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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实施地区农村学生对“计划”的知晓和认

识现状ꎬ为促进学生参与“计划”实施和进一步提高对供餐的接受度提供依据ꎮ 方法　 在实施“计划”的 ３ 个国家试点县和

２ 个地方试点县各随机抽取“计划”覆盖的 １ 所中学和 １ 所小学ꎬ选择四~九年级学生ꎬ每个年级抽取 ２ 个班级进行问卷调

查ꎬ共调查学生 ２ ３６４ 名ꎮ 结果　 被调查学生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知晓情况较好ꎬ有 ７８.９％的学生对“计

划”表示熟悉ꎬ国家试点地区学生对“计划”的知晓程度高于地方试点ꎮ 被调查的学生认为“计划”的影响比较积极ꎬ对“计

划”所带来影响的认识得分中位数为 ２０.０(１８.０ꎬ２０.０)分ꎮ 国家试点地区学生对“计划”认识的积极程度高于地方试点(Ｐ
值均<０.０５)ꎮ 学生对供餐的满意度尚可ꎬ有 ７８.７％的学生认为供餐的量刚好足够ꎬ６０.９％的学生非常喜欢学校提供的食物ꎬ
学生剩下学校提供的食物的原因主要是“量太多吃不完”(２７.４％)、“不想总吃同样的”(２２.８％)和“不喜欢吃”(９.２％)ꎮ 结

论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地区学生对“计划”认知情况较好ꎬ对供餐的满意度尚可ꎮ 应在试点地区建立健

康促进学校ꎬ鼓励学生和家长参与供餐环节ꎬ重视营养健康教育ꎬ促进地区间经验交流ꎬ提高营养餐质量和可接受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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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以下简称

“计划”)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实施以来ꎬ已经在促进农村

学生营养与健康和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取得一定成

效[１－３] ꎮ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结果显示ꎬ
２０１５ 年计划实施地区各年龄段学生生长发育的增长

速度均高于全国农村学生平均增长速度[１] ꎮ 随着“计

划”对农村学校食堂建设的积极推进ꎬ食堂供餐比例

逐步提高ꎬ学生就餐条件也得到改善[３] ꎮ 在膳食营养

供应方面ꎬ试点地区学校学生膳食中粮谷类、鸡蛋、豆
制品和牛奶的人均供应量均有所改善ꎻ膳食能量、蛋

２８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２



白质、维生素 Ａ、钙、铁和锌的供应情况也显著增加[４] ꎮ
此外ꎬ在推进学校供餐、改善校园硬件环境的同时采

取健康促进的全校策略能够营造良好的学校营养健

康环境ꎬ更好地推动学生营养健康状况乃至教育水平

的提升[５] ꎮ 本研究通过调查学生对“计划”的认知情

况和对供餐的满意度ꎬ了解受众对营养改善政策的知

晓和认同程度ꎬ为加强学生在“计划”中的参与度和提

高学校供餐的可接受度ꎬ从而提高“计划”实施效率提

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典型抽样的方法ꎬ在全国 ２２ 个“计

划”试点省中ꎬ根据地理位置的分布选取有代表性的

内蒙古、河南、湖南每省 １ 个国家试点县ꎬ福建、海南每

省 １ 个地方试点县ꎬ从每县随机抽取实施“计划”的 １
所中学和 １ 所小学或 １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ꎬ在调查学

校四~九年级每年级随机抽取 ２ 个班的所有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ꎮ 共调查 ８ 所学校ꎬ其中中学 ３ 所ꎬ小学 ３
所ꎬ九年一贯制学校 ２ 所ꎮ 调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９—１２ 月开

