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手册[Ｍ].北京ꎬ２０１４:１７－２４ꎬ４１－４８.
[５] 　 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 Ｊ] .中国学校

卫生ꎬ２０１５ꎬ３６(１２):３.
[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学龄儿童青少年营

养不良筛查 ＷＳ / Ｔ ４５６—２０１４[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７] 　 李晓军ꎬ李晓岚.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１４ 年武汉市中小学生营养状况调查

和分析[Ｊ] . 肠外与肠内营养ꎬ２０１５ꎬ２２(６):３６２－３６４ꎬ３６９.
[８]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２０１４ 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

告[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６:３４５－２４７.
[９] 　 董彦会ꎬ王政和ꎬ马军.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我国 ７ ~ １２ 岁学生营养不良

流行现状分析[Ｊ] . 营养学报ꎬ２０１６ꎬ３８(５):４３１－４３７.
[１０] 金少华ꎬ徐粒子ꎬ崔杰ꎬ等.安徽省部分农村地区中小学生营养与

健康状况监测分析[ Ｊ] .安徽预防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２０ ( ３):１６６ －
１６８.

[１１] 邓竹娟ꎬ茆广绪ꎬ刘丽ꎬ等.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学年湖南省农村中小学生

营养状况监测结果分析[ Ｊ] .实用预防医学ꎬ２０１６ꎬ２３ ( ３):３５６ －
３５７ꎬ３６５.

[１２] 刘洁. 重庆市 ２０１７ 名中小学学生生长发育水平及营养状况的调

查研究[Ｄ].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ꎬ２０１３.
[１３] 杨艳琼ꎬ 罗建忠ꎬ 吐尔逊江买买提明ꎬ等. 新疆和田、喀什地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学年农村初中生体格发育状况分析[ Ｊ] . 实用预防医

学ꎬ２０１７ꎬ２４(８):９３１－９３４.
[１４] 杨云娟ꎬ常利涛ꎬ吕慧ꎬ等.中国部分民族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流

行态势及影响因素[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８):１１４７－１１５０.
[１５] 杨依锦ꎬ刘祖阳ꎬ刘蒙蒙ꎬ等.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四川省农村义务教育

中小学生营养状况调查分析[ Ｊ] .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３２
(８):７９３－７９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１０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１０

学生饮食行为专栏

【作者简介】 　 许艺凡(１９９２－　 )ꎬ女ꎬ内蒙古包头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

究方向为营养与健康ꎮ
【通讯作者】 　 马冠生ꎬＥ￣ｍａｉｌ:ｍａｇｓ＠ ｂｊｍｕ.ｅｄｕ.ｃｎ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２.０３６

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不同地区学生营养素养及影响因素分析

许艺凡１ꎬ张建芬１ꎬ何海蓉１ꎬ蔡豪１ꎬ闫心语１ꎬ李亦斌１ꎬ马冠生１ꎬ２

１.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ꎬ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ꎻ２.食品安全毒理学研究与评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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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试点地区农村学生营养知识、态度

和饮食行为情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农村中小学生营养健康教育及健康促进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在“计划”实施的 ３ 个国

家试点县、２ 个地方试点县和 ４ 个未开展“计划”的地区(县级)随机各抽取 １ 所小学和 １ 所初中ꎬ选择四至九年级学生

３ ８３３名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农村学生对含蛋白质、钙和铁丰富食物的知晓率分别为 ７６.６％ꎬ７０.６％和 ６９.４％ꎻ有 ８８.９％的

学生几乎每天都吃早餐ꎬ但早餐质量得分中位数仅为 ３.０(２.０ꎬ４.０)分ꎬ国家试点地区学生的早餐质量得分高于地方试点和

非试点(Ｐ 值均<０.０５)ꎻ学生营养知识—态度—行为(ＫＡＰ)总分的中位数为 ４３.０(３８.０ꎬ４７.０)分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ꎬ
农村学生营养素养的影响因素包括学段和当地“计划”实施类型(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计划”的实施对农村学生营养素

