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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幼儿性知识、态度和行为状况ꎬ为指导幼儿园和家庭性教育的实践提供参考ꎮ 方法　 整群选取

北京市昌平区 ２ 所幼儿园的 ３５４ 名 ３~ ６ 岁幼儿ꎬ其中女童 １６４ 名ꎬ男童 １９０ 名ꎬ采用一对一访谈形式进行调查ꎮ 结果　 在

身体发育维度ꎬ没有幼儿知道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ꎻ社会情感和情绪维度ꎬ４４.０７％的幼儿能够向好友表达爱ꎬ４０.６８％的幼

儿知道自己不愿意时可以表达拒绝ꎻ在性健康、福祉和性权利维度ꎬ８１.９２％的幼儿知道不能触摸他人的生殖器官ꎬ５４.８０％
的幼儿能够说出至少 １ 种面对性侵害的自我保护方法ꎻ在性别平等维度ꎬ３３.６２％和 ２８.５３％的幼儿在玩具选择和职业选择

上完全具有性别刻板印象ꎬ６６.３８％的幼儿认为男孩女孩一样聪明ꎻ在怀孕和生育维度ꎬ有 ７８.５３％幼儿知道宝宝来自哪里ꎬ
２６.２７％的幼儿认为无论一个家庭是否有宝宝ꎬ家庭都可以幸福ꎮ 幼儿的性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年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幼儿对怀孕和生育、预防性侵害相关内容掌握程度更好ꎮ 幼儿早期家庭性教育和幼儿园性教育

需要加强身体认知和性别平等教育ꎮ
【关键词】 　 性ꎻ健康知识ꎬ态度ꎬ实践ꎻ方差分析ꎻ儿童

【中图分类号】 　 Ｇ ６２７.９　 Ｒ １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１０￣１４６８￣０５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ｎ ３－ ６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ｐ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 ＧＵＯ Ｌｉｎｇｆｅｎｇ ＬＩ Ｙｕｍｅｎｇ ＬＩ Ｊｉａｙａｎｇ ＬＩＡＮ Ｚｈｉｐｉｎｇ ＳＡＮＤＥＲＩＪＮ Ｖａｎ Ｄｅｒ Ｄｏｅｆ ＬＩＵ Ｗｅｎｌｉ.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
ｔｅｒ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Ｂａｓ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５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ｔａｌｌｙ ３５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ｇｅｓ ｏｆ
３－６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ｐ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ｎｅ￣ｔｏ￣ｏｎ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１６４ ｇｉｒｌｓ ａｎｄ １９０
ｂｏｙ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ｏ ｃｈｉｌｄ ｋｎｅｗ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 ４４.０７％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ｏｕｌ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ｌｏｖ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ａｎｄ ４０.６８％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ｏｕｌ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ｆｕｓａｌ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ｕｎｗ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８１. ９２％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ｋｎｅ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ｔｏｕ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ｇｅｎｉｔａｌｓ ａｎｄ ５４.８０％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ｏｕｌｄ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ｎａｍｅ ｏｎｅ ｗａ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ｗｈｅｎ ｆａｃｉｎｇ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ｂ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３３.６２％ ａｎｄ ２８.５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ｈａ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ｏ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ｈｏｉｃｅ ６６.３８％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ｂｏｙｓ ａｒｅ ａｓ ｓｍａｒｔ ａｓ ｇｉｒ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ｂｉｒｔｈ ７８.５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ｋｎｅｗ ｗｈｅｒｅ ｂａｂｉｅｓ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ａｎｄ ２６.２７％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ｈｉｎｋ ｐａｒｅｎｔｈｏｏｄ ｄｏｅｓ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ｅｘｕ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ｔｔｉ￣
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ｈａ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ｄｅｓ 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ｈａｖｅ ｇｏｏ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ｂ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ｅｘ Ｈｅａｌｔｈ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Ｃｈｉｌｄ

【基金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全国性幼儿发展水平监测工具研制” 项

目(２０１９－０１－１１３－ＢＺＫ０２)ꎻ北京师范大学科技部外国文

教专家项目(ＧＤＷ２０１８１１０００３９)ꎻ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

育阶段性教育指导纲要研发”(２０２０ＳＫＺＺ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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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儿童青少年性发展与性教育、心理测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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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性健康对未来成长有深远影响[１] ꎮ 近年来ꎬ
幼儿遭受虐待、性侵害等事件在媒体频繁曝光ꎬ幼儿

的自我保护成为社会大众日益关注的话题[２] ꎮ 除了

性与性安全ꎬ广义的性还涉及性生理与性心理变化、
人际关系发展、生活技能发展、对社会性别和多元性

别的认知、性反应与性行为、性与生殖健康等多个维

度[３] ꎮ 关注幼儿的性知识、态度和行为状况ꎬ有助于

帮助父母和教师更好、更全面地开展幼儿园和家庭性

教育ꎬ进而促进幼儿的性健康发展ꎬ培养幼儿性别平

等理念ꎬ提高自我保护技能ꎬ帮助学习与性有关的科

学知识ꎮ 本研究旨在对北京市昌平区 ２ 所幼儿园幼儿

进行访谈ꎬ了解 ３ ~ ６ 岁幼儿性知识、态度和行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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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水平ꎬ为指导幼儿园和家庭性教育的开展提供