展ꎬ共有 ２ ４５８ 名学生参与ꎬ收回问卷 ２ ４４１ 份ꎬ应答率

为 ９９.３％ꎬ有效问卷 ２ ３６４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６.２％ꎮ 其中

男生 １ ０９４ 名ꎬ女生 １ ２７０ 名ꎻ小学生 １ １４４ 名ꎬ中学生

１ ２２０ 名ꎻ国家试点地区学生 １ ５０４ 名ꎬ地方试点地区

学生 ８６０ 名ꎮ 本研究经过北京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ꎬ
采用口头知情情意ꎬ免除签署书面知情同意文件ꎮ
１.２　 方法　 自行设计学生调查问卷ꎬ在征求相关专家

的基础上ꎬ结合农村学生的实际情况反复修改后定

稿ꎮ 问卷内容包括学生对“计划”的知晓情况、对“计

划”影响的认识、对供餐的满意程度以及营养知识、态
度和饮食行为ꎮ 本文选取其中学生对“计划”的知晓

情况、认识和对供餐的满意程度进行分析ꎮ 问卷由经

过培训的调查员组织班主任指导学生自行填写ꎬ并当

场检查、统一回收ꎮ 对学生对“计划”的知晓程度进行

赋分ꎬ选择“非常熟悉” 计 ３ 分ꎬ“比较熟悉” 计 ２ 分ꎬ
“只是听说过ꎬ不清楚内容”计 １ 分ꎬ“没听说过”计 ０
分ꎮ 对学生对“计划”影响的看法进行赋分ꎬ在“计划”
对自身学习生活、生长发育、上课状态和学习成绩的

影响方面回答“有很大帮助”计 ５ 分ꎬ“有一些帮助”计

４ 分ꎬ“不好说”计 ３ 分ꎬ“几乎没有帮助”计 ２ 分ꎬ“没

有任何帮助”计 １ 分ꎬ最高分为 ２０ 分ꎮ 对“计划”继续

实施下去的意愿回答“强烈希望”计 ５ 分ꎬ“希望”计 ４
分ꎬ“不好说”计 ３ 分ꎬ“不希望”计 ２ 分ꎬ“非常不希望”
计 １ 分ꎮ 信效度检验显示ꎬ对“计划”认识和供餐满意

度部分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８５ 和 ０.５２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进行数据的双录

入ꎬ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非正态分布

的连续变量采用“中位数(下四分位数ꎬ上四分位数)

[Ｍ(ＱＬꎬＱＵ )]”描述其分布ꎬ对分类变量以“人数”和

“率”描述其分布ꎮ 组间比较时ꎬ对结果的无序分类变

量采用 χ２ 检验ꎬ有序分类变量采用非参数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

和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农村学生对计划知晓程度　 学生对计划的知晓

程度较好ꎬ有 ７８.９％的学生对于计划表示熟悉ꎬ对“计

划”知晓程度的得分为 ３.０(２.０ꎬ３.０)分ꎮ 其中国家试

点地区比地方试点地区学生对“计划”知晓程度更高ꎬ
不同性别、中小学学生之间对计划的知晓程度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农村学生对计划知晓程度得分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Ｍ(ＱＬꎬＱＵ) 秩均值
性别 男 １ ０７２ ３.０(２.０ꎬ３.０) １ １５４.４７

女 １ ２４２ ３.０(２.０ꎬ３.０) １ １６０.１１
Ｚ 值 －０.２３
Ｐ 值 ０.８２

学校 小学 １ １２６ ３.０(２.０ꎬ３.０) １ １５９.４４
中学 １ １８８ ３.０(２.０ꎬ３.０) １ １５５.６６

Ｚ 值 －０.１５
Ｐ 值 ０.８８

试点类型 国家试点 １ ４９６ ３.０(３.０ꎬ３.０) １ ４０２.０６
地方试点 ８１８ １.０(１.０ꎬ３.０) ７１０.２３

Ｚ 值 －２６.８５
Ｐ 值 <０.０１

合计 ２ ３１４ ３.０(２.０ꎬ３.０)