养具有积极影响ꎮ 应进一步加强营养健康教育、改善营养环境ꎬ促进农村学生营养健康状况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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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素养是获取、处理和理解食物与营养基本信

息并运用信息做出正确健康决策的能力[１] ꎮ 目前我

国农村地区学龄儿童营养素养水平普遍偏低ꎬ成为阻

碍营养健康状况改善的重要因素[２－４] ꎮ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下简称“计

划”)实施以来ꎬ通过为试点地区贫困农村的中小学生

提供营养餐或课间加餐、建设食堂改善就餐条件等方

式促进了农村学龄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改善[５] ꎬ同时

“计划”也将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定为学校的一项职

责[６] ꎬ旨在进一步促进学生营养健康ꎮ 本研究通过分

析“计划”不同试点地区农村学生营养知识、态度和饮

食行为得分情况及其影响因素ꎬ探究“计划”实施与农

村学生营养素养之间的关系ꎬ为农村中小学生营养健

康教育及健康促进提供科学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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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再选择分别位于北部、南部的内

蒙古、湖北 ２ 个省中未开展“计划”的县和北京流动人

口较密集的 ２ 个区共 ４ 个县级地区ꎮ 从每县(区)随

机抽取 １ 所初中和 １ 所小学(或仅抽取 １ 所九年一贯

制学校)ꎬ在四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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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北京市随进城务工人员

来京上学的主要为小学生ꎬ初中生较少且分散ꎬ故仅

选取小学进行调查ꎮ 共调查 １４ 所学校ꎬ包括中学 ５

５８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２



所ꎬ小学 ７ 所ꎬ九年一贯制学校 ２ 所ꎮ 共发放学生问卷

３ ９４８ 份ꎬ收回问卷 ３ ９１７ 份ꎬ有效问卷 ３ ８３３ 份ꎬ有效

回收率为 ９７.１％ꎮ 其中男生占 ５４.７％ꎬ女生占 ４５.３％ꎻ
小学生占 ５５.０％ꎬ中学生占 ４５.０％ꎻ国家试点、地方试

点和非试点地区学生分别占 ３９.２％ꎬ２２.４％和 ３８.３％ꎮ
本研究经过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１.２　 方法　 在征求相关专家的基础上参照已有的儿

童营养素养调查问卷[７] ꎬ并结合“计划”实施情况[６] 和

农村学生的认知情况ꎬ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ꎮ 问卷内容

包括营养知识、营养态度和饮食行为( ＫＡＰ)ꎬ以及对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认识、满意度情

况ꎬ本文选择学生营养知识、态度和饮食行为部分进

行分析ꎮ 营养知识包括含蛋白质、钙、铁丰富的食物ꎻ
营养态度包括饮食对生长发育的重要性、吃早餐对生

长发育的重要性、营养知识对健康的重要性、改变饮

食习惯的意愿以及对营养知识的兴趣ꎻ饮食行为包括

早餐频率、早餐质量和肉、奶、蛋、豆、菜的摄入频率ꎮ
营养知识部分共 ３ 题ꎬ每题答对计 １ 分ꎬ答错、不答均

不计分ꎬ满分为 ３ 分ꎮ 营养态度部分共 ５ 题ꎬ对回答

“非常重要”的计 ４ 分ꎬ“重要”计 ３ 分ꎬ“不知道”计 ２
分ꎬ“不重要”计 １ 分ꎬ满分为 ２０ 分ꎮ 营养行为部分 ７
题ꎬ对早餐频率和摄入肉、奶、蛋、豆、菜的频率回答