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在北京

市昌平区方便抽取 ２ 所幼儿园 ３５４ 名幼儿ꎬ其中小班

幼儿 ９７ 名(女孩 ５２ 名)ꎬ平均年龄(３.３３±０.５１)岁ꎻ中
班幼儿 １４２ 名(女孩 ６９ 名)ꎬ平均年龄(４.４７±０.４９)岁ꎻ
大班幼儿 １１５ 名(女孩 ４３ 名)ꎬ平均年龄(５.４９±０.５１)
岁ꎮ 本研究所访谈幼儿的监护人均填写了知情同意

书ꎮ 研究通过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

测协同创新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号:２０２０ －
１７)ꎮ
１.２　 调查工具与调查内容　 调查工具为自编性教育

幼儿访谈提纲ꎮ 访谈提纲的编制参考了联合国 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修订版)»和世

界卫生组织 ２０１０ 年颁布的«欧洲性教育标准»中划定

的性教育核心概念与知识点[３－４] ꎬ以及我国教育部

２００１ 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涉及

的与健康目标有关的内容[５] 、２０１２ 年教育部颁布的«３
~ ６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６] ꎮ 访谈提纲包含身体

发育ꎬ社会情感和情绪ꎬ性健康、福祉和性权利ꎬ性别

平等ꎬ怀孕和生育 ５ 个维度ꎮ 见表 １ꎮ 对幼儿的回答

根据评分细则进行量化评分ꎬ身体发育维度共 ９ 个题

目ꎬ分值为 ０ ~ １５ 分ꎬ该维度在小、中、大班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分别为 ０ ６５ꎬ０ ５８ꎬ０ ５８ꎻ社会情感和情绪维度

共 ７ 个题目ꎬ分值在 ０ ~ ８ 分ꎬ该维度在小、中、大班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０ ４９ꎬ０ ６５ꎬ０ ５９ꎻ性健康、福
祉和性权利维度共 ６ 个题目ꎬ分值为 ０ ~ １６ 分ꎬ该维度

在小、中、大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０ ５６ꎬ０ ５６ꎬ
０ ５３ꎻ性别平等维度共 ３ 个题目ꎬ分值为 ０ ~ ７ 分ꎬ该维

度在小、 中、 大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０ １５ꎬ
０ １６ꎬ０ １２ꎻ怀孕与生育维度共 ４ 个题目ꎬ分值为 ０ ~ ６
分ꎬ该维度在小、中、大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０ ２３ꎬ０ １６ꎬ０ ２４ꎮ

表 １　 幼儿性教育访谈提纲

维度 涉及目标 条目示例 评分标准 备注

身体发育 知道男孩和女孩的生理差异(知识)ꎻ知道男
孩和女孩生殖器官的名称及功能(知识)ꎻ知
道身体清洁是必要的(知识)ꎻ有积极的身体
意向(态度)ꎻ能够表达对身体的喜爱(技能)ꎻ
能够独自或在他人帮助下完成清洗身体(技
能)

知道男孩 / 女孩的这个地方叫
什么吗? ( 访谈者指着卡通
图片中男孩 / 女孩的生殖器官
部位)

不知道 / 不回答 ＝ ０ 分ꎬ男孩 /
女孩生殖器官的小名 ＝ ０. ５
分ꎬ男孩 / 女孩生殖器官的科
学名称＝ １ 分

如果访谈者觉得幼儿知道这
个名字ꎬ但是因害羞而不能表
达ꎬ仍然是 ０ 分ꎮ 不要鼓励幼
儿说出来ꎮ 若幼儿不能作答ꎬ
保持微笑ꎬ说“好的”即可ꎮ

社会情感和情
绪

知道自己的意愿和感觉(知识)ꎻ知道他人的
感觉可能和自己不一样(知识)ꎻ知道他人如
何对自己表达爱(知识)ꎻ意识到表达自己的
意愿和感觉是可以的(态度)ꎻ能够向朋友 / 家
人表达爱(技能)ꎻ能够(自信地) 表达自己的
感觉和展示拒绝行为(技能)ꎻ能够通过沟通、
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技能)

如果非常爱你的好朋友ꎬ你会
做什么让他 / 她知道呢?

不知道 / 不回答 ＝ ０ 分ꎬ积极
的、具体的方式＝ １ 分

性健康、福祉和
性权利

知道谁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触摸自己的生殖器
官(知识)ꎻ知道触摸他人的生殖器官是不恰
当的(知识)ꎻ知道如何离开危险情景、如何求
助(知识)ꎻ意识到触摸他人的生殖器官是不
恰当的(态度)ꎻ展示处于不舒服情境下的应
对技能(技能)ꎻ展示向他人求助的技能(技
能)

如果有人想摸你的这里ꎬ你觉
得不舒服ꎬ你可以怎么做呢?
(在上一题得分情况下ꎬ 追
问)如果这个人已经触摸你
的这里ꎬ还让你不准告诉爸爸
妈妈ꎬ你会怎么做呢?