　 注:部分调查项目存在缺项ꎮ

２.２　 农村学生对计划影响认识　 整体上学生认为“计

划”为自己带来了积极的影响ꎬ９４.５％的学生认为“计

划”对自己的学习生活有帮助ꎬ９６.１％的学生认为“计

划”对自己的生长发育有帮助ꎬ９１.７％的学生认为“计

划”对自己的上课状态和学习成绩提高有帮助ꎬ８０.８％
的学生希望计划继续实施下去ꎮ 学生对“计划”影响

的认识得分中位数为 ２０.０(１８.０ꎬ２０.０)分ꎮ 其中国家

试点地区学生比地方试点地区对“计划”影响的认识

得分更高ꎬ不同性别和中小学学生之间对“计划”影响

认识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组别农村学生对计划

影响自身学习和生长发育认识得分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Ｍ(ＱＬꎬＱＵ) 秩均值
性别 男 ９８８ ２０.０(１８.０ꎬ２０.０) １ ０５０.１９

女 １ １６９ ２０.０(１８.０ꎬ２０.０) １ １０３.３５
Ｚ 值 －２.１９
Ｐ 值 ０.０３

学校 小学 １ ０３９ ２０.０(１８.０ꎬ２０.０) １ ０９４.４１
中学 １ １１８ ２０.０(１７.０ꎬ２０.０) １ ０６４.６８

Ｚ 值 －１.２３
Ｐ 值 ０.２２

试点类型 国家试点 １ ４７７ ２０.０(１９.０ꎬ２０.０) １ ２６８.２２
地方试点 ６８０ １８.０(１６.０ꎬ１９.０) ６６８.００

Ｚ 值 －２３.０８
Ｐ 值 <０.０１

　 注:部分调查项目存在缺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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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农村学生对学校供餐满意程度　 在学校供餐量

方面ꎬ７８.７％的学生认为学校供餐的量刚好足够ꎬ小学

生高于中学生ꎬ国家试点学生高于地方试点学生ꎻ
１４.２％的学生认为学校提供的食物太多ꎬ女生比男生

认为食物太多的比例更高ꎬ中学生高于小学生ꎬ地方

试点学生高于国家试点ꎻ６.８％的学生认为供餐的量不

够ꎬ男生高于女生ꎬ中学生高于小学生ꎬ地方试点学生

高于国家试点ꎻ０. ３％的学生从来不吃学校提供的食

物ꎬ地方试点高于国家试点ꎮ ６０.９％的学生非常喜欢

学校提供的食物ꎬ小学生喜爱学校食物的比例高于中

学生ꎬ国家试点学生高于地方试点学生ꎬ男、女生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学生剩下学校提供食物的主要

原因是“量太多吃不完”(２７.４％)、“不想总吃同样的”
(２２.８％)和“不喜欢吃” (９.２％)ꎻ３５.５％的学生能吃完

学校提供的食物ꎬ该比例小学生高于中学生ꎬ国家试

点学生高于地方试点学生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农村学生对供餐满意度不同性别学段试点地区间比较

满意度
性别

男生 女生 Ｚ / χ２ 值 Ｐ 值

学校

小学 中学 Ｚ / χ２ 值 Ｐ 值

试点类型

国家试点 地方试点 Ｚ / χ２ 值 Ｐ 值
学校提供的食物的量是 太多了 １３６(１２.６) １９６(１５.５) ４.２４ ０.０４ １３５(１１.９) １９７(１６.３) ９.３７ <０.０１ １９５(１３.０) １３７(１６.２) ４.６１ ０.０３
　 否足够 刚好足够 ８４８(７８.４) ９９５(７８.９) ０.１０ ０.７５ ９６０(８４.６) ８８３(７３.１) ４５.９９ <０.０１ １２８７(８５.９) ５５６(６５.９) １２８.４２ <０.０１

不够 ９５(８.８) ６５(５.２) １２.０３ <０.０１ ３８(３.３) １２２(１０.１) ４１.９２ <０.０１ １６(１.１) １４４(１７.１) ２１７.１１ <０.０１
从来不吃 ３(０.３) ５(０.４) ０.２４ ０.６２ ２(０.２) ６(０.５) １.７７ ０.２９ １(０.１) ７(０.８) ９.２３ <０.０１