“几乎每天都吃” 计 ４ 分ꎬ“每周吃 ３ ~ ４ 次” 计 ３ 分ꎬ
“每周吃 １ ~ ２ 次”计 ２ 分ꎬ“几乎不吃”计 １ 分ꎬ满分为

２８ 分ꎻ早餐内容包含粮谷类计 １ 分ꎬ肉、蛋、鱼计 １ 分ꎬ
奶及奶制品或大豆及其制品计 １ 分ꎬ新鲜水果蔬菜计

１ 分ꎬ累计分数为早餐质量评分ꎬ满分为 ４ 分ꎮ 营养

ＫＡＰ 总分满分为 ５１ 分ꎮ
由经过培训的项目组成员担任调查员ꎬ在班主任

教师的配合下进行问卷发放ꎬ在学生现场自行填写后

调查员对问卷的完整性和逻辑进行检查ꎬ并统一回

收ꎮ 信度检验结果显示ꎬ营养知识、营养、饮食行为部

分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７２ꎬ０.５９ꎬ０.７５ꎮ 调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１２ 月开展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的分析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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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分布ꎮ 对 ２ 组

偏态分布资料采用 Ｚ 检验进行比较ꎬ使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
Ｗａｌｌｉｓ 秩和检验对多组偏态分布资料进行比较ꎬ存在

组间差异的转换为秩次后再采用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 检验进行

组间比较ꎮ 以 ＫＡＰ 总分为因变量ꎬ性别、学段、实施

“计划”地区类型为自变量ꎬ并对多分类变量进行哑变

量处理ꎬ对学生营养素养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试点地区农村学生营养 ＫＡＰ 得分比较　 见

表 １ꎮ

表 １　 学生营养知识态度及饮食行为得分不同“计划”实施类型地区间比较 / [Ｍ(ＱＵꎬＱＬ)]

营养 ＫＡＰ
国家试点

(ｎ＝ １ ５０４)
地方试点

(ｎ＝ ８６０)
非试点

(ｎ＝ １ ４６９)
合计

(ｎ＝ ３ ８３３)
χ２ 值 Ｐ 值

营养知识
　 含蛋白质丰富的食物 １.０(１.０ꎬ１.０) １.０(０.０ꎬ１.０) １.０(０.０ꎬ１.０) １.０(１.０ꎬ１.０) ３０５.５９ <０.０１
　 含钙丰富的食物 １.０(０.０ꎬ１.０) １.０(１.０ꎬ１.０) １.０(０.０ꎬ１.０) １.０(０.０ꎬ１.０) ６４.６０ <０.０１
　 含铁丰富的食物 １.０(１.０ꎬ１.０) １.０(０.０ꎬ１.０) １.０(０.０ꎬ１.０) １.０(０.０ꎬ１.０) ４６９.９２ <０.０１
营养态度
　 饮食对生长发育的重要性 ４.０(４.０ꎬ４.０) ４.０(４.０ꎬ４.０) ４.０(４.０ꎬ４.０) ４.０(４.０ꎬ４.０) ６６.８７ <０.０１
　 早餐对生长发育的重要性 ４.０(４.０ꎬ４.０)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４.０(４.０ꎬ４.０) １２０.２０ <０.０１
　 营养知识的重要性 ４.０(４.０ꎬ４.０)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４.０(４.０ꎬ４.０) ９７.４５ <０.０１
　 改为健康饮食习惯的意愿 ４.０(４.０ꎬ４.０)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１９３.００ <０.０１
　 对营养知识的兴趣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３.０(３.０ꎬ４.０) ３.０(２.０ꎬ４.０)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４２１.８９ <０.０１
饮食行为
　 早餐频率 ４.０(４.０ꎬ４.０) ４.０(４.０ꎬ４.０) ４.０(４.０ꎬ４.０) ４.０(４.０ꎬ４.０) １２０.０６ <０.０１
　 早餐质量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２.０(２.０ꎬ３.０) ２.０(１.０ꎬ３.０) ３.０(２.０ꎬ４.０) ９７３.０６ <０.０１
　 吃肉的频率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３.０(２.０ꎬ４.０)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５８４.４５ <０.０１
　 喝奶的频率 ３.０(２.０ꎬ４.０) ３.０(２.０ꎬ４.０) ３.０(１.０ꎬ４.０) ３.０(２.０ꎬ４.０) ４７.９４ <０.０１
　 吃蛋的频率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３.０(２.０ꎬ４.０) ３.０(２.０ꎬ４.０) ３.０(２.０ꎬ４.０) ４３１.８８ <０.０１
　 吃豆类的频率 ３.０(３.０ꎬ４.０) ３.０(２.０ꎬ３.０) ２.０(１.０ꎬ３.０) ３.０(２.０ꎬ３.０) ４８７.７０ <０.０１
　 吃新鲜蔬菜的频率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４.０(３.０ꎬ４.０) ６３.４９ <０.０１

