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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超重和肥胖现已成为全球的公共卫生问

题[１－２] ꎮ 常见的流行性肥胖症是由于能量摄入和消耗

间长期不平衡导致的一种反常的、脂肪堆积过多的状

态[３－４] ꎮ 超重和肥胖不仅会大幅度增加糖尿病、高胆

固醇、代谢综合征、睡眠呼吸中止症等非传染性疾病

的患病风险ꎬ而且影响儿童心理健康[５－６] ꎮ 肥胖症的

治疗难度大且长期效果差ꎬ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和生活

质量ꎮ Ｗｈｉｔａｋｅｒ 等[７]研究发现ꎬ排除遗传因素ꎬ如果儿

童在 ５ 岁前脂肪发生早期重聚而患肥胖症ꎬ则成年期

患肥胖症的风险会显著增加ꎮ 世界卫生组织将 ２０２５
年作为能够达到控制儿童肥胖不再增加的目标[２] ꎮ
中国国务院在 ２０１７ 年颁布的«国民营养计划(２０１７—
２０３０ 年)»中明确提出要有效控制学生肥胖率的上升

趋势ꎬ对学生超重、肥胖开展干预ꎬ分析家庭、学校和

社会等影响因素ꎬ提出有针对性的综合干预措施ꎮ

１　 家庭喂养在儿童超重和肥胖形成中的重要性

儿童肥胖的发生与遗传、出生体重、家庭环境、喂
养方式、体育锻炼等因素均密切相关[３ꎬ８－１３] ꎮ 当今对

儿童肥胖危险因素的跨学科研究都从儿童成长的生

态系统出发ꎬ 尤其是幼儿所处的家庭养育环境入

手[１４－１５] ꎮ 家长是儿童最初的食物提供者和控制者ꎬ决
定了儿童早期饮食的频率、食物种类和数量[１６] ꎮ 家庭

喂养与儿童饮食行为、饮食偏好、食物选择和儿童超

重 / 肥胖有显著联系[１７－１８] ꎮ 在对华人儿童肥胖的危险

因素识别中ꎬ家庭喂养更是尤为重要[１５] ꎮ 但对儿童饮

食习惯养成中喂养者的因素和环境的探究和梳理还

不成体系[５] ꎮ 针对儿童早期家庭喂养进行研究ꎬ对于

肥胖症预防和干预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ꎮ

２　 家长对儿童肥胖和喂养的认知

家长对儿童肥胖症的认知和喂养观念是家长采

取积极喂养行为的关键[１９] ꎮ 赵翠娟等[２０] 对上海市郊

区学龄前儿童家长调查发现ꎬ家长对儿童肥胖知识的

知晓率低ꎬ 其中肥胖症判断标准的知晓率父亲为

３６ １２％、母亲为 ３０ ５２％ꎬ肥胖危害的知晓率父亲为

４１ ８６％、母亲为 ４７ ３７％ꎬ肥胖需要从小控制的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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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 ２６ ５２％、母亲为 ２２ ６８％ꎮ 张军等[２１]在对农村

