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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哺育
生命之根

国际母乳喂养行动联盟| 世界母乳喂养周

母乳哺育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通用解决方案，让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公平的开端。
母乳哺育能改善全世界女性和儿童的健康、幸福和生存状况。
告 知

2018年世界母乳喂养周的目标

人们母乳哺育与营养、
食
品安全和减少贫困之间的
联系

坚 定

母乳哺育在营养，食品安
全和减少贫困这几个方
面的作用

要

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和更加公平的世界，首先要努力消除
贫困、保护地球和确保繁荣。
营养不良、食品不安全和贫困

影响到数百万人，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母乳哺育让
生命处于同一起跑线，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通用解决方案，同时
它也是母婴健康和生存的根基。

母乳完美迎合了婴儿的营养和免疫需求。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母乳哺育都是天然和最优的婴儿喂养方式，还可以增进母婴之间

的联结。
虽然全球初始母乳喂养率相对较高，但是在6个月以内的

婴儿中，只有40%是纯母乳哺育，其中只有45%会继续母乳哺育至

2岁及以上。
此外，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母乳哺育率差别很大。
促
进优质的母乳哺育每年可以防止多达823,000名婴儿和20,000名

母亲死亡。
非母乳哺育往往会伴随着更低的智力，由此带来的经济
损失每年达到约$3020亿美元。

创造支持女性母乳哺育的环境会遇到很多障碍，包括缺乏卫

生服务、家庭和社区支持系统以及工作和就业政策这些方面的支
持。
母乳代用品猛烈的市场攻势让情况进一步恶化。

[

吸 引

个人和组织齐心协力做
好相关工作

激 励

你我采取行动，推进母乳
哺育成为营养，食品安全
和减少贫困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采取协调 一 致 的 行 动，才 能 实 现 世 界 卫 生 大 会

（WHA）的目标：在2025年之前至少把纯母乳哺育率提高到50%。
虽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是要实现政策的落地，我们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
我们要齐心协力，共同倡导母乳哺育是良好的营养、食品

安全和消除贫困的基本核心。
2018年世界母乳喂养周的主要关注
点为以下几个方面：

1、预防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指的既有营养不足，也有超重和与之相关的非传染性
疾病。
营养不良的这种双重负担会给短期和长期的健康带来严
重的影响。

2、确保食品安全，即使是在危机时期

食品安全指的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食物。
它会受到食

品供应、购买能力和不同危机的影响，比如饥荒、自然灾害、武装

冲突和环境恶化等。
3、打破贫困的循环

贫困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饥饿和营养不良。
饥饿会促使
贫困的家庭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而且无法打破贫困的循环。

母乳哺育能帮助预防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确保婴幼儿的食品安全，因而能帮助国家和人民摆脱饥饿和贫困的循

环。
因此母乳哺育是生命之根。
保护、促进和支持母乳哺育对创建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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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
所有形式的
营养不良

确 保 食 品 安 全，
即使是在
危机时期

优质的母乳哺育能为健康带来
终生的积极影响
许多有力的证据显示，
优质的母乳哺育有许多好处：

母亲：拉开生育间隔，降低乳腺癌和卵巢癌
的风险，降低高血压的风险
婴儿：抵抗传染性疾病，减少腹泻的发生率
和严重程度，降低呼吸道感染和急性中耳
炎，预防蛀牙和咬合不正，并且提高智力水
平

最优的婴幼儿喂养方式（IYCF）

优质的母乳哺育对母婴的终生健康和幸福
至关重要

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建议：
产后一小时内及早开始母乳哺育

纯母乳哺育六个月

继续母乳哺育至两岁及以上，同时在六
个月时添加营养充分和安全的辅食（固
体）。

打破贫困的
循环

非母乳哺育的经济和环境成本

非母乳哺育的短期和长期成本对整个社会
带来的影响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非母乳哺育的婴儿智力更低，这会减少
他们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进而减少未
来的收入。

低母乳哺育率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疾病，
因而带来更高的卫生保健和治疗成本。
婴儿配方奶的生产、包装、储存、运输及
冲泡都会对环境带来破坏。

