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造适宜儿童发展的
城市食物环境

营养 不足 继 续 给 全 球 带来 严
重的损失。2018年，将近2亿
五 岁以下儿 童 遭 受 着 生长 迟
缓 或消瘦的影响，至 少3.4亿
儿 童与“ 隐性饥饿 ”相伴。与
此同时，有4000万五岁以下儿
童 被 超 重 所困扰 。在20 0 0年
到2016年期间，较大年龄儿童
（5-19岁）全球超重的比例从

10％急剧增加到18%；这意味
着，这个年龄段中目前有3. 37
亿儿童超重。营养不良的三重
负担——营养不足、隐性饥饿
和 超 重 正 威 胁 着 儿 童 、年 轻
人、经济和国家的生存、成长
和发展。这种营养不良的三重
负担是由于儿童饮食质量差所
致。举例来说，每5个六月龄内

婴幼儿中仅有2个是按推荐的
纯母乳喂养的，每3个婴幼儿
中就有2个其膳食没有达到保
障健康和发育的膳食多样性的
最低推荐。同时，许多在校的
青少年饮食不健康，他们经常
食用过度加工食品，如碳酸软
饮料和不健康的快餐食品。

在当今居住在城市地区
的40亿人口中，儿童占近
三分之一。到2050年，预
计全世界70％的儿童将
生活在城市地区。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包括全球化、城市化、经济发展
和技术进步在内的重大全球趋势导致了目前主流的
食物系统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食品能量”或卡路里
的需要，但却未必能够带来健康的食物。与农村地
区相比，城市食物环境中的居民更多地食用添加了
盐、糖和饱和脂肪的加工食品，通常对动物性食品的
需求也更大。同时，当前的食物系统正在加剧着气候
变化、食物浪费和损失、环境退化和经济不平等。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2019年世界儿童
状况》2强调了城市环境中儿童所面临的挑战，包括
城市中快餐和包装零食随手可得，而户外可供聚会和
玩耍的空间却有限。改变城市食物环境是一项明确
而迫切的需求。尽管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性，但所有
城市都可以产生并激励人们做出改变，以确保所有

儿童都享有健康且可持续的膳食。

EAT和UNICEF正在为改善城市食物环境，为儿童和
青少年提供健康和可持续的膳食，造福整个城市共
同探索。健康的食物环境对于确保现在和将来所有
人的健康饮食至关重要。本手册从儿童权利的视角，
阐释了创建健康食物环境的关键要素。3

所有儿童都有权在其生活的城市和社区中获得充足的营养和良好的健康，以充分发
挥其全部潜能。城市食物环境需要使儿童、他们的家庭和社区能够持久地获得健康、
可负担并可持续生产的营养食物。

关键信息

资料来源：UNICEF (2019).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2019. Children, Food and Nutrition: Growing well in a changing world. UNICEF, New York.



在城市中，儿童的营养权经常受到威胁
超过一半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包含与营养和城市高
度相关的指标。目标2即为通过食物安全、改善营养
和促进可持续农业实现零饥饿。4

不健康食品的广泛存在及其对儿童的无孔不入的营
销突显了在为城市儿童营造健康食物环境时，综合
规划和主动设计的必要性。在考虑食物系统从传统
向现代过渡时，需要在本地城乡生产和供应链之间
创建链接，以确保营养食物的持续可得。

目标11致力于建设具有包容性、安全、有复原力和
可持续的城市和居住区。在城市食物环境中，各种
可获得的健康食物更多地是给富人带来好处，而最
贫穷的人却难以企及。在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
国家中，食物荒漠（缺乏健康食物选择的环境）和
食物沼泽（充满不健康食物选择的环境）在最贫穷

地区最为常见。5 城市穷人，尤其是那些居无定所
的人，面临着获取食物安全和营养的最大障碍。例
如，当没有电力和清洁饮用水等基础设施时，做饭
就很难或几近不可能，这使得许多人不得不依赖廉
价的加工快餐和街头食品。这些问题在城市里非正
式定居点普遍存在的中低收入国家尤为严重。6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要保障儿童拥有有意
义地参与对他们有影响的所有事务以及他们提出的
意见被考虑的权利7——这就包括有关健康、营养和
城市发展的政策的决定。如果要改变城市的“食物
景观”，就非常有必要了解孩子如何看待他们所处的
食物环境。

