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加餐：为营养改善寻找“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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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明敏

� � 进入 5 月，贵州的天气变幻
莫测、阴雨绵绵。 乡间小路本不
平整的路面被雨水冲刷后，变得
泥泞不堪。

由于路途远， 早晨 6 点，红
旗小学五年级一班的 11 岁男孩
林云生便踏上了上学的路，而早
餐则在路上或到学校才能吃。 由
于家庭条件一般，林云生的早餐
大多数时候是烤熟的土豆。

为了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
况，2011 年， 国家营养改善计划
实施，中央财政先后拨款 160 亿
元用于解决 2600 万贫困地区学
生吃饭经费不足问题。

尽管国家已经持续投入，但
由于很多农村学校厨房硬件设
备简陋， 餐食安全卫生难以保
证，孩子发育仍受影响。

早在国家营养改善计划实
施之前，一支民间公益力量就已
关注到这一社会问题，并通过调
研、开发形成了公益产品。

2008 年， 中国扶贫基金会
“爱加餐”项目正式实施，开始为
解决中国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
善问题进行探索， 并逐渐形成

“营养加餐”、“爱心厨房”和“营
养知识宣教”作为三大内容。

十年间，“爱加餐”项目共投
入 2.2 亿元， 让 79.2 万人次学生
受益。

与土豆为“伴”的日子

林云生是贵州省威宁彝族
回族苗族自治县新发布依族乡
红旗村红旗小学五年级一班学
生。 由于当地公路还未通村进
组，他每天必须绕道半小时到校
上课。 家庭条件一般的他，早餐
常以烤熟后带到学校的土豆为
主。 由于长时间营养不良，11 岁
的他看起来比普通孩子瘦弱不
少。

2016 春季，国家营养改善计
划在红旗小学正式实施。 当时用
教室改造的简易食堂成为了孩
子们就餐的场所。 简易食堂设施
也极其简单，一个电冰箱、一个

炒菜铁锅和几只学生分餐桶就
构成了食堂设施的全部。

夏嗣兴是红旗小学校长，在
他看来， 学校虽然有了简易食
堂， 孩子们每天也在学校就餐，
但学习成绩提升并不明显，精神
气质也无明显改变。 而每年为食
堂供餐消耗的燃煤资源可不少，
为此要占用一大笔学校行政成
本，这使得校方有些吃力。

同年，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
自治县政府及教育局的大力支
持下， 红旗小学一栋 65 平方米
的学生食堂建成。 此时，学校已
有 202 名学生， 办公经费紧张，
食堂虽已竣工，但设施设备无钱
更新令校方有些发愁。

“如果当时不更新，学校新
建厨房发挥作用将不会太大。 ”
夏嗣兴说。

小资金撬动大项目

2016 年， 中国扶贫基金会
“爱加餐”项目来到红旗小学，让
学校成了直接受益者。

按照设计，“爱加餐”项目分
为“营养加餐”、“爱心厨房”和

“营养知识宣教” 三个互相支撑
的部门。

“营养加餐”包括 200ML 学
生奶和鸡蛋（卤鸡蛋），“爱心厨
房”包括炉灶、蒸饭车、消毒柜等
33 种设备，“营养知识宣教”则包
括为教职人员和学生分别提供
营养知识培训和食育教育。

同时，“爱加餐”项目培训由
基金会培训、供应商培训和专家
培训三方共同组成，这极大地保
障了项目实施成效。

此时，红旗小学学生食堂由
于设备硬件较为缺乏，开工运转
成本较高，急需硬件改善。

基金会对项目落地有以下
要求：第一，申请县属国家“十二
五”规划连片贫困县、国家级贫
困县、革命老区县或省级以上贫
困县；第二，国家营养改善计划
未覆盖地区的贫困学校或者国
家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地区学校

