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试点情况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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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针对我国西部贫困地区幼儿营养不良及早期教育缺乏的现状，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自 2009 年 9 月以来先后在西北、西南贫困地区开展儿童早期
发展项目试点，对孕妇及 6-24 月龄婴儿实施营养干预，为 3-5 岁幼儿提供早期
教育，并举办“妈妈学校”培训。试点一年多来取得明显效果。政府制定和实施
儿童早期发展政策措施是收益最高的人力资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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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国西部贫困地区幼儿在营养及早期教育方面严重落后的现状，中国发
展研究基金会自 2009 年 9 月以来先后在青海省乐都县和云南省寻甸县开展“贫
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项目试点，目标是实现新生儿出生健康、婴幼儿营养正常、
早期教育基本覆盖，探索以低投入、可持续的方式改善贫困地区婴幼儿营养水平，
普及早期教育，为国家制定儿童早期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一、现状
目前我国西部贫困地区儿童的早期营养和教育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和一般农
村地区。在这些地区，早期营养不良主要表现为铁、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缺乏所
导致的贫血、低体重和生长发育迟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营养专家对青海乐都、云南寻甸 2 岁以下婴幼儿进行的营养基线调查结果
表明，乐都 6-12 月龄婴儿缺铁性贫血率为 58%，寻甸高达 72%，大大高于 2009
年全国一般农村地区（30%）乃至全国贫困地区的平均水平（43%）。根据实地考
察，西部贫困地区儿童早期营养不良除了有收入方面的因素以外，营养知识缺乏
和观念落后也是重要原因。在青海乐都县，由于当地传统观念认为鸡蛋是“发物”，
大人、小孩几乎都不吃鸡蛋。绝大部分家庭不懂如何做鸡蛋羹，如何进行婴儿辅
食喂养。相反，将鸡蛋换钱买卤鸡爪、方便面给幼儿当零食吃的现象十分普遍。
家长文化程度越低，营养知识越缺乏，婴儿的营养不良状况越严重。
幼儿早期教育也存在大问题。在西部贫困县，有限的早期教育投入主要用于
县城，乡镇以下基本没有投入，村级以下仅在村小学设有一年制学前班，3-5 岁
幼儿基本没有接受早期教育的机会。青海乐都县 2009 年 3-5 岁幼儿人数约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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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全县仅有幼儿园 12 所，其中 6 所在县城，6 所在农村乡镇地区，共收纳 2800
名幼儿，其余 5000 多个住在偏远山村的幼儿则无法接触任何早期启蒙教育。北
京大学早期教育专家在 2009 年对乐都县 2-5 岁未上幼儿园的幼儿进行了综合评
估，结果显示，乐都幼儿的语言、认知能力仅相当于城市同龄在园幼儿的 40%，
并显著低于一般农村同龄在园的幼儿。西部贫困地区的青壮年外出打工者较多，
幼儿“隔代抚养”现象普遍，由于祖父母往往文化程度很低，留守幼儿的保育和
教育问题十分突出。为满足幼儿保教的强烈需求，近年来贫困地区民办幼儿园数
量不断增加。地方教育部门明确规定了幼儿园保教收费的上限，因此民办幼儿园
基本处于一种低价市场竞争的状态。即便如此，贫困山区家庭支付这笔费用仍然
比较困难，而且大多数民办幼儿园设在乡镇，偏远山区的幼儿仍然无法获得早期
教育。从实地考察情况来看，贫困地区的民办幼儿园普遍设施简陋，场地拥挤，
有些还存在安全隐患。
二、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项目试验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 2009 年对广西、云南、重庆、青海等西部贫困地区
进行了多次调研，实地走访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公办民办幼儿园以及农民家
庭，对婴幼儿营养和早期教育状况进行摸底调查。在实地考察和专家论证的基础
上，于 2009 年 9 月和 2010 年 4 月分别在青海省乐都县、云南省寻甸县启动“贫
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项目。
（一）试点范围
乐都县在 9 个乡镇同时实施营养干预和早期教育试点1，并另外选择 2 个乡
镇作为试验的对照组。寻甸试点在 4 个乡镇实施，其中包括一些交通十分闭塞的
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村寨（表 1）。截至 2010 年 10 月，乐都、寻甸两个试验
点进入营养干预试验的婴儿、孕妇累计 4936 人，共设立 61 个妈妈学校，参加早
期教育活动的 3-5 岁幼儿达到 2960 名，105 名早教志愿者在 158 个早教点以“走
教”方式巡回施教。

