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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儿童均有获得充足营养的权利1。但是，由于饮食质量差，难以负担和获得
健康食物等问题，世界各地儿童中罹患各种营养不良的人数一直居高不下。无
论在世界其他国家还是在中国，大多数儿童的饮食特点表现为水果、蔬菜、鸡
蛋、牛奶的摄入量不足，而能量密度高、营养素匮乏的高度加工食物摄入量却
较高2。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对食物系统施加着前所未有的冲击，食物生产的工
业化和人们对加工食品需求的增长也在影响着气候变化3。

为保障儿童营养，需要了解以下信息，这其中包括理解儿童的饮食方式，儿童
饮食的具体构成，儿童在获得优质、可持续食物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他
们希望食物系统如何转型，以使其真正成为以儿童为中心的食物系统4,5。 因此
开展关于食物系统转型的创新对话十分必要，需要对食物地图、食物偏好和消
费模式、供应链、食物供应和技术解决方案展开讨论。

今年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联合国将举行粮食系统峰会，该会的
举办将为全球粮食系统转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了充分利用这一良好契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
国农业农村部合作，与来自6个省市的儿童开展了11场粮食系统对话，以了解他
们对食物系统和气候变化的理解。作为与其他17个国家的全球倡议的一部分，
来自中国农村和城市不同背景的儿童将通过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表达自己对粮
食系统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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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系列对话活动，我们从儿童那里了解到他们对食物系统的看法，儿童认
为获得营养、可持续的食物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他们所希望看到的食物系
统的转变。本报告的调查结论是根据上述“儿童主导”的方法所撰写。在报告
中，我们直接引述了参与对话儿童的话语，来阐明相关分析和结论。为了语义
清晰，部分引号内的话语略做编辑。例如，对拼写和语法进行了小幅修正，以
提高可读性和（或）纠正转录错误。除此以外，相关内容均未作其他更改。

3

275名来自不同背景的10-18 岁儿

童参加了对话活动

以线下面对面的研讨形式开展

研讨以小组形式开展，交流活动富有

创意，充满趣味

通过对话活动收集到了与食物相关的

儿童的生活经验，儿童对食物系统面

临的挑战的看法，以及他们对改善食

物系统的建议

11场对话活动在中国东中西部的山

东、安徽、北京、甘肃、四川、

青海等6个省市开展（图1）

对话组织方法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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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图1.与六省儿童开展的11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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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提出了导致食物浪费、环境恶化和
气候变化的食物消费模式。1

儿童的观点和期待

系列对话活动尽可能招募了各种背景、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收集其观点，重
点关注食物系统、食物匮乏、气候变化。在一系列充满乐趣、引人入胜的参
与式活动中，儿童积极地回答了相关问题，绘制了食物系统地图，并与同龄
人讨论了食物系统的多个问题。

根据儿童的描述，食物是消除饥饿感的可食用物质，它提供生存所需的能量
和营养，并提升幸福感。儿童还绘制了自己身边的食物系统，他们通过食物
地图反映了食物如何从农场一步步走向餐桌。随后，儿童对这些系统中存在
的薄弱环节进行了思考，以及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儿童获得营养丰富且可持续
的食物来源。许多儿童围绕海鲜绘制了食物地图，相关食物包括鱼、螃蟹和
小龙虾。他们选择探讨的其他食物包括了蓝莓、桑葚、牛奶、榴莲、荔枝、
土豆、鸡蛋、鹰嘴豆和米粉等。总体而言，儿童表现出了对食物生产的深刻
理解。

此外，儿童讨论了相关的污染问题、对野生动物的伤害、气候变化问题及当
下食物生产的关系。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如何减少食物生产、运输、消费等
各环节的浪费和关于降低对环境影响的具体建议。

儿童的观点和期待

4



从海里打捞海鲜到陆地。

运送进加工厂。

飞机送达另一个加工厂。

从这里，食物通过陆地到达超市，在那里被买回家。或者去往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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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也可以在网上或从早市购买。

