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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监测范围覆盖中西部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 699 个国家试
点县， 监测时间为 2012 年至
2020 年。 在监测对象上，每个监
测县抽取 10%左右的小学和初
中， 每个年级抽一个班级的学
生。 监测县、学校和学生保持相
对固定，实施跟踪监测。

学生的生长迟缓率通常作
为反映长期膳食营养摄入不足
的主要指标。 2021 年监测数据显
示，从生长迟缓率看，监测地区 6
至 15 岁 学 生 生 长 迟 缓 率 为
2.3%，比 2012 年下降了 5.7 个百
分点。

同时，监测地区初中和小学
学生也存在超重、 肥胖现象。
2021 年，监测地区这些学生的超
重肥胖率为 18.7%，与同期“中国
0-18 岁儿童营养与健康系统调
查与应用” 项目中的 6-17 岁中
小学生平均超重肥胖率 26.5%相
比，低 7.8 个百分点。

2012 年 5 月，原卫生部办公

厅和教育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营养健康状况监测评估工作方
案（试行）》，启动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下简称
“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地区学生
营养健康状况的监测评估工作。

近日，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会同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
康所，对 2012 年以来的农村学生
营养健康状况监测情况进行了
对比分析，并对营养改善计划实
施效果等开展了综合评价。

监测报告显示，营养改善计
划实施 10 年来， 农村学生营养
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平均身高、
体重逐步上升；同时，生长迟缓
或贫血的儿童逐步减少。

贫血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
区中小学生常见的营养相关疾
病。 随着营养改善计划的逐步推
进，农村中小学生贫血率总体呈
下降的趋势。 2021 年，监测地区
学生贫血率为 12.0%，比 2012 年
下降了 4.7 个百分点。其中，西部
地区学生贫血率的下降幅度达
到 6.0 个百分点。

在具体的营养摄入方面 ，
2021 年， 监测地区 32.8%的中小
学生每天喝牛奶等奶制品，较
2014 年的 13.8%有较大幅度增
长；50.3%的中小学生吃畜禽鱼等
频率达到每周 5 次以上；33.3%的
中小学生每天吃三种及以上新鲜
蔬菜；30.8%的中小学生可以做到
每天吃水果。 （据《中国青年报》）

十年来，中西部农村中小学生吃得更好、长得更高

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
有这样一群远离家乡跟随子女
来到异地的老人， 他们自发组
成志愿服务队， 用自己的一技
之长服务辖区居民。

开展垃圾分类督导、 参与
疫情防控服务、 走访慰问辖区
孤寡老人和高龄老人、 宣讲传
播慈孝文化……虽然是平均年
龄超过 60 岁的“银发族”，但他
们把“第二故乡” 当成自己的
家，在这片土地上发光发热。

“大爷，我们又来看您啦，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请您收
下！ ”近日，67 岁的吕建华和几
位志愿者一起来到江北区慈城
镇云鹭湾社区的高龄老人郑德
坚家，为他送上暖心礼物，和老
人拉家常， 了解他的身体和生
活情况。

吕建华是一名典型的“老
漂族”，2015 年跟随子女从湖北
恩施来到宁波生活。

“刚来这里时非常不适应，
语言不通， 甚至连买菜都不顺
利，只能在家帮忙带孩子。 经常
盼着能有人聚在一起聊天、解
乏。 ”吕建华如是说。

“这些年，随着经济快速发
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慈城，同
时也把老家的父母带了出来。 ”
云鹭湾社区党委书记、 主任王
柳娜表示，云鹭湾是一个“万人
社区”，“老漂族 ” 占比高达
40%，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为了帮助这些远离家乡、
存在文化差异的老人融入社

区生活，2018 年， 在相关部门
支持下，吕建华等几位热心人
士把当地社区的“老漂族”组
织起来，开设缩小文化差异的
课程，举办百家宴、老漂文化
节等活动，设立太极队、旗袍
队等队伍。