学前儿童研究中发现ꎬ肥胖儿童和对照组儿童的家长

营养知识普遍匮乏ꎬ对待孩子肥胖态度存在误区ꎬ很
少对孩子的不良膳食行为进行积极干预ꎮ 李晓慧

等[２２]对我国 １１ 个城市学龄前儿童调查发现ꎬ在所有

肥胖儿童的家庭中ꎬ父亲、母亲或祖辈至少一方认为

孩子不胖的儿童有 ４５ ６％ꎬ认为孩子进食过少的有

１５ ３％ꎻ有 ８４ ９％肥胖儿童的至少一方家长认为孩子

肥胖对健康无害ꎮ 其中父亲、母亲和祖辈认为孩子肥

胖对健康无害甚至对健康有好处的分别占 ７８ ４％ꎬ
７５ ４％和 ７１ ５％ꎻ在正常体重儿童中ꎬ父亲、母亲和祖

辈认为肥胖对健康无害的比例也分别高达 ８２ ６％ꎬ
７９ １％和 ７６ ５％ꎮ

Ｊｉａｎｇ 等[２３]通过访谈发现ꎬ我国祖辈家长都曾经

有过食物匮乏或饥饿的经历ꎬ所以希望通过提供充足

的食物让孙辈享受开心的生活ꎬ即使孩子的父母不同

意ꎬ也会给孩子提供大量的零食和甜食ꎮ 同时ꎬ祖辈

家长想通过食物来表达爱ꎬ并将幼儿养胖作为向家长

证明自己养育成果的证据ꎮ Ｃｈｅａｈ 等[２４] 在美华人移

民母亲的访谈发现ꎬ华人母亲经常通过做饭和给孩子

最爱吃的来表达爱和关心ꎮ
家长对子女体重水平的正确感知是家长能否对

儿童肥胖症进行预防和干预的关键[２５] ꎮ Ｌｕｎｄａｈｌ
等[２６]对家长感知子女体重水平的元分析表明ꎬ６０％的

超重儿童家长都会低估自己孩子超重的体型ꎮ 对不

同华人地区的研究一致发现ꎬ近半数家长不能正确认

知子女体重水平ꎬ且家长更倾向于低估子女体重ꎬ而
这种错误认知尤其常见于超重儿童的家长ꎮ 如王付

曼等[２７]研究显示ꎬ我国 ９ 个地区学龄前儿童家长的体

型正确感知率为 ５７ ７８％ꎬ而家长低估子女体重水平

的比例为 ４０ ３％ꎮ 王燕等[２８]对北京、高雄和旧金山的

华人学龄前儿童家庭调查发现ꎬ超重 / 肥胖儿童中仅

２６ ３％的家长能正确感知子女超重ꎮ 陈楚琳等[２９] 调

查发现ꎬ上海地区 ５３ ５４％的学龄前儿童母亲能够准

确感 知 子 女 的 体 重 水 平ꎬ 但 低 估 体 重 水 平 者

(３８ ８９％)远高于高估者(７ ５８％)ꎮ Ｗａｎｇ 等[３０] 对上

海市低体重儿童、正常体重和超重的 ３ 组儿童比较发

现ꎬ可以正确感知子女体重水平的家长比例分别为低

体重儿童组 ９１ １％、正常体重儿童组 ５２ ３％和超重儿

童组 ６１ ７％ꎮ
有研究表明ꎬ家长对子女体重水平感知的偏差可

能与儿童年龄、家长受教育程度和自身体重有关[２５] ꎮ
男童的体重较女童更容易被低估[２７ꎬ３１] ꎬ正常体重的母

亲较低体重母亲更可能低估子女体重水平[３１] ꎮ 但尚

无研究对中国家长的体重水平感知偏差做出一致解

释ꎮ 提出华人儿童肥胖风险因素模型的 Ｚｈｏｕ 等[１５] 认

为ꎬ对儿童体重水平感知的偏差可能与中国早期食物

资源匮乏有关ꎬ并且传统文化观念更认同体型大的儿

童ꎬ认为这是健康可爱和家庭经济状况好的标志ꎮ

３　 家长喂养行为

家长在儿童合理的饮食行为养成过程中起重要