产生的废物被从家或餐馆带到加工厂，或被转化为肥料。

海鲜美食地图
描述从生产到废弃的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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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从生产到废弃的全流程

榴莲美食地图

农场里种植榴莲。

经采摘后，通过卡车运输到水果店。

人们从商店购买榴莲并带回家。

来自榴莲的废弃壳核被用来制作手工艺品。

废弃壳核也会被焚烧，并进行垃圾填埋处置。

儿童建议食物要营养丰富、优质、健康。2

儿童的观点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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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更喜欢美味、健康和可负担的食物，不喜欢味道苦涩或有怪味的食物。
他们的食物偏好主要基于营养价值和口味。

“就是能补充能量、能填饱肚子的、能维持我们生命的、有
营养的东西”

“食物是可以充饥的东西”

“（我）只能提意见，不能干预父母选择”

“糖果会损坏牙齿，妈妈不让吃”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让儿童回答他们能否自主选择食物。绝大多数儿童说他们
无法选择吃什么食物， 吃什么需要家长同意，父母可以决定他们吃哪些食
物。还有很多孩子们说在学校也不能自主选择食物。

“（我）不会做（饭）”

“（我）不买菜、做饭”

“（我想吃）大螃蟹，（但是）太贵了，
妈妈不肯买”

有些儿童认为，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食物选择，因为他们不会做饭或自己买
菜，饮食主要依赖父母或学校。一些儿童提到，自己的家人较难负担某些种
类的食物。

“家长掌握主动权，也更擅于营养搭配”

“家长不让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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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话活动，儿童敏锐地提出了影响当地食物系统的因素，这些因素从气
候影响，到食物分配和食物安全问题。儿童还提出了一些环境方面的问题，
他们指出了生产和运输引起的污染问题。此外，他们还提出了对野生动物的
伤害，特别是海洋动物的灭绝、对昆虫的伤害和来自放牧的影响。儿童提出
的重点问题包括：

儿童热衷于表达对食物系统转型的看法，
并乐于参与创造适合自己的食物环境。3

“气候问题”

“病虫害”

“海洋环境污染导致海产品受污染（……），海洋生
物灭绝，影响生物多样性”

儿童了解食物的相关营销方式，即购买的食物可能与广告中描述的食物大不
相同。孩子们还谈到了由于竞争而导致的食物价格波动。

“买家秀、卖家秀差异巨大”

“恶性竞争、商家欺骗消费者的不良行为、
宣传过度、政府监管不到位、供需不平衡”

“工厂排污、海洋垃圾、汽车尾气、核泄漏、过
度捕捞、海上工作事故（原油泄漏）”

“工厂排放的污染物污染了水、过度放牧（导致
草场退化、食物不足）、污染物排放”

但他们也希望，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促使食物生产变得更有营养和更
可持续。

儿童的观点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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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也提出了食物安全问题、各环节的浪费问题和对环境影响问题的解决方
案。具体来说，他们建议提高种植技术，扩大养殖，改进包装和冷链环节，
并通过问责、生产检查和监测等机制确保食物安全，等等。

儿童提供的食物系统转型方案。4

改善食物的
存储系统

推广发展冷链物流

儿童的这些建议与专家学者的意
见不谋而合。有专家认为，中国
的冷链运输行业发展迅速，亟需
制定更加缜密的法律法规6。

孩子们指出了如下的需求：

儿童们强调，需要在内部进行问责：

孩子们建议：

强化食物系统
内部的问责机制

定期监测

儿童的建议也可见于相关文献
中。相关文献表明，中国开展
食物安全监管可提升食物的风
险评估工作水平8。

提高
粮食种植

适当扩大养殖面积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有机食物
种植国7，但儿童仍然希望
国家在食物种植方法上进行
改进。

9

加固包装，冷链运输

改善种植技术

产品检查监督

（使用）健康的饲料来养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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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