对学校提供食物的喜欢 非常喜欢 ６５６(６０.６) ７６９(６１.２) －１.０２∗ ０.３１ ７８１(６８.９) ６４４(５３.５) －７.７５∗ <０.０１ １１２１(７４.９) ３０４(３６.１) －２０.４８∗ <０.０１
　 程度 有点喜欢 ２７２(２５.１) ３４９(２７.８) ２５５(２２.５) ３６６(３０.４) ３２８(２１.９) ２９３(３４.８)

没感觉 ４９(４.５) ６４(５.１) ２１(１.９) ９２(７.６) ２４(１.６) ８９(１０.６)
有点不喜欢 ５９(５.５) ５５(４.４) ５４(４.８) ６０(５.０) １６(１.１) ９８(１１.６)
非常不喜欢 ４６(４.３) １９(１.５) ２３(２.０) ４２(３.５) ７(０.５) ５８(６.９)

剩下学校提供食物的主 不喜欢吃 １０９(１０.１) １０７(８.５) １.７１ ０.１９ ５０(４.４) １６６(１３.８) ６０.８５ <０.０１ ４９(３.３) １６７(１９.８) １７６.４８ <０.０１
　 要原因 不想总吃同样的 ２３４(２１.６) ２９９(２３.８) １.５２ ０.２２ １７１(１５.１) ３６２(３０.０) ７３.７５ <０.０１ ２９２(１９.５) ２４１(２８.６) ２５.５４ <０.０１

不习惯吃 ５１(４.７) ３８(３.０) ４.５６ ０.０３ ４８(４.２) ４１(３.４) １.１３ ０.２９ ３９(２.６) ５０(５.９) １６.３８ <０.０１
量太多吃不完 ２６１(２４.１) ３８０(３０.２) １０.８３ <０.０１ ３９３(３４.７) ２４８(２０.５) ５８.７５ <０.０１ ４９５(３３.０) １４６(１７.３) ６６.８４ <０.０１
吃了不舒服 ２４(２.２) ６(０.５) １３.９３ <０.０１ ７(０.６) ２３(１.９) ７.６６ <０.０１ ５(０.３) ２５(３.０) ２９.５８ <０.０１
能吃完 ４０３(３７.２) ４２８(３４.０) ２.６４ ０.１０ ４６４(４１.０) ３６７(３０.４) ２８.３９ <０.０１ ６１８(４１.３) ２１３(２５.３) ５９.９４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部分调查存在缺项ꎮ ∗为秩和检验ꎮ