1 乐都县共辖 19 个乡镇。早期教育试验启动以后，乐都县其它多个乡镇希望采纳“走教”
模式，使本乡偏远山村的幼儿能够接受早期教育。经县教育局协调布局，又在 5 个乡镇增设
了早教点，使早期教育试验范围扩大到了 14 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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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海乐都、云南寻甸项目试点范围（截至 2010 年 10 月）
贫困地区儿童

乐都

寻甸

试点乡镇（个）

9

4

6-24 月龄婴儿（人）

1970

872

孕妇（人）

1479

615

试点乡镇（个）

14

4

早教点（个）

87

71

3-5 岁幼儿（人）

1479

1481

早教志愿者（人）

52

53

早期发展项目
营养干预

早期教育

（二）试点内容
1. -9 个月至 24 个月营养干预。根据营养学经验研究，从妇女受孕（即-9
个月）到婴儿 24 个月是实施营养干预的“黄金时期”。营养干预试验主要针对
孕妇和 2 岁以下婴幼儿：（1）对年满 6 月龄的婴儿，免费发放婴儿辅食补充剂
—“营养包”,直至婴儿满 24 个月。营养包是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春明研
究员主创研制、以全黄豆粉为基础加了多种营养素的辅食喂养补充食品，包括钙、
铁、锌、多种维生素及叶酸等成分；（2）对孕妇免费发放包含多种微量营养素
的“营养素片”，直至分娩。
试点乡镇卫生院对所有进入项目的婴儿从 6 个月开始直至 24 个月，总共提
供 5 次体格检查服务，建立完整的婴幼儿健康档案。对进入项目的孕妇，乡镇卫
生院提供定期健康检查，建立健康档案，并跟踪新生儿的营养健康状况。村卫生
室负责发放、指导婴儿家长和孕妇正确使用营养包和营养素片。
2. “妈妈学校”培训。项目在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设立“妈妈学校”，
由乡镇卫生院妇幼专干为孕妇和幼儿家长每月提供 1-2 次包括孕期营养、婴儿辅
食喂养、营养包使用等内容的系列营养知识培训和示范指导，并结合开展参与式
亲子活动，为家长提供一个相互交流育儿经验的社区平台。
为提高培训人员的能力，保证“妈妈学校”培训质量，项目邀请首都知名的
营养、儿童保健专家，对试点乡镇及村级妇幼保健人员进行统一培训，还专门组
织编写了一套兼具科学性、地方性和实用性的教材，供培训人员使用。
3. 3 至 5 岁早期教育。基于西部贫困地区人居分散、交通不便，农民收入
低，开办规范的幼儿园的单位成本太高的现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试验中采
取“走教”方式，使偏远乡村、无法接受正规幼儿园教育的 3-5 岁幼儿能够接受
早期启蒙教育。项目充分利用村小的富余校舍，设置“早教点”，吸纳周围临近
村组的幼儿。早教点每周开展 2-3 次活动，每次活动不少于 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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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走教活动的人员被称为“早教志愿者”，通过自愿报名、专家考核面试
等程序招募。志愿者均为当地人，其中有县职业中专幼教班的毕业生，有待业的
大学、大专毕业生和原民办教师。志愿者每月领取 1200 元补助，低于当地公办
幼儿园，但高于民办幼儿园的工资水平。凭借对幼儿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执着信念，
这些志愿者每周奔波跋涉于贫困山村的早教点之间，在比正规幼儿园艰苦许多的
环境中巡回施教。
“走教”方式注重运用儿童早期教育的前沿理念进行探索试验。如早教点采
取混龄班教学，师生就地取材自作教具，开展亲自然教育、亲子活动等。中国发
展研究基金会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全国多所城市幼儿园的早期教育专家和优秀幼
儿园教师，以统一培训、网络授课与交流、现场示范指导等多种方式对早教志愿
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
（三）组织与监督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负责筹集资金开展项目试验和研究，组织技术力量对试