众所周知，营养不良带来的体重不足和发育不良
在低收入国家非常普遍。除了这个问题之外，事实

上，超重和与之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对低收入国
家带来的疾病负担比高收入国家更加严重。缺乏
母乳哺育既有可能造成儿童体重不足，也有可能
造成儿童超重。营养不良的这种双重负担对儿童
短期和长期的健康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儿童营养不良，尤其是消瘦，通常是由低收入环境
下的人工喂养所导致。消瘦是可以间接预防的，比

如预防严重的腹泻。除了母乳哺育之外，许多因素
都会对儿童最优的生长发育产生影响，包括补充

喂养的引入、数量和频率。其他形式的营养不良，

比如超重和肥胖，在儿童是人工喂养的情况下更
有可能发生，而且在所有环境下都越来越普遍。

母乳哺育还会对母亲的营养产生影响。哺乳母亲

因为母乳哺育而营养不良，进而降低体重的假设

并不成立。合理的营养，最优的生育间隔，再加上
正确的避孕手段，是预防母亲营养不良的主要方

法。纯母乳哺育还能帮助母亲恢复到健康的孕前
体重，并可能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

优质的母乳哺育能预防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为
母婴带来终生的积极影响。

联合国对食品安全的定义是，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

会留下大量的环境足迹，还会从很多方面消耗自

和足够的食物，从而满足生存和健康的需求。”生

带来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另外，婴儿奶粉的生产

都可以通过体力、社会和经济手段，获取安全营养

然资源，造成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乳牛养殖业会

命最初的1000天至关重要，因为人类发育的根基

、包装、储存、运输和冲泡也需要大量使用矿物燃

保证婴儿的食品安全，并且保证整个家庭的食品

匮乏的一大原因，而且这会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

就在这段时间建立。母乳哺育能从生命的最开端
安全。制定保护、促进和支持最优婴幼儿喂养的政
策时，应该把孕期和哺乳期女性在食品安全方面
起到的作用写进其中。

母乳哺育是人类健康与自然的生态系统之间存在
深刻联系的最好例子。母乳是天然可再生的绿色
环保食物，因为从生产到送到客户手中，这个过程
既没有污染，也不存在包装或浪费。
相反，人工喂养

料和水。因此，人工喂养是温室气体排放和水资源
气候变化会导致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危机。在危

急的情况下，奶粉的供应链并不可靠，周遭环境卫

生条件普遍不佳，此时母乳哺育会是最安全的选择。
母乳哺育能灵活应对气候变化，哪怕是在危机时

刻，也能确保食品安全。为了地球和人类的健康，
保护、促进和支持母乳哺育至关重要。

要得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首先要消除世界

往更健康和更繁荣的未来的道路上。对婴幼儿来

所有贫困的人都会饥饿，但是几乎所有饥饿的人

对大脑发育起到的促进作用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比

上一切形式的贫困。Pinstrup-Andersen说，
“不是

都很贫困。上百万人生活在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环

境中，是因为他们买不起足够的食物、买不起营养
的食物，或是买不起能种出足够好的食物的农业

用品。”饥饿和贫困常常会形成恶性循环，阻止人
们发挥出全部的潜力。

母乳哺育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通用解决方案，
让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公平的开端。它能让上
百万幼儿生存下来并且茁壮成长，让他们走在通

说，母乳是最有营养和最能带来免疫力的食物，它
拟。母乳哺育还能加强儿童的认知发展，提高他们

的智力，从而极大改善教育程度、未来的就职以及
终生的收入。 错过童年这个至关重要的大脑发育
阶段，有可能导致重大的认知和经济损失。

母乳哺育能改善女性和儿童的健康和幸福，是一

个国家发展和未来的根基。它是伟大的平衡器，可
以帮助打破贫困的循环。

全球有

在中低收入的国家，

1.55亿

与从未母乳哺育的婴儿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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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与配方奶喂养相比，

1.
2.
3.

