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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膳食指导和营养宣教的重要性

提高师生、家长、供餐人员营养知识水平；

指导食堂工作人员为学生提供符合学生生长

发育需求的食物，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领导重要指示—刘延东

要积极开展营养教育；

加强营养配餐、科学饮食方面的指导，向学生

家长、教师和供餐人员普及营养科学知识；

帮助他们形成科学的营养观念和良好饮食习惯

—— 2011年11月24日，在部署实施“计划”

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领导重要指示—袁贵仁

积极开展营养健康教育。组织建立专家工作组，加强

营养配餐、科学饮食方面的指导和服务。

将营养健康教育纳入课堂教学，落实国家教学计划规

定的营养健康教育时间。通过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形

式和手段，积极向广大学生、家长、教师和供餐人员

普及营养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的营养观念。

——2011年11月24日，在部署实施“计划” 电视

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领导重要指示—鲁昕

强化营养指导——多组织一些专业培训、现场指导和

专家蹲点等活动。

让专家能够面对面向试点学校的广大师生、家长和供

餐人员普及营养科学知识。

——2011年11月24日，在部署实施“计划” 电视

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领导重要指示—刘利民

要进一步加强学生营养健康教育。

要通过加强学生营养健康教育，让学生全面掌握科学

的膳食营养知识，使学生养成终身受益的饮食习惯。

要加强科学配餐指导。要充分利用“学生电子营养师

系统”、《农村学生膳食营养指导手册》等工具，把

营养配餐指导工作做细做实。

——2014 年4月10日，在全国“计划”2014 年
春季视频调度会上的讲话。



1、生理特点

2、营养问题

3、开展营养宣教的必要性



（1）生长发育速度的不均衡性

 3-11岁生长速度平稳

 青春早期生长快（女生10岁，男生12岁）

 青春中期以后变慢

（2）赶上生长（营养的重要性）

 营养不良或疾病，会造成儿童身高、体重发育低于同

龄孩子。

 阻碍的原因被消除后，随着营养充分补充和疾病的痊

愈，会以超过该年龄组的正常速度迅速恢复生长，赶

上同龄孩子高度，这种现象被称之为“赶上生长”。

1、中小学生的特点——生理方面



青春期的体重与身高变化

青春期体重与身高迅速增加，特别是体重增长

更显著，是继婴儿期后出现的第二个高峰。体型改

变出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女孩迅速生长比男孩

早1-2年，但增长的幅度不如男孩。

在这一时期，身高的增长可从平时每年增长4~6cm

增至每年8~10cm， 女生17/18岁，男生22岁，身高

基本停止生长；体重从每年平均增加1.5~2kg增至每

年5~6kg。



中小学生的特点——营养需求

他们所需的营养不仅仅是要维持生命活动和生活与

劳动，还要满足其迅速生长发育的需要。

在整个发育期间，由于机体的物质代谢是合成代谢

大于分解代谢。

所需能量和各种营养素相对比成人高，尤其是能量

和蛋白质、脂类、钙、锌、铁等。

贫血：青春期女生



（1）营养知识缺乏

（2）不健康饮食行为普遍

吃不好早餐

不会正确吃零食

边看电视边吃饭

含糖饮料摄入增加

西式快餐食用增加

2、中小学生存在的营养问题



（3）营养双重挑战

营养不足，微量营养素缺乏仍较普遍

超重肥胖增长快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低龄化

（4）食物浪费现象严重

我国个人和家庭每年可能浪费约110亿斤粮食

，相当于1500万人一年的口粮。



（5）饮食礼仪逐渐丧失

（6）“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者越来越多

（7）传统饮食文化面临危机



3、开展营养宣教的必要性

食堂工作人员——食物采购、食谱制定

学生——挑食、偏食

师生、家长营养知识匮乏，存在误区





学校食物供应是否合适？

表3（就餐人数、天数，食物购买记录）

推荐值

学校营养素供应是否合适？

表3（就餐人数、天数，食物购买记录）

食物成分表

推荐值































营养教育前后的变化

没想到早餐对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学习这么重要，
我一定要告诉家长重视孩子的早餐，让他们坚持
每天吃早餐，吃好早餐！我还要向学校领导建议
，安排一些时间给同学们讲授营养知识，让孩子
们从小了解点营养知识，有助于健康成长。

教育前

一位老师说，“孩子现在

不知道营养没关系，只要学

习成绩好了，考上大学后自

然而然就懂了”