验活动进行定期监测评估，对地方项目执行人员开展专业培训。基金会还邀请国
内外学术、政策研究机构及国际组织，主办儿童早期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中国教
育电视台的支持配合下，项目组多次拍摄项目试点进展情况，制作电视短片，进
行广泛的社会宣传。早教志愿者被邀请到北京参加暑期培训，两个试验点之间也
开展了经验交流。
地方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和监督项目。乐都、寻甸两县政府专门成立项目领导
办公室，各由一名副县长牵头，联合县卫生局、教育局组织实施营养干预和早期
教育试点活动。乡镇卫生院承担婴幼儿及孕妇体检，向县级上报体检结果，组织
“妈妈学校”培训等任务。村卫生室负责将营养包和营养素片发放到家庭、填写
婴儿健康档案、指导家长正确使用营养包等工作。县卫生局指定“营养专干”，
每月下到乡村，督察营养干预执行情况，并汇总各乡镇上报的体检、营养包食用
等数据，向项目组报告。县教育局负责早教点布局，管理志愿者教学、考勤和补
助发放，并定期组织志愿者培训。乡镇中心学校统筹安排本乡早教点的教学活动、
设施配备，管理志愿者生活，并指定“早教专干”对早教点活动进行督察。
（四） 有条件现金转移
考虑到部分试点乡村地处偏远，交通十分不便，家长带幼儿前往乡镇卫生院
参加体检比较困难，根据路途远近，对定期前来体检的婴儿家庭每次给予 10-30
元不等的现金补助。对参加“妈妈学校”培训的孕妇，每次提供 10-20 元补助。
项目尝试通过这种有条件现金转移的方式，在贫困山区有效地提供孕妇及婴儿营
养改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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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果评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分别对青海乐都开展的营养干
预和早期教育试点项目进行了中期评估2。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评估结果，孕妇
与婴幼儿营养状况较干预前显著改善。营养干预实施 3 个月后，孕妇贫血率从
23.9%下降到 13.4%，婴儿贫血率比基线调查（60%）降低了近 20 个百分点。
营养包的干预效果还体现在婴儿患病率的明显下降。对基线调查时 6-8 月龄
和 9-11 月龄婴儿的跟踪调查结果显示，腹泻患病率在基线调查时分别为 29.6%
和 32.2%，经过 6 个月时间干预，比率分别下降到 13.9%和 9.6%。以上两个年龄
组婴儿的发热患病率也从基线调查时的 28.2%和 33.7%下降到一年后的 12.8%和
4.7%。
孕妇营养素片干预对改善新生儿出生健康状况产生了良好效果。经过一年时
间干预，乐都试点地区新生儿的出生低体重率降低了一半以上，从基线调查时的
7.3%降低到 3.2%。3
“妈妈学校”营养知识培训取得初步成效。根据基金会对乐都试点地区的入
户访问和个案跟踪调查，当地大部分家庭已改变不吃鸡蛋的习惯，在日常膳食中
开始重视孕妇、婴幼儿的营养补充。乐都县瞿昙镇一名 9 个月大的藏族婴儿在摸
底调查时的血红蛋白仅 85 克/升，属于重度贫血。据婴儿的外婆介绍，宝宝出生
时低体重，从未母乳喂养，按照当地的习惯做法，宝宝 1 个月大就开始喂泡馍，
每天再加 2-3 袋纯牛奶。家长从未意识到宝宝患有严重贫血。该名婴儿进入项目
后，家长坚持喂食营养包，并按照妈妈学校宣传的营养知识，每天保证婴儿 1
个鸡蛋和适量蔬菜。半年后，婴儿的血红蛋白已提高到 143 克/升。婴儿目前面
色红润、聪明活泼。
以“走教”方式提供早期教育服务也取得了明显效果。乐都参加早教点活动
的幼儿在社会交往、认知和语言等个体发展方面都有显著进步。北京大学对乐都
县 123 名 3-5 岁幼儿的跟踪测试结果显示，早期教育干预对幼儿的认知、精细动
作、社会交往能力、安全知识以及绘画能力均有促进作用。参加早教点活动的所
有年龄组儿童，在问题解决能力方面都有明显提高，与同伴交往过程中的哭闹和
焦虑情绪明显下降。刚开始参加早教点活动的幼儿胆子都比较小，老师讲普通话
也听不懂。教学中使用的油彩笔，孩子直接拿起来就往嘴里送。在坚持参加早教
点开展的活动半年后，幼儿已经学会听、说普通话，乐于自我展示，学会用绘画
表达对美的感受，养成了不乱扔废弃物的良好习惯。走教活动还帮助幼儿家长形
成了以鼓励成就为导向的科学育儿观念。幼儿回家后把在早教点学到的儿歌、游
戏表演给家长，增进了亲子关系。