1 0%

2

超过

母乳哺育能把超重和肥胖的
风险降低大约

21%

风险降低了

成年人（18岁以上）存在

3

超重的问题，其中6.5亿人是肥胖人群

Sankar, M. J. et al. (2015). Optimal breastfeeding practices and infant and child mortalit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cta Paediatrica, 104, 3-13

全球有

8 . 1 5 亿 人长期

处于食品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

状况，而且绝大多数（4.89亿）
生活在有武装冲突的国家

1%

4

全球婴儿配方奶市场的销售额

预计在2019年之前可以达到近

$7 0 6 亿美元

母乳的质量和产量几乎不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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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行动目录中提出的问题都要求采取紧急行动。
请阅读下面的案例研究，看看不同的组织是如何把最优的婴儿

喂养 - 当然包括母乳哺育 - 和食品安全及营养的方案结合起来，如何支持灾难中的女性，如何利用社区推广员
来有效改善民生和带来可以持续的改变。
我们希望你能从这些案例研究中得到启发，然后开展你可以采取的
行动！

案 例 研究1

在行动中学习：改善补充喂养
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营养不足是马拉维面临的重大问题，而
这是由食品不安全、生活方式和环境不健康、以及卫生护理
条件的缺乏造成的。这个研究项目把主要的重心放到了生
命的前1000天，目标是实现6个月的纯母乳哺育，然后在6
到23个月时进行适当的补充喂养。改善这些做法可以避免
发育不良和营养不足，确保儿童发育正常。
这个案例中的项目需要进行营养干预，教会家庭和照顾
者如何在生命的前1000天实行更好的照护。他们所做的干
预包括，向农民宣传食品安全和多样化农业，同时培训照顾
者，让他们知道正确的营养和最好的喂养方式。

案 例 研究2

当灾难降临时，支持母乳哺育的妈妈

2013年，当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后，许多妈妈对世界宣明
会的工作人员说她们太焦虑了，所以没办法喂奶，只能喂水
来安抚孩子。
由于缺乏至关重要的营养知识，她们的孩子处
于腹泻带来的营养不良的风险中。这些脆弱的妈妈需要一
个安全的地方来获得支持和教育。

一个妈妈可以喂奶的安全空间
“给女性和儿童提供一个空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可以得到
保护、隐私和正常感 。”世界宣明会的儿童专家Weihui
Wang说。
碰到台风海燕和2015年尼泊尔地震这种长期的灾害时，
针对哺乳妈妈展开的方案会把无家可归的妈妈们聚集到一
个安静的地方。

我们可以从这个饥饿计划中学到什么呢？

1、利用当地供应的食物作为母乳哺育最好的补充，并且在
食物过季时，教他们使用替代食物。

2、在社区中传播符合年龄的正餐和零食分量的知识，尤其
是鼓励用丰富的粥类给幼儿补充喂养，即使他的家人认
为他已经很大，不需要补充了。
孩子依然可以从这个营
养中受益。
3、考虑到家庭成员的复杂性；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应该接受
喂养知识的教育，这无关乎性别、辈分和家庭。
针对季节
性的农作物进行符合营养的农业支持和教育，使之与健
康和营养教育相辅相成，这能帮助家庭准备好一整年的
营养食物。
提供食谱和开办烹饪课程也能改善健康，并且
提高烹饪营养膳食的信心。

Myrna有四个孩子。
她说，在台风海燕发生后，她最欣慰
的是能把最小的孩子Mary Rose带到了其中一个安全空间。
“我们到那以后，我和宝宝Mary Rose都很放松，我可以
把我的问题和焦虑暂时忘却。
”Myrna说，
“我还从其他妈妈
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
好心有可能办坏事

每当发生灾情时，许多好心人捐的第一个东西就是婴儿配
方奶，Minnie Portales说。
但是，大量免费的配方奶可能会
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原本母乳哺育的妈妈会停止喂
奶，而如果得到正确的支持，她原本是会继续喂下去的。

案 例 研究3

在秘鲁，土著推广员和社区合作，成功减少了营养不良
在26名秘鲁土著的推广员中，有7名是女性。他们都是社区
成员的光辉榜样，带领他们主动地成为可持续变革的积极
推动者。
这群志愿者采取了一种以性别为基础的方法，不断改善
他们的领导技能，改变了自作主张和自高自大的态度。
他们
在强大动力的支持下，为当地的Shawi社区带来了真正的
改变。
这是饥饿计划和秘鲁通过 Chirapaq（秘鲁土著文化
中心）联合在做的项目。