新西兰的一个研究小组与卫生部启动了一个项目，研
究为什么这么多儿童饮食不良。他们在一个低收入、
种族多元化的城市社区举行了一个小型但深入的研
讨会，参加人员包括学生、家长和社区领袖。参加人
员认为，无法达到营养饮食的主要障碍包括随处可
见的快餐店、普遍的垃圾食品营销、新鲜农产品成本
过高，以及父母没有时间在家做饭或烹饪技巧不足
等。8 

由伦敦市长召集的伦敦儿童肥胖问题工作组以儿童
为中心，努力改造城市，帮助儿童实现健康饮食、足
量饮水、保持积极身体活动。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
工作组与该市最贫困的社区中的儿童和家庭进行了
交谈，更多地了解他们对食物环境的看法。9由于父
母时间和金钱有限，他们常常点外卖或快餐，受制于
购买力局限和食物可及性，于是孩子们能吃到的就
只有不健康食品了，而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让他们即
使将来有了条件也不愿去选择健康的食物。 

孩子们怎么看？

听听他们怎么说
在《2019年世界儿童状况》中，研究人员在18个国家
同青少年和母亲两组人群进行了研讨。参加人员指
出，在建立健康城市食物环境中至关重要的是提供
更多种类繁多的健康、可负担的食物。

生活在城市地区的年轻人比农村地区的年轻人更倾
向于认为口味和个人喜好是健康饮食的障碍：

“我们不能吃健康的食物，因为我们已经尝过垃圾
食品，现在只被垃圾食品吸引了。”（印度14岁，男
性）

“（我不吃健康食物），因为我已经形成了认为其他
食物美味的味觉。”（加纳，17岁，男性）

对一些青少年来说，获得更健康的食物也有困难：

“的确存在（健康食物），但它们离我所在的地方很
远。”（墨西哥，13岁，男性）
“不健康的食物更容易得到。”（美国，年龄17岁，男
性）

在居住在城市地区的母亲中，为孩子提供健康营养
的食物的主要障碍是经济收入。她们提到的其他挑

战包括健康营养的食物的可获得性、可及性以及足
够的时间：

“（它们价格高昂），由于我的经济状况，我无法去买
（肉）或（水果）。”（埃及，年龄24岁，女性）
“在澳大利亚，很多东西都很昂贵，例如鱼、蔬菜和
肉。它们应该便宜，让任何人都可以买得起。”（澳
洲，年龄29岁，女性）



城市能做什么？
孩子们在城市环境中面临着独特的挑战，每个城市也面临着独特的问题。然而，在需
要采取行动这一点上，各城市具有普遍需求，并且许多城市已经在行动。所有城市应
让其相关部门和当地利益相关团体的代表参与制定食品战略和相应政策，保证儿童
及社区长期获得健康的、可负担的、可持续生产的营养食物。市长的支持和承诺对于
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下面概述三个行动领域。

1. 在本地建立可持续且有复原力的食物供应系
统
地方政府在通过制定政策及投资于土地和基础设
施以缩短食物供应链、确保在市场附近留有农耕用
地以及保护生态系统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此，
我们可以： 

 • 在整个城市发展规划周期中，从计划、筹资到对儿
童影响结果的监督和评估等方面，将可持续食物
系统与其他支持系统，如健康、水和卫生，进行整
合。 

 • 建立土地使用和建筑法规，以促进城市农业发展，
确保在校园、社区花园、菜市场或屋顶绿地上为儿
童均衡配置了解和接触食物的入口。 

 • 将学校设计成一个健康食物基地，让儿童可以在
温室里、校园院子中、屋顶绿地上种植、收获和烹
饪健康食物。 

 • 提供条件让人们更便利地造访提供健康可持续食
物选择的食品零售店，包括超市和个体商户，如菜
市场、农贸市场和街头摊贩等。减少人们接触以销
售不健康食品为主的零售店的机会。

 • 在 儿 童的公共场所中，加强与健 康 可持 续食 物
环境的互动，帮助儿童及其照料人获取知识并接
触了解健康食物的生产、体育运动和其他健康行
为。

 • 确保餐馆和公共设施，尤其是学校的公共饮水设
备能提供清洁、新鲜和可口的饮用水，并且收费合
理。

 • 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农民、零售商、超市和社
区）一起制定厨余垃圾处理计划，以确保所有厨
余垃圾在可能的情况下用于食物和营养用途，或
作为有机资源（土壤肥料、提取净化水）回收。



