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内容

营养

食物来源
和选择

食物制备
与烹饪

细节性指导

（1）推荐健康饮食指南，了解人们营养需求的改变，以及如何为不同群体规划平衡的饮食计划
（2）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淀粉、糖、纤维）所提供的推荐能量，以及每日能量摄入的百分比；基础

代谢率等在确定能量需求方面的重要性；如何在一生中始终保持健康体重
（3）营养素和微量元素的主要功能、匮乏的具体表现、饮食参考价值和后果
（4）如何计算能量和营养价值，并相应地规划食谱和膳食
（5）不当饮食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包括肥胖、心血管疾病、骨骼问题、牙齿问题、缺铁性贫血、糖尿病等
（6）水的重要性，水在饮食中的作用

食物来源：
（1）食物的起源地、如何种植、养育、饲养、采摘或捕获，以及加工和生产的初级和高级阶段
（2）加工如何影响成分的感官和营养特性
（3）粮食和粮食安全对环境、当地和全球市场及社区的影响
（4）支持改善健康和食物生产的技术发展，包括加强和改善食物的益处和功效
（5）英国和两种其他国家地区菜系烹饪的发展，其特点、传统和现代食谱的变化，烹饪方法、展示和饮食模式
食物选择：
（1）人的感知觉如何指导人们作出选择，味觉感受器和嗅觉系统如何工作
（2）一系列食物及其组合的感官品质，并了解如何建立品尝小组进行偏好测试
（3）影响食物选择的各种因素，包括享用、偏好、季节性、成本、可获得性、一日内不同的时间点、活动、庆

典或特定场合
（4）人们根据宗教、文化、伦理信仰或医学原因对某些食物作出的选择
（5）如何明智地选择食物和饮料，以实现多样化和均衡的饮食，并包含对分量和成本的认识
（6）食品标签和营销等食品信息，如何影响消费者进行食品选择

食物制备与烹饪的科学原理：
（1）为什么餐食大多是煮熟的
（2）热量是如何通过传导、对流和辐射传递给食物的
（3）适当的烹饪方法，以保存或改变营养价值或提升味道
（4）了解成分的工作特性、功能和化学性质，以达到特定的结果：碳水化合物的明胶化、糊精化；脂肪/油

的起酥、充气和乳化；蛋白质的凝结、发泡、生筋、酸变；水果/蔬菜的酶性褐变、氧化
（5）准备和烹饪如何影响食物的感官和营养特性
（6）购买、储存、制备及烹调食物时的食品安全原则：如何正确储存食物及日期标记的重要性；酶作用、

霉菌生长和酵母生产的条件与控制
（7）食物腐败的迹象，包括酶作用、霉菌生长、酵母生产和细菌，有些细菌在食品生产中具有有益特性
（8）影响细菌生长的因素：时间、温度、水分和食物性质
（9）细菌交叉污染的类型及其预防
烹饪技巧、技能技巧（略）

英国“食物制备与营养”课程大纲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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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 失 衡 是 一 个
全球性议题，而

学校是帮助儿童和青少年
获取营养并促进其成长的
理想环境。本期聚焦英国
和美国如何通过“国家食
育课程”和“可食校园计
划”，使学生科学认知食
物，掌握烹饪这一重要的
生活技能，建立积极健康
的生活方式。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不健康

的饮食是营养失衡的重要因素，目前

全球 19亿成年人超重或肥胖，20亿人

缺乏某种微量元素，1.61亿5岁以下儿

童身高不达标，7.95亿人没有获得可以

保持健康生活的食物。

为此，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校本

食品和营养教育”概念，涵盖健康的食

品环境支持的教育策略和学习活动，帮

助儿童、青少年及其社区改善饮食和食

物选择，使儿童和青少年免于疾病，保

持身体活跃，有足够的精力学习。

其中，整体、连贯的学校计划及政

策是儿童和青少年获得食物、教育、健

康的关键，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兴起

的“食育”行动，正在重新建立食物和

农业与人类环环相扣的关系，让孩子

重归健康的生活方式。

英国：“学校膳食计划”
与“国家食育课程”