作用ꎬ并采取控制儿童进食量和食物种类的行为直接

影响儿童饮食行为[３２] ꎮ 家长喂养行为包括管控型和

工具型喂养行为ꎮ 管控型喂养行为包括强迫儿童进

食(即要求儿童多吃或增加某种食物的进食量)ꎬ限制

非健康饮食等高管控型喂养行为ꎬ以及监督儿童的饮

食ꎬ使儿童参与饮食决策ꎬ或教育儿童健康饮食等低

管控型喂养行为[１６ꎬ１８] ꎮ 工具型喂养行为是指通过食

物来管理儿童行为和情绪的方式ꎬ如奖励甜食或零

食ꎬ准许不吃蔬菜等[３３] ꎮ 国外研究一致发现ꎬ强迫进

食和限制等高管控型喂养行为对儿童超重和肥胖有

显著影响[３２] ꎮ 工具型喂养行为更会长期影响儿童的

情绪调节ꎬ甚至发展为情绪性进食[３４] ꎮ 而用食物来交

换孩子的好表现ꎬ也会使得孩子更偏爱被奖励的食

物[３５] ꎮ
３.１　 管控型喂养行为　 对于我国家长喂养行为和儿

童超重肥胖关系的研究中ꎬ通常更多地关注婴幼儿早

期的喂养方式(母乳和非母乳喂养)、出生体重、挑食

偏食、父母体重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影

响因素[２２ꎬ３６－３８] ꎮ 我国家长较多地使用强迫喂养行为ꎬ
且强迫喂养与儿童肥胖症检出率及饮食状况有明显

关联ꎮ 徐浙宁等[３９]调查发现ꎬ４３ ５％的学龄前儿童家

庭存在强迫喂养行为ꎬ且 １９ ９％的家庭有“每天至少

一顿” 强迫喂养ꎮ “定量逼迫” ( ７７％) 高于“定时逼

迫”(２３％)ꎬ即家长更强调子女进食量而不是进餐时

间ꎮ 张春华等[４０]调查发现ꎬ３８％的家长会强迫孩子吃

某种食物ꎬ５６ ６％会觉得孩子吃得不够而想尽办法要

求孩子“多吃一点”ꎮ 这 ２ 种强迫进食的喂养行为都

是导致儿童肥胖检出率增高的危险因素[４１－４３] ꎮ
不同的喂养者都存在着高控制型喂养行为ꎬ包括

父母和祖辈家长[１９] ꎮ 李晓慧等[２２] 发现ꎬ ５３ ４％的肥

胖儿童家长有鼓励进食的行为ꎮ 在肥胖儿童家长中ꎬ
有大约 ３４％的父亲和母亲会鼓励孩子多吃ꎬ 而祖辈鼓

励孩子进食的行为最为明显(５１ １％)ꎮ 逼迫喂养与

儿童主动进食和对食物的喜好呈负相关ꎬ对于逼迫喂

养ꎬ儿童的反应为勉强进食、拒绝进食而逃避、表示厌

烦与边睡边吃[３９] ꎮ 除较多地使用强迫喂养行为ꎬ幼儿

家长也较多使用监督进食行为ꎬ且幼儿主动进食和对

食物的喜好都与家长的监督行为呈正相关[４３] ꎮ 李晓

慧等[２２]还发现ꎬ５１ ２％的肥胖儿童家长有不限制零食

的行为ꎬ而不限制孩子零食的家长中ꎬ父母亲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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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０％ꎬ祖辈为 ３９ ８％ꎮ 同时ꎬＺｈｏｕ 等[４４] 对华人移民