2 云南寻甸县试点启动时间较短，中期评估尚待进行。
3 数据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春明、何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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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建议
基于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项目试点取得的效果，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制定我国儿童早期发展政策：
（一）瞄准儿童早期发展的机会窗口，制定以儿童为中心的早期发展政策。
早期营养不良造成的身体和智力损害在两岁之后大致上已无法逆转。学龄前的投
资在各年龄段中回报率最高，根据国际研究测算，每 1 美元投入可带来 8 美元的
回报。因此，政府应尽快制定以儿童为中心、营养和教育措施贯穿全程的早期发
展政策，尤其将重点放在减小贫困地区儿童与城市及其它地区条件优越儿童之间
的差距，帮助幼儿顺利过渡到学校学习，为成年后就业和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二）“营养包”适合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婴幼儿营养改善。试点采用的“营
养包”能同时解决婴儿热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以及微量营养缺乏的问题。“营
养包”成本为每包 0.7 元，政府如果采取这种低成本投入的方式改善贫困地区婴
幼儿营养状况，将带来比国际测算的 1：8 更高的投资收益。
（三）“走教”方式值得推广。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贫困山村人口
数量日趋减少，分布更趋分散，利用农村地区调整教育布局后富余的教学资源，
在村组开设早教点，以有志青年提供志愿服务、国家予以适当补助的方式在贫困
地区普及早期教育，比开办幼儿园更节约资金，服务更便利，质量更能获得保证。
（四）依托乡村社区开展营养知识培训和亲子教育十分必要。解决贫困地区
儿童早期营养不良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家长普及营养知识，指导科学的育儿方法。
针对营养干预过程中出现的以营养包取代辅食，造成婴儿总体营养摄入量不足的
现象，项目采取村医上门指导等社区介入方式保证了营养干预的效果。“妈妈学
校”培训强调家长的共同参与，鼓励相互交流育儿经验，为幼儿身心发展营造一
个良好的家庭和社区氛围。
（五）整合基层卫生教育资源，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儿童早期发展跨越从
胎儿期至小学入学前的生命阶段，包括营养发育、认知启蒙等多个维度，政府应
在国家层面采取综合方式解决问题。这需要动员卫生、教育、人口、宣传、妇联
等多部门资源，建立跨部门合作协调机制，保证政策执行效率。同时以农村现有
的公共卫生服务及基础教育体系为基础，充分整合利用人力、物力资源，保证政
策在贫困农村的落实。
（六）优先对贫困地区儿童进行早期营养和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在乐都、寻甸两个试点地区开展营养干预和早期教育两项试验一年的
总投入约 300 万元。其中，对-9 个月（即孕期）至 24 个月营养干预的年人均投
入约为 300 元，对 3-5 岁幼儿实施早期教育干预的年人均投入约为 500 元。我国
西部贫困县-9 至 24 个月婴幼儿、3 至 5 岁未上幼儿园的幼儿总数分别为 365 万、
280 万。因此，小方案是国家在西部贫困县实施全面覆盖的儿童早期发展政策，
政府每年投入约为 25 亿元。大方案则是对西部农村地区的全覆盖，政府的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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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投入约为 60 亿元。政府这笔最大的社会项目投资将基本保证西部贫困地区儿
童出生健康、营养正常，接受基本、有质量的早期教育，为将来继续接受中高等
教育和就业打下坚实的身心基础。这一政策措施将大大缩小我国西部地区与东部
地区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从起点上促进社会公平发展。
（执笔：刘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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