教育后
鸡蛋换方便面
零花钱买零食
不吃早餐
贫穷谈何营养
不知道早餐的危害
不知道合理食物搭配

主动改善早餐

合理利用零花钱

利用当地食物资源改善营养

领导重视（鸡蛋工程）

食堂制作一周食谱



影响 决定

良好的饮食行为，是保证健康的基础

有了正确营养和健康认识，才可能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

并坚持下去，最终获得健康。

营养宣教是提高健康认识、培养饮食行为的有效手段。

认识 行为 健康



儿童时期形成的饮食行为可持续一生

儿童时期的饮食行为具有可塑性



营养教育内容

不能闭门造车，要从调查中来：

学生关注的问题

存在的主要营养问题

学生目前存在不健康的饮食行为



《中小学健康教育

指导纲要》

——教育部教体艺

【2008】12号



营养内容--《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08）

目标
基本内容

营养知识 饮食行为

小学

1-2年级

知道偏食、挑食对健康的影响，

养成良好的饮水、饮食习惯。

每日适宜饮水量，提倡喝白开水；吃好

早餐；经常喝牛奶、食用豆类及豆制品

有益生长发育和健康。

适量饮水有益健康，一

日三餐有规律；偏食、

挑食对健康的影响。

3-4年级

了解营养不良等疾病的基本知

识及预防方法。

人体所需的主要营养素，了解营养不良

基本知识及其预防方法。

不吃不洁、腐败变质、

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生

吃蔬菜水果要洗净。

5-6年级

了解健康的含义与健康的

生活方式，初步形成健康意识；

了解营养对促进儿童青少年生

长发育的意义，树立正确的营

养观。

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

和薯类，注意荤素搭配。

健康的生活方式

（主要包括合理膳食）

有利于健康；日常生活

饮食应适度，不暴饮暴

食，不盲目节食，适当

零食。

初中

了解生活方式与健康的关系，

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了解平衡膳食、合理营养意义，

养成科学、营养的饮食习惯；

了解充足睡眠对儿童青少年生

长发育的重要意义。

青春期充足的营养素，保证生长发育的

需要；贫血的健康危害；营养配餐、饭

菜烹调、饮食设计和计划。

健康生活方式：不良生

活方式有害健康，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与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

膳食平衡有利于促进健

康。



信息设计原则

正确

通俗易懂

文化和社会习俗适当

有效实用

简明关键

中肯

正面教育



吃椰菜有助于你的皮肤看上去更年轻
如果你不吃椰菜，你将过早老化

信息的表达形式

晓之以理与动之以情

积极与消极

大众化与个人性

幽默与严肃

教育式与讨论式

量化与质化



方式

健康教育课堂

讲座

宣传栏

广播

张贴画

 黑板报

 主题班会

 知识竞赛

 征文比赛

 ……

多 样 化



健康教育课堂

道具

提问诱导式

趣味性

……



主 题 班 会

“健康饮食，快乐成长”主题班会
----快板“营养均衡体康健”和食物秀

拒绝肥胖主题班会（童话剧、舞蹈、
快板等形式）



专家讲座



黑板报、宣传栏、电子屏



膳食宝塔拼图、立体画、谜语卡等游戏类



营养健康知识张贴画：同样的三张贴一起



播放动画片



营养健康知识绘画比赛

快乐10分钟专题画展

营养与健康专题画展



营养健康知识手抄报



营养健康知识竞赛

这个怎么回答？再想想......

学习健康知识，争做快乐少年!
---营养健康知识比赛发奖啦！

全对了，学习效果不错哦！



培养学生兴趣和能力

校园经济

烹饪比赛

食谱设计比赛

自我评价能力

……



建立支持性环境
当地疾控中心、食品药品监督所等部
门联合，形成教育合力

学校的营养宣传氛围

教师的营养知识水平

食堂供餐人员的营养知识水平和配餐
技能

加强食堂建设/供餐单位的选择

洗手设施和环境卫生



提高学校教师的营养知识水平和技能

承担食育的教师

集中培训

内部培训和交流

配套课件、书籍、教案和网络支持等

其他教师

 教师讲座

 发放宣传材料

确保知识的准确性



食堂供餐人员的营养知识水平和配餐技能

定期集中培训，每学期至少1次

发放科普书籍/宣传材料



加强社区行动

1、加强社区的政策宣传和营养知识宣传

家长：

 小手拉大手

 家长讲座

 家长信

 折页

大众：

 横幅(集市人多的地方）

 广播

 宣传栏

 折页

2、邀请社区参与学校的实施和督导

3、组织学生参与到针对社区的宣教活动中



学校也是对家长开展食育的一个主阵地

小手拉大手

 家长讲座

 家长信

 折页

 家长开放日

……

科普性、当地化



影响 决定

认识 -- 健康行为

重复，重复，再重复…… 

认识 行为 健康



谢谢大家！
为了孩子的健康，共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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