母亲的访谈发现ꎬ华人母亲除了较多使用限制不健康

饮食外ꎬ也有很多具有文化特色的高管控喂养行为ꎬ
如用勺子追着喂的强迫喂养、利用社会比较等心理控

制来管控子女进食ꎮ
３.２　 工具型喂养行为　 相较于家长普遍使用的管控

型喂养行为ꎬ家长使用食物作为奖励或惩罚ꎬ或通过

食物来调整幼儿情绪的工具型喂养行为则相对较少ꎮ
我国家长喜欢将“不准吃好吃的” “不准吃饭”作为惩

罚ꎬ而将带子女去饭店或西式快餐店作为奖励[３] ꎮ 李

晓慧等[２２]发现ꎬ４３ ３％的肥胖儿童家长有食物奖励的

行为ꎬ 父亲、 母亲和祖辈分别占 ２４ ０％ꎬ ２９ ２％ 和

３１ ８％ꎮ 李梅等[４２]调查发现ꎬ在维吾尔族小学生家庭

中ꎬ以食物作为子女奖励或惩罚的家庭占 ２５ ５６％ꎬ但
与不以食物作为奖励或惩罚的家庭在儿童肥胖比例

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刘红花等[４３]研究表明ꎬ上海市

１ ~ ３ 岁幼儿的家长用食物来调整幼儿情绪行为较少ꎬ
而幼儿受情绪影响下进食量减少与喂养者用情绪来

调节儿童的工具型喂养行为呈正相关ꎮ
３.３　 家长喂养行为的影响因素　 家长喂养行为的影

响因素包括儿童特征(性别、年龄)、家长受教育程度

和家庭经济状况ꎮ 章志红等[１９]发现ꎬ女孩的家长在控

制型喂养上的得分高于男孩ꎬ而工具型喂养行为则是

儿童的年龄越小ꎬ其家长得分越高ꎮ 文化程度在本科

及以上的父母在积极反应型喂养和放任型喂养 ２ 个维

度上的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学历水平的父母ꎻ在经济状

况较好的家庭中ꎬ放任型喂养得分均较高[１９] ꎮ 但也有

研究表明ꎬ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长采用监督喂养行为

的程度越高[４３] ꎬ同时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采用逼迫喂

养行为的程度也越高[３９ꎬ４３] ꎮ 另外ꎬ家长对儿童体重水

平的感知也是影响因素ꎮ 如龙磊等[４５]发现ꎬ肥胖组学

前儿童的家长有 ３１.５％认为自己孩子不胖ꎬ且鼓励儿

童进食的比例明显高于认为孩子胖的家长ꎮ 陈楚琳

等[２９]调查发现ꎬ在超重儿童组中ꎬ低估子女体重水平

的家长不太担心子女的体重问题ꎬ更可能采取强迫进

食而不是监督饮食的喂养方式ꎮ

４　 家庭喂养环境

在儿童进餐时ꎬ家长能提供安静、积极的喂养环

境是儿童良好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之一[１６ꎬ１８ꎬ４６] ꎮ 徐

浙宁等[３９]发现ꎬ上海市家长普遍认同要营造不训斥、
少干扰、多鼓励和轻松愉快的进餐氛围ꎬ并且家长越

是注意给孩子营造积极的喂养氛围ꎬ儿童的饮食状况

越好ꎮ 刘红花等[４３]也发现ꎬ幼儿的自主进食行为和对

食物的喜好均与父母提供的进餐环境呈正相关ꎮ 同

时ꎬ熊忠贵等[４６]指出我国家长通常存在的误区为“儿

童进食时不能与家人同桌”ꎮ 实际上ꎬ吴旭龙等[３８] 发

现ꎬ与家人一起吃饭的次数多是学前儿童肥胖的保护

因素ꎮ 儿童通过与家人在积极的环境下一同进餐ꎬ可
以受到正确进食习惯的影响ꎮ 相反ꎬ儿童饮食行为习

惯差则与家长不良的喂养行为和家长的喂养焦虑情

绪呈正相关[４７] ꎮ

５　 局限与展望

目前关于我国家长喂养对儿童肥胖症影响的研

究尚不成熟ꎬ主要存在以下 ４ 个问题:一是研究设计均

为横断研究ꎬ缺乏对喂养者与儿童饮食习惯养成和体

重水平关系的长期追踪研究ꎬ因此只能得到描述性结

果ꎮ 二是研究内容局限于对单一的喂养观念、行为或

环境的考察ꎬ或是个别人口社会学变量对于家长喂养

的影响ꎬ并没有全面探究和分析喂养行为和亲子饮食

互动的质量ꎮ 三是对家庭喂养的研究多为小样本ꎬ且
取样多局限于城市ꎬ对于城郊和农村地区的取样不

足ꎬ而跨区域取样的研究更缺乏ꎮ 四是研究工具的选

取上不统一ꎬ改编和自编工具较多ꎮ 我国家长喂养存

在的文化特殊性[１５] ꎬ如祖辈喂养的参与[２３] 和不同喂

养策略的使用[４４] ꎬ鲜有统一和通用工具的开发和

使用ꎮ
综上ꎬ当前我国儿童超重和肥胖症的发展趋势不

容乐观ꎬ而家长在对儿童肥胖的认识和感知、喂养行

为的实施和喂养环境的营造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ꎮ
妇幼保健和卫生部门以及幼儿园和中小学等相关教

育机构应以家庭为中心促进儿童健康ꎮ 如对家长进

行儿童超重和肥胖知识的教育ꎬ提高家长的营养知识

水平ꎬ纠正家长对于儿童肥胖不正确的态度ꎬ使家长

掌握科学合理的喂养行为和创设积极的喂养环境ꎬ对
儿童肥胖的早期预防和干预至关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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