　 　 “计划”实施情况不同的地区学生营养 ＫＡＰ 每题

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在营养知

识方面ꎬ参与调查地区农村学生对“含蛋白质丰富的

食物”的知晓率最高(７６.６％)ꎬ对“含钙丰富的食物”
的知晓率为 ７０.６％ꎬ对“含铁丰富的食物”的知晓率为

６９.４％ꎮ 不同类型试点地区之间ꎬ除地方试点与国家

试点地区学生对“含钙丰富的食物”的得分情况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国家试点地区学生其他 ２ 题

的得分均比地方试点和非试点地区学生高(Ｐ 值均<
０ ０５)ꎮ

在营养态度方面ꎬ认为健康饮食、吃早餐、学习营

养知识对生长发育“非常重要”的学生分别占 ８１ ６％ꎬ
７８.０％和 ７７.１％ꎬ但是只有 ６４.２％的学生“非常愿意”
改变为健康的饮食习惯ꎬ只有 ５１.７％的学生对营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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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感兴趣ꎮ 在每项营养态度题目的得分上国家试点

地区学生均高于地方试点和非试点地区学生(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在饮食行为方面ꎬ８８.９％的被调查农村学生几乎

每天都吃早餐ꎬ但早餐质量得分中位数仅为 ３.０(２.０ꎬ
４.０)分ꎮ 国家试点地区学生的早餐质量得分高于地方

试点和非试点地区ꎬ学生对肉、奶、蛋、豆类食物的摄

入频率得分均呈现出试点地区高于非试点地区的趋

势(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２　 农村学生营养 ＫＡＰ 得分的单因素分析　 农村学

生营养 ＫＡＰ 总分中位数为 ４３.０(３８.０ꎬ４７.０)分ꎬ不同

地区学生 ＫＡＰ 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ꎬ国
家试点地区的学生得分高于地方试点和非试点地区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被调查学生的营养知识总分中位数为 ２.５(２.０ꎬ

３ ０)分ꎬ中学生得分高于小学生(Ｐ<０.０１)ꎮ 不同实施

情况地区学生之间营养知识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ꎬ国家试点地区学生得分高于高于地方试点

和非试点地区(Ｐ 值均<０.０５)ꎮ
在营养态度方面ꎬ学生总体的得分中位数为 １９.０

(１７.０ꎬ２０.０)分ꎮ 女生营养态度得分高于男生ꎬ小学生

得分高于中学生(Ｐ 值均<０.０１)ꎮ 不同地区学生态度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ꎬ国家试点地区的学生营

养态度得分高于地方试点和非试点地区学生(Ｐ 值均

<０.０５)ꎮ
饮食行为方面ꎬ被调查学生得分中位数为 ２２. ０

(１９.０ꎬ２５.０)分ꎬ不同试点类型地区学生得分不同(Ｐ<
０.０１)ꎬ国家试点地区的学生饮食行为得分高于地方试

点和非试点地区(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组别农村地区学生营养知识态度及饮食行为得分比较(ｎ＝ ３ ８３３)

组别
知识

Ｍ(ＱＵꎬＱＬ) Ｚ / χ２ 值 Ｐ 值

态度

Ｍ(ＱＵꎬＱＬ) Ｚ / χ２ 值 Ｐ 值

行为

Ｍ(ＱＵꎬＱＬ) Ｚ / χ２ 值 Ｐ 值

ＫＡＰ 总分

Ｍ(ＱＵꎬＱＬ) Ｚ /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２.０(２.０ꎬ３.０) ０.４７ ０.６４ １９.０(１７.０ꎬ２０.０) ３.６８ <０.０１ ２２.０(１９.０ꎬ２５.０) ０.７９ ０.４３ ４３.０(３８.０ꎬ４７.０) １.６０ ０.１１