３　 讨论

“计划” 的受众包括学生、家长ꎬ也包括教师、学
校、社区乃至全社会ꎬ其中项目覆盖地区的学生是此

项营养政策最直接的受益方ꎬ有关工作均围绕着学生

健康发展的目的开展ꎮ 学生是连接学校与家庭、社区

的重要纽带ꎬ也是家长了解“计划”的重要途径ꎮ 学生

对“计划”的了解和参与能够发挥他们在项目中的主

动性ꎬ促进学校健康促进项目的持续实施[５] ꎮ “计划”
实施细则中也要求在试点地区学校设立由学生、家
长、饮食管理人员等成员参与的“膳食委员会”ꎬ参与

学校在项目供餐中的问题决策ꎮ 本研究主要从“计

划”覆盖地区学生对政策的认识和支持情况进行分

析ꎬ一方面对“计划”的实施成果提供评价依据ꎬ另一

方面也希望能为发现项目实施中的问题ꎬ促进学生对

供餐接受度的提升提供建议ꎮ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ꎬ在“计划”实施地区学生整

体上对“计划”的知晓程度良好ꎬ认识比较积极ꎬ可见

“计划”的实施成果受到了学生的认可ꎬ为将来深入实

施和推进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ꎮ 国家试点地区比地

方试点地区的学生对“计划” 的知晓情况更好ꎬ认为

“计划”对身心健康发展的影响更积极ꎬ国家试点地区

学生吃完学校提供食物的比例也更高ꎮ 可能原因是

“计划”在国家试点地区的实施更受重视ꎬ宣传工作开

展的更为到位ꎬ使学生对“计划”的认同程度更高ꎻ也
可能与国家试点地区供餐工作开展时间早ꎬ经常组织

培训和督导从而积累了较多工作经验有关ꎮ

本次调查显示ꎬ中学生和小学生对供餐的满意程

度不同ꎮ 小学生认为供餐的量更适合ꎬ对供餐的喜爱

程度也高于中学生ꎬ与其他的研究结果一致[６－７] ꎮ 随

着年龄的增长ꎬ儿童和青少年对食物的喜好受个人环

境因素的影响逐渐大于家庭因素的影响[８] ꎬ学校环境

对于学生饮食习惯的养成至关重要ꎬ应加强对中小学

生的营养健康教育ꎬ从小培养不挑食、不偏食的习惯ꎬ
同时促进学生对自身体型和体重的正确认识ꎬ引导其

养成合理饮食的习惯[９] ꎮ
此外ꎬ调查地区学生剩下学校提供食物的主要原

因均是“量太多吃不完”“不想总吃同样的”和“不喜欢

吃”ꎮ 与在 ２０１３ 年开展的调查结果相比ꎬ本次研究学

生喜欢学校提供食物的比例更高[６] ꎬ可能是随着经验

的积累和学生对“计划”认识的不断加深ꎬ学生对供餐

的接受度也逐渐提高ꎮ 但供餐中菜品种类重复、口味

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ꎬ学生剩下学校提供食物的主要

原因ꎬ与在 ２０１３ 年开展的调查结果一致[６] ꎮ 本次调

查中ꎬ只有 ３５.５％的学生能吃完学校提供的食物ꎬ学校

供餐普遍存在浪费现象ꎬ提高学校供餐的口味可能是

减少食物浪费和提高营养改善效果的关键[７] ꎮ 此外ꎬ
供餐中可选食物的种类、分量大小、餐盘类型、供餐服

务态度等也可能是影响学生对供餐接受程度的因素ꎬ
今后可加强此方面的研究和探索[１０] ꎮ

建议在“计划”覆盖地区鼓励建立健康促进学校ꎬ
在供餐的实施中采用“全校策略”ꎬ即在学校提供营养

餐、改善供餐环境、提供健康教育课程的基础上ꎬ将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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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健康的理念渗透到教学、供餐、校园环境、校园文化

乃至家长对食物的认识和准备等各个层面ꎬ充分发挥

“膳食委员会”的作用ꎬ鼓励学生和家长在供餐中参与

到菜谱定制、食物准备和回收、供餐卫生及质量监督

等各个环节中ꎮ 不仅能够加强对供餐的监督和质量

的改善ꎬ也能建立良好的氛围ꎬ加强学生、家长、学校

对学生营养健康的重视程度ꎬ从而加深对“计划”的理

解和配合程度[１１] ꎮ 同时应重视对学生的营养健康教

育ꎬ开展营养健康主题的课程、活动并与供餐相结合ꎮ
可学习参考日本学校供餐中的良好经验开展食育课

程ꎬ使学生能够认识食物和营养ꎬ了解食物的生产、制
作和消费[１２] ꎬ从而提高营养素养ꎬ养成良好的饮食习

惯并减少剩饭情况[１３] ꎮ 此外ꎬ还应加强各地之间供餐

管理方面的经验分享和交流ꎬ整体上提高受众对“计

划”的认知水平ꎬ减小地区之间的差异ꎮ 在供餐方面

应提高营养餐食谱的制定水平ꎬ促进«学生餐营养指

南»标准的推广和落实[１４] ꎬ开展专业的指导和培训ꎬ在
口味和营养上提高供餐质量ꎬ促进农村学生营养健康

状况的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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