７７１.

[１１] 郭丽ꎬ张栓虎ꎬ邵红毅ꎬ等.安阳市 ２０１３ 年青少年伤害相关危险行

为状况[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５ꎬ３６(７):１１０９－１１１１.

[１２] 李晴雨ꎬ宋娟ꎬ马迎华.北京某中学学生健康危险行为与生活技能

水平的关系[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７ꎬ３８(２):２６８－２７１.

[１３] 谭雪庆ꎬ余小鸣ꎬ宋玉珍ꎬ等.３ 省市高中生健康素养与吸烟、饮酒

行为的关联分析[Ｊ] .中国健康教育ꎬ２０１７ꎬ３３(３):１９９－２０２.

[１４] 彭波.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现状与健康促进对策研究

[Ｄ].南充:西华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６.

[１５] 袁媛ꎬ汤海英.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现状分析[ Ｊ] .

现代预防医学ꎬ２０１７ꎬ４４(１７):３１４１－３１４５.

[１６] 范生姣ꎬ麻勇恒.苗族侗族文化概论[ Ｍ].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

版社ꎬ２００９:１３７ꎬ２５９.

[１７] 彭英明.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Ｍ].北京:民族出版社ꎬ２００１:３０３.

[１８] 马明玉.白族[Ｍ].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ꎬ２０１０:１６.

[１９] 张福兰ꎬ张天成ꎬ熊静梅ꎬ等.湘西州土家族与苗族中学生吸烟和

饮酒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Ｊ] .卫生研究ꎬ２０１５ꎬ４４(５):７５０－７５５.

[２０] 曹静.大理州中学生健康相关行为研究[ Ｄ]. 大理:大理学院ꎬ

２０１４.

[２１] 张福兰ꎬ杨琪ꎬ张天成ꎬ等.湘西州土家族与苗族青少年健康危险

行为及其影响因素[Ｊ] .卫生研究ꎬ２０１５ꎬ４４(２):２５７－２６３.

[２２] 杜维婧ꎬ陶茂萱.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 Ｊ]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ꎬ

２０１１ꎬ４５(６):５５９－５６１.

[２３] 韦琳ꎬ王萍ꎬ覃彦香.柳州市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聚集模式分析

[Ｊ] .中国公共卫生ꎬ２０１１ꎬ２７(６):７３７－７４０.

[２４] 星一ꎬ季成叶ꎬ张琳.中国北方两城市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聚集模

式分析[Ｊ]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ꎬ２００５ꎬ１４(８):７４０－７４１ꎬ７４４.

[２５] 郭玲茹.延吉市中学生健康素养与健康危险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Ｄ].延吉:延边大学ꎬ２０１６.

[２６] 高荷蕊ꎬ史平ꎬ王丹.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学生网络成瘾行为及影响

因素分析[Ｊ] .中国公共卫生ꎬ２０１２ꎬ２８(４):５３７－５３９.

[２７] 孙经ꎬ李晏ꎬ潘登ꎬ等.大学生网络成瘾与应对方式及情绪障碍关

系[Ｊ] .中国公共卫生ꎬ２００９ꎬ２５(９):１０４１－１０４２.

[２８] 张福兰ꎬ张天成ꎬ熊静梅ꎬ等.湘西州土家族、苗族青少年成瘾行为

及影响因素[Ｊ] .中国公共卫生ꎬ２０１５ꎬ３１(１１):１３８１－１３８５.

[２９] 张天成ꎬ张福兰ꎬ郑丽.湘西州土家族与苗族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

分析[Ｊ] .中国公共卫生ꎬ２０１３ꎬ２９(９):１２７２－１２７６.

[３０] 张天成ꎬ张福兰.武陵民族地区青少年体质水平与健康危险行为

研究[Ｍ].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７:１１０－１１６.

[３１] 陶芳标.将青少年健康促进融入生命全程[ Ｊ] .中华预防医学杂

志ꎬ２０１７ꎬ５１(９):７７７－７８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０９ꎻ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１－１７


(上接第 ８３９ 页)

　 　 总体上来说ꎬ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提供的午餐满意

度尚可ꎬ但还需要政府加大对学校供餐的投入ꎬ积极

学习先进的供餐经验ꎻ聘请专家定期对食堂工作人员

进行科学的培训ꎬ增多提供食物的种类ꎬ改善饭菜口

味、均衡膳食ꎬ满足学生所需的营养ꎬ尤其是对高年级

学生的营养知识培训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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