15名推广员不分男女，不断访问社区，告诉社区居民如何
根据气候变化选择最适宜的农业活动。推广员还会告诉女
性改善饮食习惯的健康方式，以及如何改善儿童的健康和
卫生，重点针对Shawi社区三岁以下的儿童。他们还会不断
传播一些具体的概念，包括食物的分类和纯母乳哺育六个
月。
这些课程的结果是帮助减少了秘鲁8个Shawi社区婴幼儿
长期营养不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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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起来

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通过告知、坚定、吸引和激励这四个关键词传达母乳哺育是生命之根。

告 知

• 提高人们对人工喂养风险和缺点的认识，尤其是对脆弱人群的风险。

• 告知优质的母乳哺育有其他哪些终生的影响。

• 宣传母乳哺育是减少碳足迹的一种方式。

• 在家庭和国家范围内展开对话，谈论非母乳哺育的成本。

坚定

• 把保护、推广和支持纯母乳哺育纳入对抗超重和肥胖的方案中。

• 向政府部门，比如农业部，提倡把优质的母乳哺育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一步。
• 把母乳哺育纳入所有相关职业的大学和研究生的课程中。

• 把母乳哺育纳入与母亲、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和发育有关的项目中。

• 确保2017年联合国婴幼儿紧急喂养管理操作指南落实到所有的紧急救援干预中。

吸引

• 吸引致力于解决营养、饥饿、食品安全、粮食援助、环境、气候变化和消除贫困等问题的组织。
• 吸引年轻人用创新的方法带来改变。

• 吸引家庭中的男性和其他成员的支持，共同承担护理和家务上的责任。

• 建立包含专业人士和基层卫生工作者的多学科综合小组，创建为妈妈服务的温暖的支持链。

激励

• 贯彻实施爱婴医院的倡议以及为哺乳妈妈提供咨询和支持的社区项目。

• 以《国际劳工组织保护妇女生育公约》为最低标准，制定带薪产假和父母保护的政策。

• 全面实施和监控《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以及世界卫生大会的相关决议。
• 监控婴儿配方奶生产、运输和消费链对环境带来的影响。
• 倡导在各个层面上增加对母乳哺育项目的投资。

只要同心协力，
我们就能建设出更健康、更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2018年世界母乳喂养周的口号是，母乳哺育：生命之根。
优质的

乳妈妈创造一个温暖的支持链。这个温暖的支持链会提供始终

母乳哺育能灵活应对气候变化，哪怕是在危机时期也能确保食

练的帮助 。
WABA协调了马拉西亚槟榔屿的一个项目，目的是创

重要。除了为儿童的健康发育打下基石之外，母乳哺育还是一

到致力于创建健康城市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倡议中。

母乳哺育能帮助预防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让母婴终生受益。 一致的信息和恰当的转介系统，确保母婴得到持续的支持和熟
品安全。保护、推广和支持母乳哺育对地球和人类的健康至关
个国家发展的根基。它是伟大的平衡器，能帮助打破贫困的循

建一个对母乳哺育友好的社区，最终把对母乳哺育的友好纳入

不论你身在何方，都可以创造温暖的母乳哺育支持链。
你所

环。

在的社区有温暖支持链的例子吗？把你的故事分享出来，我们

区、工作场所以及当地政府的不同利益相关方集合起来，为哺

力。

成功的母乳哺育需要团队的努力。
我们可以把卫生机构、社

可以共同奠定基础，为更健康、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而努

国际母乳喂养行动联盟（WABA）是由保护、推广及支持母乳喂养的个人、联盟及团体组成的全球联盟，以《伊诺森蒂宣言》、哺育喂养十大方针（Ten Links for Nurturing the Future）及世界卫
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全球婴幼儿喂食策略为行动准则。
WABA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顾问的关系，是一个非政府团体，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议会（ECOSOC）的特别顾问。
WABA会
协调每年的世界母乳喂养周活动，与许多组织和个人有着密切合作。
WABA的合作伙伴包括：母乳哺育医师学会（ABM）、国际婴儿食物行动联盟（IBFAN）、国际泌乳顾问协会（ILCA）、国际母
乳会（LLLI）、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以及其他多家国际组织。
WABA的工作，包括世界母乳喂养周，得到了瑞典国际发展研究局(Sida)
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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