进入 21 世纪以来，英国媒体不断

指出本国公民缺乏基本饮食技能，人们

不知道食物的来源、生产以及均衡饮食

的构成，无法为自己准备健康的食物。

儿童和青少年迫切需要接受适当的食

物教育，以确保他们能够选择和准备健

康的饮食。为此，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保障儿童和青少年建立健康的

饮食观念，其中效果尤其显著的是“学

校膳食计划”与“国家食育课程”。

•让学生选择健康饮食

如何让英国2.2万所学校的500万名

儿童吃得好？2012年7月，时任英国教育

大臣迈克尔·戈夫提出学校膳食计划。

首先，让学校的烹饪与饮食扮演

更重要角色。英国政府工作人员用了

几年时间参访了50多所学校，与学生、

教师、家长、厨师、志愿者、慈善机构人

员、商业团体以及农民进行讨论，仔细

分析学校的饮食经济学，认为当前学

校餐点尚称理想，而这多亏了英国著

名厨师杰米·奥利佛于 2005 年提出警

告，表示当时的学校餐点非常不健康，

随后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

学校餐点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是，尽管学校餐点在改善，英国

学生在学校用餐的比例却一直不断下

降。据统计，1970年英国有70%的学生

在校用餐，接下来一路下跌，到20世纪

80年代中期已不到 50%。那些不在学

校用餐的大部分学生都吃不健康的午

饭便当，其中只有 1%的便当符合营养

标准，2/3的便当有含糖饮料与甜点。

英国健保署曾做过测算，家长每

年花费将近十亿英镑在不健康的便当

上，如果改为花在营养的学校餐饮上，

政府就可以提供成本更低、更好的饮

食，使学校餐饮系统起死回生。

其次，提高参与健康饮食的学生人

数。这是英国学校膳食计划的手段，也是

目的，具体措施是协助校长改变学校饮

食。英国政府通过调查发现，英国95%的

中小学校长相信健康饮食能改善学生行

为，但有40%的校长表示需要更多支援。

为此，英国政府同意学校为 14 岁

以下学生提供餐饮，帮助学校建立财

务健全的餐饮系统，为5.8万名厨师提

供良好的厨艺培训，同时设立专项基

金支援各级学校，在全国中小学校成

立早餐俱乐部，让学生享用免费餐点，

提高健康饮食的学生比例。

英国政府还专门创建了三个旗舰

区域，以此证明饮食品质的改善，不但

有助于健康，更能提高学生学习表现，

从而开启学校餐饮的黄金年代，让每

个学生更健康、更快乐。

•让学生热爱和学习烹饪

除了“学校膳食计划”，2015 年英

国国家课程改革要求，面向所有中小

学 5-14 岁儿童和青少年开设烹饪与

营养课程。比如，针对幼儿园和小学

阶段（5-11 岁）儿童，将“烹饪与营养”