2. 为城市和社区的所有儿童营造健康的食物环
境

食品生产商、供应商和销售商对于创建与儿童日常
生活贴近的健康食物环境发挥核心作用。为此，我
们可以：

 • 培育社区支持的农业，提供有效的激励措施，支持
当地农民以及食品生产商在城市和近郊可持续地
生产和配给健康食物。

 • 确保学校的健康食物计划能够为所有儿童提供负
担得起的校餐，并且校餐原料是由可持续的方式
生产的健康食物。所有学校和其他提供餐食的机
构应该采用合同或者采购制度规范其提供取自可
持续食物体系的健康膳食。

 • 通过本地监督和执法力量，支持有效实施国际《
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

 • 监管和限制高能量、高饱和脂肪、高精制糖、高盐
以及动物性食物等食品和饮料的营销，尤其是在
公共场所和学校周边，以促进健康和可持续食物
的日常消费。

 • 通过制度规范和准入许可，减少儿童相关场所和
周边场所（如学校、游乐场、运动场）中致胖因素
的影响。 

 • 支持对含糖饮料等不健康产品征税，限制儿童和
青少年对不健康食品和饮料的消费。

 • 支持实施有针对性的食品补贴措施，增强儿童和
妇女这些弱势群体对健康食品的负担能力和消费
水平。

 
 
 
 
 
 
 

3. 赋予儿童/年轻人和照护人主动要求健康和
可持续食物的权利 
当健康食物是可获得的、可负担的、方便的和合心意
的，父母和照护人就会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食物选
择。为此，我们可以：

 • 开展公共教育活动，使学校和家庭了解健康和可
持续饮食的好处及其实现方式，包括通过支持社
区改变来实现。

 • 支持消费者易于辨识的包装正面食品标签的推广
使用，以帮助照护人和儿童识别和选择少糖、少
盐、脂肪较低和对环境的影响小的产品；同时制定
奖励政策鼓励企业对不健康的产品革新配方。

 • 投资于为母乳喂养的母亲提供支持的母婴社区服
务。保护妇女享有随时随地进行母乳喂养的权利，
包括创建母乳喂养友好场所等举措。

 • 促进将营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中，让儿童学到实
现健康和可持续饮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正在提供健康饮食的城市学校
法国 蒙彼利埃：在过去的三年中，蒙彼利埃市通过“我
的别样食堂”项目（Ma cantine autrement）优化了学
校饮食，旨在促进儿童食物供应中的可持续营养。该项
目通过以下方式将整个食物链纳入其中：逐步整合来自
短供应链和/或有机农场的产品；制定采购政策；生产不
含动物蛋白的“生态公民”饮食；对进餐时间和均衡营养
等知识对员工进行培训；并通过生物废物回收利用减少
食物浪费。 

俄罗斯 喀山：2006年，喀山批准了“为学校儿童提供健康
营养”的市政计划。有关部门在160个教育机构中为约15
万名儿童提供食物。为了准备学校午餐，该计划引入了经
欧盟卫生法规批准的“烹调和冷却”（Cook＆Chill）技术。
这样就可以为所有儿童快速准备最多数量的热餐，同时保
持新鲜度、保质期和质量。

资料来源：Milan Urban Food Policy Pact, 2019, <www.
milanurbanfoodpolicypact.org>.

正在改变饮食环境的城市
巴西 贝洛哈里桑塔：自1990年代初
期以来，该市一直实施一项综合食物
政 策，确 保 低 收 入 家 庭 获 得 健 康 食
物。该政策包括诸如以固定价格出售
健康主食的低成本杂货店，通过食物
银行和学校计划提供食物援助，以及
开展食物和营养教育等做法。坚持食
物是一项人权的核心原则。这项政策
由于受到联邦政 府的持 续 支持和资
助、跨部门合作（公共、私营、民间社
会）以及国际组织和专家学者的积极
响应，持续进行了20多年。

荷兰 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健康
体重计划（AAGG）于2012年启动，以
应对将近21％的18岁以下儿童超重或
肥胖问题。其中移民儿童和低收入儿
童受这项计划影响最大。该计划旨在
解决肥胖的结构性原因，并改变城市
饮食环境，使健康的选择成为“轻松
的选择”。在方案设计时，社区的参与
和咨询是 A AGG的重要组成部分，社
区团体由公共卫生、卫生保健、教育、
体育、青年、扶贫、社区工作、经济事
务、公共场所和体育规划部门、以及
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组成。

资料来源：Hawkes, Corinna, and Jess 
Halliday, What Makes Food Policy Happen? 
Insights from five case studies, International 
Panel of Experts o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Brussels, Belgium, June 2017, pp. 
21–31, 40–50, 12, 15.

前景良好的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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