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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数百万美国人受到饥饿的影响， 还有数百万美国人受到与饮食相关疾病
的影响， 比如心脏病和糖尿病， 而这些疾病是健康饮食以及运动能够帮
助预防的。在美国， 饮食相关疾病是引发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 但对
不同社区的影响却不平等。具体而言， 饥饿和饮食相关疾病在服务不足
的社区更为常见， 包括许多非裔、拉丁裔、亚裔美国人， 夏威夷原住民
和太平洋岛民， 以及美洲原住民社区。饥饿和饮食相关疾病也影响到乡
村人、残疾人、老年人、LGBTQI+ 人、 军人家庭、以及退伍军人等更多
社区。人们在获得健康和平价食品以及安全户外空间方面的困难， 是造
成饥饿、饮食相关疾病以及健康不平等的原因。而 COVID-19 疫情让事
情变得更糟。

拜登 - 哈里斯政府已开启了一项旨在 2030 年消除饥饿、提高健康饮食
和运动水平的努力， 以减少经历饮食相关疾病的美国人数。

这一努力将包括 2022 年 9 月召开的一场关于饥饿、营养和健康的白宫
会议。在这次会议上， 拜登 - 哈里斯政府将宣布应对上述挑战的一项战
略及解决方案， 并将鼓励公共和私营部门共同努力转变美国的饮食和运
动环境。该战略将是一个结束饥饿、改善营养和运动、并消除健康不平
等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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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具包
您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些雄伟目标。要成功制定和实施一项关于饥饿、
营养和健康的国家战略， 我们需要您的投入。该工具包旨在帮助您围绕
结束饥饿、 改善营养、 提高运动水平并同时减少健康不平等这些话题，
与您的社区、其他组织和个人展开对话。 

在此工具包中，您会发现有关五个支柱的信息，这五个支柱是关于饥饿、
营养和健康的白宫会议关注的重点领域。您还会发现一些帮助指导您进
行对话的问题。我们请您与我们分享您的故事， 并分享您对每个支柱领
域如何取得成功的想法。我们将参考您的想法来制定有关饥饿、营养和
健康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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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工具包
您举办线上或者线下会议时， 请使用下面的“支柱和问题”部分来指导
对话。您可以选择专注一个支柱、多个支柱或所有五个支柱。您不妨提
前与社区分享这五个支柱和相关问题， 以帮助大家为对话做好准备。请
就如何收集对下列问题的回复做出决定，以便随后轻松将其提交给我们。

讨论结束后， 请提交您收集到的故事和反馈， 并尽可能把这些内容讲得
具体。请在 2022 年 7 月 15 日之前通过电子邮件分享您的回复， 以确
保其会受到考虑。电邮请发送给 WHHungerHealth@hhs.gov。

提交回复时， 请说明您的机构名称（如果适用） 和会议召开地点， 并描
述参会人员规模以及参会人员大体情况（比如来自特定城镇的社区成员、
饥饿问题代言人、 医生等等）。我们尤其想听取对饥饿和 / 或饮食相关
疾病有亲身经历的人们的声音， 而且这样的声音越多越好。我们感谢您
将此作为优先事项， 召集这些人们参会并听取他们的想法。

mailto:WHHungerHealth%40hhs.gov?subject=


支柱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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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
以下五个支柱定义了关于饥饿、营养与健康的白宫会议的范围， 旨在帮
助确定社会所有部门都能采取的行动， 包括联邦政府， 地方、州、领地
和部落政府， 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团体以及私有企业。

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有助于消除社区差距、支持受饥饿和饮食相关疾病
影响的多种多样个人和社区的行动， 包括有色人种社区、农村社区、残
疾人、老年人、LGBTQI+ 人、军人家庭和退伍军人。五个支柱如下 ：

1. 改善食品易得性和可负担性 ：通过让每个人（包括城市、郊区、农村
和部落社区中的每个人） 更容易获得并负担得起食品来消除饥饿。例
如， 就食品援助计划拓宽资格标准和提高参与程度， 并改善获取食品
所需交通。

2. 整合营养与健康 ：优先考虑营养和食品安全在整体健康（包括疾病预
防和管理） 中的作用， 并确保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应对所有人的营养
需求。

3. 为所有消费者赋能， 使其能做出并获得健康选择 ：营造使所有人都能
轻松做出明智健康选择的环境， 使健康食品更容易获得， 鼓励健康的
职场和学校政策， 并投资于文化上适当的并能在特定社区引发共鸣的
公共信息和教育运动。

4. 支持所有人的运动 ：让人们更容易进行运动（这可以部分通过确保人
人都能进入安全场所进行运动而实现）， 提高对运动益处的认识， 并
对运动进行研究和测量。

5. 加强营养和粮食安全研究 ：改进营养指标、数据收集和科研， 来为营
养和粮食安全政策提供参考，尤其是就公平性、易得性和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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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我们希望能得到您对下列部分或所有问题的答复 ：

1. 饥饿或饮食相关疾病如何影响了您、您的家人或社区？

2. 美国联邦政府， 包括行政部门和国会， 应该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实现每
一支柱目标？ 落实这些行动存在哪些机会和障碍？ 行动应包括具体的政
策/计划理念和变化以及资金需求。

3. 地方、州、领地和部落政府， 私营企业， 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团体以及其
他实体应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实现每一支柱目标？

4. 存在哪些公私部门合作伙伴可以共同努力实现每一支柱目标的机会？

5. 在地方、州、领地和部落层面有哪些已经开展的创新性和成功的活动，
可以供联邦层面行动借鉴？

再次强调一下， 您的回复越具体越好。我们设置了一个邮箱， 方便您提交
自己听到并希望发送给我们的想法。您主导的对话结束后， 请将这些想法
通过 WHHungerHealth@hhs.gov 发送给我们。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实现消除饥饿、增进健康饮食和运动的目标，
以减少经历饮食相关疾病的美国人数。我们期待您就如何实现这
一目标提出意见。

mailto:WHHungerHealth%40hhs.gov?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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