女 ２.０(２.０ꎬ３.０) １９.０(１７.０ꎬ２０.０) ２２.０(１９.０ꎬ２５.０) ４３.０(３８.０ꎬ４７.０)
学段 小学 ２.０(１.０ꎬ３.０) －１０.３０ <０.０１ １９.０(１７.０ꎬ２０.０) －３.２６ <０.０１ ２２.０(１９.０ꎬ２５.０) －０.２２ ０.８３ ４２.０(３８.０ꎬ４７.０) －０.４０ ０.６９

中学 ３.０(２.０ꎬ３.０) １９.０(１７.０ꎬ２０.０) ２３.０(２０.０ꎬ２５.０) ４３.０(３９.０ꎬ４６.０)
地区 国家试点 ３.０(２.０ꎬ３.０) １５１.１３ <０.０１ １９.０(１９.０ꎬ２０.０) ４６７.８７ <０.０１ ２４.０(２２.０ꎬ２６.０) ３７６.２８ <０.０１ ４６.０(４３.０ꎬ４９.０) ３４１.４２ <０.０１

地方试点 ２.５(１.０ꎬ３.０) １８.０(１６.０ꎬ２０.０) ２２.０(１９.０ꎬ２５.０) ４２.０(３８.０ꎬ４６.０)
非试点 ２.０(１.０ꎬ３.０) １８.０(１６.０ꎬ２０.０) ２０.０(１７.０ꎬ２２.０) ３９.０(３５.０ꎬ４３.０)

　 　 对学生营养知识、态度和饮食行为的得分进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ꎬ结果显示ꎬ营养知识与营养态度

得分相关系数为 ０.３６ꎬ与饮食行为得分的相关系数为

０.３５ꎬ营养态度与饮食行为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４４(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农村学生营养素养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　 结果显示ꎬ以小学为参照ꎬ中学对学生营养 ＫＡＰ
总分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ꎻ在试点类型中以非试点地

区为参照ꎬ国家试点和地方试点对学生营养 ＫＡＰ 总分

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农村地区学生营养素养

(ＫＡＰ 总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３ ８３３)

常数与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β 值 ｔ 值 Ｐ 值
常数项 ３９.３０ ０.１８ － ２２１.７９ <０.０１
性别 男 ０.０４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２２ ０.８３
学段 中学 －０.６７ ０.１７ －０.０６ －３.８７ <０.０１
实施地区 国家试点 ６.５０ ０.２０ ０.５５ ３３.４１ <０.０１
　 类型 地方试点 ２.８５ ０.２３ ０.２０ １２.３３ <０.０１