作为“设计与技术”课程内容的一部

分，在其课程大纲中阐述道：烹饪和营

养作为与食物有关的一部分，教师应

该教给学生如何烹饪以及应用营养和

健康的饮食原则。向学生传递对烹饪

的热爱将打开表现人类伟大创造力的

大门，学习如何烹饪是一项关键技能，

使学生能够在现在和以后的生活中更

好地为自己和他人提供合理的膳食。

教师应教给学生：5-7岁的孩子学

会使用健康多样的饮食基本原则来准

备菜肴，并了解食物的来源；7-11岁的

孩子应理解并应用健康多样的饮食原

则，使用各种烹饪技术准备和烹饪各

种主要的咸味菜肴，并了解食物的季

节性，知道各种食材的生长环境，如何

养育、采摘和加工。

此外，作为中等教育普通证书的选

修科目，英国教育部 2015 年发布了中

等教育普通证书科目中有关“食物制备

和营养”选修课程的规范性文件。文件

规定该课程必须使学生具备烹饪和应

用食物原理所需的知识、理解力和技

能，使学生能够建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

联系，将对食物和营养的理解应用于实

际烹饪，实现科学、营养和健康的饮食。

该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营养、食物来源和选择、食物制备与烹

饪（包括食物制备与烹饪的科学原理、

烹饪技巧）。

学生必须达到以下学习目标：通

过使用各种食品、烹饪技术和设备进

行食物的准备和烹饪，展示有效和安

全的烹饪技能；增加对食品和饮料营

养含量的知识和理解；了解饮食、营养

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包括不良饮食对

健康的生理和心理影响；了解经济、环

境、伦理和社会文化对食物供应、生产

过程、饮食选择和健康的影响；在准

备、加工、储存、烹饪和供应食品时，展

示对其功能和营养特性、感官品质和

微生物食品安全考虑的知识和理解；

了解和探索不同的成分与过程，传统

英国和其他各国的烹饪传统，以激发

新的想法或修改完善现有的食谱。

美国：开展可食校园计划

1946年，美国发布《国家学校午餐

法案》，该法案长达81页，严格规定了关

于校餐营养搭配及安全方面的要求，其

中包括学生每餐需要摄入的蛋白质、维

生素 A 和 C、铁、钙和卡路里含量。

1966年《儿童营养法案》又提出，鉴于营

养知识的缺乏和对营养与健康关系的

认知不足可能导致儿童拒绝高营养价

值的食物并助长浪费，营养教育应列入

学校教育体系优先考虑内容。随后，美

国《2000年目标——教育法案》制定了

“到2000年，所有在校学生都将接受健

康营养教育”的营养教育目标。伴随政

府一系列的措施，美国民间各方社会力

量也协力推动青少年的食育。

•让学生在大地上学习课程

“可食校园计划”是由美国社会运

动者和知名主厨艾莉丝·华特丝发起，

她也是资助这项计划的基金会创始

人。这位创始人1971年就与朋友一起

开办了一家以有机时令蔬菜与肉类为

原材料的餐厅——潘尼斯之家，然后邀

请社区居民、建筑师、专业人士一起规

划了加州伯克利马丁路德金恩中学的

一方实验园地，期待学校能以菜园为教

室，在大地上学习数学、生物、历史、文

化等课程，同时教导孩子吃得更健康、

认识食材、重新建立与土地的联结。

艾莉丝·华特丝认为，这样的设计

不但能充实学校课程，也能成为校内

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可食校园计划的

雏形。可食校园计划包括教师培训和

学生课程，可以辐射到社区的所有群

体，涵盖对公众的公开讲座，培训来自

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园艺工作者、

厨师、倡导者在其学校、自助餐厅和社

区发展可食教育，一起学习和分享核

心原则与实用工具，以使学生能够参

与学术、社交和情感学习。

目前，可食校园网络连接了来自

美国 53 个州和地区以及全球 75 个国

家的5681个计划，在美国伯克利、洛杉

矶、新奥尔良、旧金山、纽约、匹兹堡等

城市的公立学校开枝散叶。

•让学生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马丁路德金恩中学的可食校园是

可食校园计划项目的示范点和创新中

心。在可食校园里，学生是农民、厨

师、学习者和教师。在厨房教室，厨师

教师引领学生探索文化和身份同一性

如何塑造个人关系并接触到食物。学

生、教师以及社区志愿者围坐在桌子

旁，分享食物并进行交谈。在花园教

室，学生是土壤的开发者和收获的“牧

羊人”。他们播种、收获，不仅填饱了

肚子，更激发了创造力、想象力和学习

能力。可食校园计划将学校课程和每

位学生的学术经验整合在一起。

在马丁路德金恩中学的三年级，

一位学生需在该项目中上够 60 节课。

学生和科学教师来到花园，并和人文

教师来到厨房，通过在校内打造可食

花园，发展花园和厨房教案，并与科

学、数学、人文等学科集合，旨在创造

和维持一个有机花园和厨房，并充分

与学校的课程、文化、餐食结合，建立

和分享一套从学前班到高中都可以实

施的全国性食育课程，指引学生选择

更好的饮食方式，与土地及社区产生

联结，通过在全美融入这样的课程，将

健康的生活方式传达给每一个孩子。

更广泛地说，可食校园的课程旨

在培养好奇、敬业的学习者，使学生表

现出：好奇心和尊严感；具有团队合作

能力，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尊重自己

和他人；对多样性的欣赏和从差异中

学习的能力；了解如何与所吃的食物

互动，巩固与食物之间的联系，建立可

以使家庭和社区恢复活力的关系。而

可食校园计划的教学法、实践和课程

开发方法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

此外，“可食校园计划”还与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合作开展了“可食教

育 101 课程”，这是混合的公共讲座系

列和学分制课程，旨在拓展每个人的

知识体系，并有能力采取行动改变食

品系统。自 2011 年以来，该项目已为

本科生和公众提供了7个学期的课程，

课程主题缤纷多彩，包括食品系统和

选择简介、健康和营养辩论板块，环境

辩论板块，交易、劳工与司法辩论板

块，农民工工资、成本辩论板块等。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

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上接1版）

“我专门用了一个文件袋存放这

些反馈表，希望孩子有一天自己发现

并能够感激所有为他付出的身边人，

通过自己的努力回馈社会。”学生洋洋

的家长这样写道。

彼此关怀，享受教育的味道

让教师成长为具有关怀力的教师，

仅仅让他们做“班级导师”就行了吗？

当然不够！

李唯的设想是：全校所有教师都

结为成长合伙人！

在李唯看来，“成长合伙人”这个概

念不仅仅是师徒结对，更体现了教师平

等的思想。无论是年轻教师还是资深教

师，对于好老师的标准是不会改变的。

新岗教师与资深教师相互学习，取长补

短。新教师积累经验，资深教师不断更

新知识理念，彼此之间没有高低之分。

“红树林的教师们要做一群有意思的

人，要做有意义的事情，让教育变得更加美

好，让关怀关系连接你我。”今年的“成长合

伙人”签约仪式上，李唯由衷地说。

经由“成长合伙人”的帮助，许多

教师完成了迭代升级。

正是在李意新的帮助下，何佳华完

成了从“金毛狮王”到“张三丰”的蜕变。

作为一名新教师，为了管住学生，

以前的何佳华时刻都处于高度紧张的

状态，动辄发怒。直到她无意中听到

了班长的一句话：“何老师好凶啊！”