在系列活动下， 这支队伍
慢慢地从“愉悦自己”转变成了
回馈社区、服务社区的“对外”
志愿服务队， 建立了百余人的

“老漂族”志愿服务队，成员平
均年龄超过 60 岁。

宁波市江北区以慈孝文化
闻名于世。

今年暑假期间， 该志愿服
务队以外来老人的视角， 带领
学生探寻文化根源， 宣扬慈孝

文化。 他们走访慈城古镇、博物
馆、40 余个村社收集各类慈孝
故事，最终打造出了“一村一社
一故事”慈孝文化册，并将故事
编排成“三原色”课程———红色
代表慈孝历史文化故事， 黄色
代表当代慈孝故事， 蓝色代表
慈孝文化新形式。

此外，“老漂族” 志愿服务
队还成立宣讲团，以“找故事”

“写故事”“讲故事”为线索给孙
辈和社区居民讲好慈孝故事。
从受助者到助人者，“老漂族”
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服务时长
达到了 3662 小时，这群可爱的

“银发族”在“第二故乡”发光发
热，生动诠释了“老当益壮”。

（据中国新闻网）

近日， 北京创新完善养
老服务模式试点正式启动。
针对大城市居家养老痛点难
点， 此次试点提出依托养老
管家链接整合老年人周边各
类服务主体、服务资源，为老
年人提供质优价廉、 可持续
可信赖的居家照护服务综合
解决方案。

据了解， 截至 2021 年年
底， 北京全市共有常住老年人
口 441.6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
的 20.2%，全市备案运营养老机
构（含养老照料中心）共收住老
年人 4.34万人， 绝大多数老年
人仍选择居家养老作为主要养
老方式。

北京市民政局养老工作
处处长郭汉桥表示，创新完善
养老服务模式是以居家老年
人服务需求为导向，特别是聚
焦重度失能失智老年人专业
化照护护理刚性需求，做到全
要素供给、全天候响应、全方
位服务、全链条管理，构建老
百姓买得起、买得到、信得过
的居家养老照护服务体系。

郭汉桥介绍，全要素供给
是针对老年人家庭养老刚性

需求， 提供质量优于现有解决
方案、价格低于现有解决方案、
可持续可信赖的居家照护服务
综合解决方案，覆盖“床、护、
助、餐、医、康”的一体化、全要
素、 普惠型的市场供给和保障
体系。 全天候响应是指无论刮
风下雨，无论冬冷夏炎，只要签
约居家老年人通过一键呼系统
提出服务需求， 市场主体都能
够做到随时响应，24 小时有求
必应。

据悉，全方位服务是依托
养老服务需求注册系统、居家
服务站和养老管家，链接整合
老年人周边各类服务主体、服
务资源，可有效满足老年人各
类个性化、多样化、差异化的
服务需求。 全链条管理是构建
项目部负总责、居家服务站具
体操作、养老管家执行落实的
服务质量监管体系，从需求注
册、上门入户服务、过程管理、
服务评价、异议处理、保险支
持、绩效考核等方面，全面实
施标准化、规范化、全流程、全
链条管理，保障居家养老服务
供给的闭环管理、 无缝衔接、
全程可追溯。 （据新华社）

破解居家养老难题
北京创新完善养老服务模
式试点正式启动

浙江宁波“老漂族”志愿者：
在“第二故乡”发光发热

10 月 14日，中国疾控
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发布了 2012年以来的农村学
生营养健康状况监测情况。 监
测结果显示，10年来， 监测地
区初中和小学男女生的平均
身高和体重水平逐年升高。其
中，13 岁的男生平均身高和
体重增量最多，达到 7.5 厘米
和 6.6 公斤； 女生则是 12 岁
增量最多，身高和体重增量分
别达到 6.3厘米和 5.8公斤，二
者增幅均高于同年龄段全国农
村学生的平均水平。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三只羊乡三只羊小学的孩子们在吃营养午餐（图片来源：新华社）

“老漂族”志愿服务队开展垃圾分类督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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