３　 讨论

学生的营养素养由营养知识水平、态度和饮食行

为情况构成ꎬ主要受遗传因素、家庭及学校的营养教

育以及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８] ꎮ 学校营养环

境包括营养政策、健康食物可及性、食物营养安全质

量等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ꎬ能够对学生的饮食行为和

营养健康状况产生重要影响[９－１０] ꎮ 学校负责对学生

及家长开展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ꎬ引导学生建立健康

的饮食行为模式ꎬ促进农村学生营养素养的提升[６] ꎮ
通过对学生进行营养健康知识宣教ꎬ提高学生的营养

素养水平不仅能直接影响营养健康状况ꎬ还能影响学

生对供餐的依从性ꎬ减少对学校供餐的浪费[１１－１２] ꎮ 研

究“计划”实施对农村学生营养素养的影响对于促进

供餐工作的科学实施和农村学生营养健康的发展有

重要意义ꎮ
本研究发现ꎬ学生对含蛋白质丰富的食物方面知

识知晓情况较好ꎬ对含铁和钙丰富的食物方面的知识

知晓情况尚可ꎬ且试点地区学生对于后 ２ 项知识得分

情况好于非试点地区学生ꎮ 可能与“计划”的实施使

试点地区学校对学生营养健康更加重视ꎬ增加了营养

健康教育的开展有关ꎮ 地方试点地区对“含钙丰富的

食物”得分情况较好ꎬ可能是部分地方试点被调查学

校采用供应“牛奶＋鸡蛋”的模式ꎬ学生通过饮奶知识

宣传掌握相关的营养知识ꎮ 整体上被调查农村学生

的营养态度较好ꎬ尤其是对营养对生长发育的重要性

比较认同ꎬ但改变饮食行为和主动学习营养知识的积

极性不足ꎬ与对城市儿童的研究结果一致[７] ꎮ 在饮食

行为方面ꎬ被调查农村学生吃早餐的频率整体较高ꎬ
但早餐质量不理想ꎬ与张倩等[１３]研究结果一致ꎮ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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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地区的学生吃早餐的质量最高ꎬ可能是部分国家

试点学校采取供应免费早餐的模式ꎬ通过供应营养丰

富、搭配均衡的早餐提高了学生早餐的质量ꎮ 试点地

区学生肉、奶、蛋、豆类食物的摄入频率高于非试点地

区ꎬ以上几类食物是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ꎬ也是“计

划”要求重点供应的食物[６] ꎮ 可见“计划”的实施对于

农村学生改善膳食结构、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有积极

的影响ꎮ
本研究发现ꎬ农村学生的营养知识、态度和饮食

行为部分得分之间呈正相关ꎬ学生的营养知识水平越

高ꎬ态度越积极ꎬ饮食行为越好ꎬ但相关系数均低于

０ ５ꎮ 农村学生营养素养的影响因素包括学段和“计

划”实施的类型ꎮ 其中小学生营养素养高于中学生ꎬ
从单因素分析可得中学生的营养知识水平高于小学

生ꎬ但营养态度不如小学生ꎬ 与其他研究结果一

致[４ꎬ１４] ꎮ 调查的“计划” 实施地区比非试点地区学生

营养素养更高ꎬ且国家试点地区学生的营养素养高于

地方试点地区ꎬ在营养 ＫＡＰ 总分及营养知识、态度和

饮食行为各部分得分的单因素分析中也有相同的趋

势ꎬ可见“计划”的实施对于学生营养素养的提升具有

积极影响ꎬ且对于国家试点地区学生的影响最强ꎮ
本研究发现ꎬ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

实施对试点地区农村学生的营养素养可能具有积极

影响ꎬ但农村学生营养素养水平依然较低ꎬ存在营养

知识掌握不足、饮食行为难改变、饮食结构不合理的

情况ꎮ 应进一步推进“计划”发展和加强贫困农村地

区的营养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ꎬ使学生营养健康

状况改善、营养素养提升和营养健康环境的改善互相

促进ꎬ形成良性循环ꎮ 健康教育是提高学生营养素养

的重要手段之一ꎬ可以传达和沟通营养知识、信念、态
度ꎬ使学生掌握必要的营养技能[１５] ꎮ 健康教育的方式

包括校内宣传、讲座、课程及主题日活动等ꎮ 加强营

养教育对于学校供餐计划的实施具有辅助作用ꎬ有利

于营造良好的营养健康环境[１６] ꎮ “计划”不同实施类

型的地区均应重视健康教育工作ꎬ并定期开展学生营

养素养和健康教育情况调查来进行效果评估ꎮ 教育

部门应落实营养健康教育课时ꎬ鼓励相关课本、宣教

材料的研发和应用ꎬ充分利用“学生营养日”等主题日

开展校园活动ꎬ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学生对营养

知识的兴趣ꎮ 学校应根据中小学生不同的认知和心

理特点ꎬ开展不同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ꎮ 对于小学生

着重于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ꎬ使其掌握基本的营养知

识和技能ꎻ对于中学生应着重介绍青春期生长发育的

特点及营养需求ꎬ并结合生活实际开展实践课程ꎬ提

高营养素养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兴趣ꎮ 学校供餐是一

项系统工程ꎬ“计划”对农村学生营养素养的影响也应

作为其效果评估的一部分ꎮ 今后应加强对农村学校

健康教育开展情况和学生营养素养的监测研究ꎬ探索

健康教育与供餐的协同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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