“那一刻，感觉自己心里好凉。”是

时候作出改变了，何佳华找到了自己

的成长合伙人李意新，对于“学生是没

有错的”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体认。

“现在的我，是非常淡定大气的张三

丰，无为而治，我要努力做优雅、端庄、温

柔的老师。”何佳华不无骄傲地说。

“ 以 前 听 过 一 句 话 叫‘born to

teach’（生而为教）。佳华就给我这种感

觉，浑身都散发着教育所需要的激情和

机智，她具有成为好老师的素质。”李意

新这样评价亦师亦友的“合伙人”。

而对于教师王云锟来说，自己收

获最大的无疑就是“成长合伙人”刘宏

金的一句话：你的成长速度与主动程

度成正比。

这一年，王云锟开始主动学习，主

动请教，主动听课……去年底，在学校

专门举办的“成长合伙人”新岗教师教

学技能大赛上，她收获了自己平生第

一个比赛的一等奖。

同样是一等奖获得者的张丹丹，虽

然是博士，但也从自己的合伙人——被

称为“课神”的胡小丽那里学到了很多。

“不管是博士，还是新岗教师，还

是我，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成长

合伙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职业是

教师，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

为了更美好的教育生活！我们在一起

彼此滋养，彼此关怀，享受成长！”快人

快语的胡小丽说。

“戏精”上线 “关怀”落地

课堂是教育的主阵地，如何在课

堂上进一步落实关怀的教育理念？

2018 年，学校找到了戏剧教育这

种表现形式。

“传统课堂不是不能关怀，但在

‘大班额’背景下，再怎么努力也会忽

视部分学生。”在学校学生中心主任

谢伟看来，戏剧教育恰恰能让每个学

生都参与进去，真正关注学生的内心

世界。

为此，学校派出教育戏剧种子教

师参加教育戏剧工作坊的培训。

在学校的红树林大讲堂第九期，

12 位教育戏剧种子教师一一登台，分

享自己的实践经验。

教师王凯莉在课堂中使用“镜子

游戏”教授古诗《月下独酌》，通过教师

入戏表演“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的情景，让孩子模仿教师的动作、表

情、语言。

教师饶珊珊通过“停顿动作”让学生

操练数学的平面图形和立体图形的分类。

教师谭蕾通过使用“定格画面”和

“建构空间”，大大提高了学生参与英语

戏剧《白雪公主》角色扮演的积极性。

教师高丹将“动作传真机”应用于

音乐教学中音高的传递和构建，这让

单一枯燥的音高学习变得生动有趣。

教师万逸琳则把“建构空间”“定

格画面”等应用到美术教学中，让学生

用身体感受线条与疏密关系，大大提

高了学生参与兴趣，同时也提升了学

生对美的感受力。

尤其是胡小丽扮演的《狼来了》的

牧童，让人“大吃一惊”。

“胡老师真是一秒钟‘戏精上线’，

她拿凳子当道具、坐在地上拍腿、撒泼

打滚等，把调皮的孩子演得活灵活

现。”教师王凯莉叹服不已。

“在将教育戏剧应用于课堂教学

的过程中，有过辛酸和挫败，但也充满

了惊喜。我们要不断地反思和打磨课

程，要始终把握从个体到群体互动、从

简单到复杂、从模仿到创意的三个原

则，要时刻记得‘永远鼓励学生，永远

平等’。”胡小丽说。

这 正 是 李 唯 设 想 中 的 关 怀 课

堂 ——以孩子的兴趣为主，以故事的

形式开展并贯穿一节课或者一个时段

的课，将更多的课堂任务交由学生思

考并完成以游戏的方式练习……不管

是语文、数学还是体育，每门课都应该

成为孩子“表演”的舞台。

“戏剧教育涉及更多的是合作和

交往的问题，是学生处理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最终让关怀如何

在他们彼此之间落地的问题。”李意

新说。

从课堂到课外，从学校到家庭，在

教师关怀学生的同时，学生也在用他

们特有的方式关怀着教师。一次次的

关怀累加在一起，最终汇成了一片充

满关怀的红树林教育生态圈，而这正

是李唯的梦想：为每一个儿童种下“关

怀”的种子，培养他们自我关怀以及关

怀他人的能力，这才是真的美好的教

育，才是教育应有的样子。

为儿童种下“关怀”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