改善烹饪技术和加强烹调能力

儿童对这一方面的意见反映了
消费者对由食物污染所引发的
食物安全事件的强烈关注，例
如“三聚氰胺事件”9，即违法
掺加三聚氰胺导致的牛奶和婴
幼儿配方奶粉污染。

儿童提出了保障食物安全的建议：

儿童尤其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并提出以下
建议：

保护环境

减少垃圾产生，妥善处理

垃圾分类，使用清洁能源，多使用环保交通工具

目前，学者们也提出了通过保护
环境来获得更加可持续食物的相
关建议，其中包括提高水资源利
用率，保护耕地，减少农用化学
品的使用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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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观点和期待

减少海洋污染

保护环境

尽量减少食用生鱼片这种不进行加热，
直接食用的食品



儿童也注意到政府所提供的相关支持：政府支持

调整税收制度，政府和市场调节，细
化监管手段，权利下放，责任到人

尽管国家与地方业已出
台与食品有关的政策，
然而针对消费者的沟通
工作仍然有待改善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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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台相关政策，社会加强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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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话活动中，儿童绘制了社会生态体系同心圆，旨在针对不同社会群体提
出具体转变建议。在同心圆的最内圈，儿童回答了“我和我的家人”应如何
尽量降低所摄入的食物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一圈，儿童针对“我的社区”如何实现同一目标提出了建议，接
着过渡到“农民和食物生产加工企业”，最后落脚到“政府和国际组织”这一
最外圈。相关的建议总结如下：

废物管理

减少产生的废物；适当地进行废物分类；不乱扔垃圾；进行废物回收；
减少塑料的使用；避免购买过度包装的产品。

自觉消费

不浪费食物；购买当地食物；购买有机食物；购买当季食物；少开车。

“尽量步行，少开车”

我和我的家人1

“少使用（制造）白色垃圾（塑料袋）”

废物处理

避免乱扔废物；对废物进行正确分类；减少食物浪费；开展废物管理宣传。

环境问题

使用清洁能源，环保出行（如骑自行车或步行）。

我的社区2

12

“推进垃圾分类” “少乘坐小汽车出行；骑自行车或步行”

儿童了解转变需要从自身开始

儿童了解转变从自身需要开始



“加强质量控制监督” “（对）塑料的生产、使用收税”

13

此外，儿童还提出了节约用水、确保水土健康、植树造林、合理喂养动
物、科学养殖等其他行动。

“减少使用农药” “用环保新能源替代汽油和柴油”

化学用品的使用

减少使用化学用品，如杀虫剂和化肥，发展有机和循环农业，并减少食物
添加剂的使用。

浪费及包装

减少浪费，限制包装，使用纸制包装或可重复使用的包装。

能耗

使用清洁能源，用绿色能源替代石油和柴油，并在生产中应用节能技术。

奶牛养殖

在牛棚中养殖奶牛和扩大牧场面积，增加牛奶产量，降低甲烷排放量。

农民和食物生产加工企业3

宣传教育
引导农民生产健康食物。

制定法律法规

限制塑料生产和化石燃料生产；制定针对食物的法律法规；制裁、惩罚
违法行为；禁止食物的浪费；宣传法规/政策；限制使用杀虫剂；加强对
质量控制的监督和市场供求管理（有一定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

其他问题

通过补贴来提升工厂或者农场对绿色能源的使用；围绕环境保护开展活
动；对贫困人口进行补贴；投资农业技术；减少塑料的使用。

政府和国际组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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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科技研发，使蔬菜变得更有营养，获得更高的产量。