没有牛奶和鸡蛋的
执行模式或无厨
房、 厨房设备简陋
的学校；第三，寄宿
制学校优先考虑。

夏嗣兴评估自
身学校条件后认为
基本符合， 随即向
基金会申请。

夏嗣兴唯一担
心的就是用电问
题。 由于“爱心厨
房” 运转对于用电
有着较高要求，被
用于大型机械运作
的“三相电”成了项
目运作的拦路虎。

“三相电”即三
条火线和一条零
线，零线和每条火线之间的电压
为 220 伏， 而每条火线之间为
380 伏。 三相电主要可应用于大
型机械运作，如大型机床、搅拌
机、电动机等，是现代新型农业
主体生产中大多需要的电力。

按照“爱心厨房”的用电安
全要求， 项目最少要达到 380v/
50kw， 还要单独安装安全变压
器，栽电线杆，拉电缆线。 夏嗣兴
说：“这些东西靠我一己之力根
本不可能完成。 ”

眼看引入的好项目因硬件
不达标就要停滞不前，县里面领
导有些着急，多方商议后，威宁
县决定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由政
府出资改造学校周边水电线路，
让爱心厨房尽快运转。

有了县里的支持，爱心厨房
很快运转开来，红旗小学孩子们
午餐得到了有效保障。

项目落地多方联合受益

爱心厨房的建成让红旗小
学的学生们中餐有了着落，而随
后加餐也积极得以跟进。

2016 年秋季，为学生们提供
一盒牛奶、一个鸡蛋的中国扶贫
基金会“爱加餐—营养加餐”也
正式在红旗小学上线，助全校师

生营养改善。
有教师表示，学校有了“爱

加餐”后，孩子们课堂上专心听
讲、思维活跃、发言积极；课后尊
敬师长、团结友爱，各项身体指
标也有明显改善，趋于良好。

林云生说，有了“爱加餐”，
就算早上不在家吃早餐，晚上放
学回家吃饭也不会感到饿肚子，
感觉读书很快乐。

而除了学生们外，“爱心厨
房”还将部分家长留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当地村民也因建爱心厨
房改善用电条件而沾上了光。

刘民立和方桂玲是红旗村
村民， 孩子在红旗小学就读，早
年外出打工的两人在 2016 年红
旗小学爱心厨房建成后便留了
下来，后被校方聘为厨房工作人
员，负责每天学校国家营养改善
计划的学校供餐工作———一来
可以照顾在校就读的孩子，二来
在家门口就实现了直接就业。

而与这两人同村的村民们，
在爱心厨房设施使用达标后，也
享受起了“三相电”带来的便捷。

夏嗣兴介绍说：“以前，村里
电路没有机会改造‘三相电’时
经常停电，劳动生产和夏季用电
均受影响，村民们无不懊恼。 如
今，爱心厨房的落地，有机会改

建乡村电力线路，解决了多年未
决的问题，村民无不拍手叫好。 ”

除了学生、 村民受益外，校
方的受益也非常明显。

“早年的厨房以烧煤为主，
每年仅用煤一项支出就将近
8000 元，实在是开支不少。‘爱心
厨房’落地后以用电为主，在改
建三相电后，每年电费相比用煤
都有着大幅降低。 ” 夏嗣兴说，

“教育部门给予校方每年办学行
政经费，用电让成本降低，余款
可以用来置办更多教学设施，提
高教学质量。 ”

像红旗小学这样的学校还
有很多。 截至 2017 年底，“爱加
餐”项目累计投入约 2.2 亿元。在
国内覆盖云南、 四川、 广西、贵
州、湖南、湖北、辽宁、河北、福
建、河南、新疆、黑龙江、安徽、江
西 14 省份的 44 州（市）87 个偏
远山区的县（区），受益学生超过
79.2 万人次，为学生提供了 4480
余万份的营养加餐，建立了 1445
所标准化的爱心厨房； 在国外，
为柬埔寨、尼泊尔等国家开展学
校供餐项目。

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加餐”
项目负责人表示，解决农村学生
营养改善问题是一项长期的工
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 � 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加餐”项目改善了受助地区农村孩子的营养状况。 中国
扶贫基金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