制定和实施相关法律法规，控制恶性竞争、商家欺骗消费者的不良行

为，缓解供需不平衡，对涉嫌夸大宣传的商家进行处罚。

制定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市场规则，确保农民不受损失。

提高食物运输过程的透明度和监控力度，并开放特殊交通通道以减少

事故。

规定食物生产过程中不掺加有害化学物质，做到低碳和环保。

推动全国各地民众保护环境，严格控制重点工厂污染物排放。

全面改善食物系统；
降低食物系统对环境的影响：1

在对话活动期间，儿童起草了 “写给国家领导人的明信片”，这是模拟写给
国家领导人的信件，说明了政府可以采取哪些转型行动，以及儿童如何参与
这些转型行动。儿童还提供了以下解决方案：

儿童呼吁转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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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呼吁转型



若能与儿童开展持续对话，将有助于他们参与创建未来的食物系统，助力食物系统
生产出更加健康、安全和营养的食物。相关儿童参与活动的开展需要在儿童与政府
之间建立清晰有效的沟通机制。儿童提议，可以在学校组织开展这类交流活动，也
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对话活动。

在这一系列对话活动中，儿童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希望能看到切实改变。
儿童建议，需要对食物系统进行重新思考、重新设计和改造，这需要国家和地方政
府、食物生产加工企业、学校、农业和物流运输部门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们亟
需立即着手实施这一宏大的食物系统转型行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未来人口的健
康和繁荣。

儿童希望参与、被倾听和了解政府的行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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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健康食物的强国之路
中国儿童对粮食系统转型的认识体会



16

©UNICEF/China/2021/Yin Xiaohan

©UNICEF/China/2021/Cong Jin’an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了每个孩子的营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营养战略2020-2030。‘纽约，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 2020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9年世界儿童状况儿童、食物与营养：在变迁的世界中健康成长. 纽约，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9

3. SERRAJ, R., KRISHNAN, L., & PINGALI, P. (2019). 到2050年的农业和食品系统：综合报告. 

AGRICULTURE AND FOOD SYSTEMS TO, 2050, 3-45.

4. HAWKES, C., FOX, E., DOWNS, S. M., FANZO, J., & NEVE, K. (2020). 以儿童为中心的食物系

统。调整食品系统的方向，为儿童提供健康的饮食. GLOBAL FOOD SECURITY, 27, 100414.

5. NEVE, K., HAWKES, C., BROCK, J., SPIRES, M., ISAACS, A., SQUIRES, C. G., & ZORBA, C. 

(2021). 用食品环境中的生活体验，为政策提供信息：研究方法概述. 食品政策中心.

6. ZHAO, H., LIU, S., TIAN, C., YAN, G., & WANG, D. (2018)。中国冷链现状概述.国际制冷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RIGERATION），88，483-495。

7. SHENG, J.、SHEN, L.、QIAO, Y.、YU, M. 和 FAN, B. (2009)。中国有机食物的市场趋势和认

证体系。食物科学与技术趋势（TRENDS IN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20(9)，

396-401。 HTTPS://DOI.ORG/10.1016/J.TIFS.2009.01.053

8. ZHOU, Y., DING, W., & ZHOU, D. (2018)。食物系统的结构变化和中国对于食物安全政策的关

注。世界粮食政策（WORLD FOOD POLICY），4(2)。 HTTPS://DOI.ORG/10.18278/W-

FP.4.2.11

9. PEI, X., TANDON, A., ALLDRICK, A., GIORGI, L., HUANG, W., & YANG, R. (2011)。中国三聚氰

胺牛奶事件及其对食物安全监管的影响。食物政策（FOOD POLICY），36（3），412-420。

10. LIU, X., SHI, L., QIAN, H., SUN, S., WU, P., ZHAO, X., ENGEL, B. A., & WANG, Y. (2020)。中

国西北地区粮食安全新问题：可持续发展视角。土地退化与开发（LAND DEGRADATION & 

DEVELOPMENT），31(8)，975-989。 HTTPS://DOI.ORG/10.1002/LDR.3498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
三里屯路12号
北京 100600 中国
电话：+86 10 8531 2600
传真：+86 10 6532 3107
邮箱：beijing@unicef.org
网站：http://www.unicef.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