不知道或不恰当的答案 ＝ ０
分ꎬ说不 ＝ １ 分ꎬ逃跑 ＝ １ 分ꎬ
告诉信任的人 ＝ １ 分ꎬ仍然告
诉爸爸妈妈 ＝ １ 分ꎬ 错误回
答 / 不回答＝ ０ 分

依据幼儿在对生殖器官的名
称询问该题ꎬ例如男孩受访者
称男性生 殖 器 官 为 “ 小 鸡
鸡”ꎬ则问“如果有人想摸你
的小鸡鸡”ꎻ不恰当的答案包
括什么都不做、打、哭、尖叫

性别平等 知道玩具中不应当有性别刻板印象(知识)ꎻ
知道职业中不应当有性别刻板印象(知识)ꎻ
知道对个体的智力评价不应当有性别刻板印
象(知识)ꎻ意识到男孩女孩都可以玩喜欢的
玩具、从事喜欢的职业(态度)ꎻ展示出无性别
刻板印象的选择(技能)

觉得男孩女孩谁更聪明? 一样聪明＝ １ 分ꎬ男孩 / 女孩 ＝
０ 分

记录下幼儿具体的选择

怀孕和生育 知道小宝宝从哪里来(知识)ꎻ意识到不是每
个家庭都有小宝宝(态度)ꎻ能够用正确的词
汇描述生命的诞生(技能)

知道小宝宝是从哪里来的吗? 不知道 / 不回答 ＝ ０ 分ꎬ正确
回答＝ １ 分

正确答案例如子宫、妈妈的肚
子

１.３　 访谈过程与评分方法　 访谈前对所有访谈员和

观察员进行 ２ 次培训ꎬ培训内容包括访谈提纲与评分

标准解读、访谈模拟实践、访谈员与观察员职责分工、
访谈结果记录与录入规范、访谈结果的量化评分规范

与要求ꎮ 访谈过程中ꎬ由访谈员和幼儿进行一对一访

谈ꎬ为避免访谈过程中出现不当操作或失误ꎬ确保后

期结果录入与量化评分的客观性ꎬ访谈过程安排观察

员对每个访谈小组进行观察、记录ꎮ 每位幼儿的访谈

过程均被录音ꎬ访谈结果包括幼儿回答的文字性材料

和量化评分后的得分ꎮ 每位幼儿由主班教师陪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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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访谈地点ꎬ主班教师不参与访谈过程ꎮ 访谈地点为

幼儿熟悉的幼儿园阅览室或活动室ꎮ 幼儿人均访谈

时长约为 ８ ｍｉｎꎮ 后期结果录入与量化评分过程ꎬ由
访谈员和观察员共同录入完成ꎬ由第三名研究人员结

合访谈录音材料ꎬ审核且比对访谈员和观察员的访谈

结果和量化得分ꎮ
１.４　 统计方法　 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结果录入、比对和

量化评分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

析ꎬ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幼儿生理性别差异和年

级差异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身体发育维度　 幼儿在身体发育维度的总分在

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小班(４.９３±２.１４)分ꎻ中班

(６.７４±１. ７７) 分ꎻ大班( ７. ２３ ± １. ５３) 分ꎻＦ ＝ ４６.８４ꎬＰ <
０.０１]ꎮ 事后比较发现ꎬ大班幼儿和中班幼儿得分均高

于小班幼儿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幼

儿身体发育维度的总得分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Ｆ ＝ ０.６７ꎬＰ ＝ ０.４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昌平区幼儿身体发育维度回答正确率(ｎ ＝ ３５４)

条目 正确人数 正确率 / ％
能够通过卡通幼儿裸体图分清男孩和女孩 ３１４ ８８.７０
辨别男孩 / 女孩的依据是通过外生殖器官差异 １３４ ３７.８５
能够说出至少 １ 种男孩 / 女孩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 ０ ０
能够说出至少 １ 种女孩生殖器官的小名 １７ ４.８０
能够说出至少 １ 种男孩生殖器官的小名 １２６ ３５.５９
能够说出至少 １ 种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的功能 ２５８ ７２.８８
能够表达对自己身体的喜爱 ３３３ ９４.０７
能够具体说出喜爱身体的哪些部位 ８３ ２３.４５
每天都会清洗自己的身体部位 ３１８ ８９.８３
能够具体说出或演示清洗哪些部位和如何清洗 ２４２ ６８.３６
能够在父母帮助下 / 独自完成清洗 ２６９ ７５.９９

２.２　 社会情感和情绪维度　 幼儿社会情感和情绪维

度的总分在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小班(３ ０３ ±
１ ６９)分ꎬ中班(３ ９５±２ ００)分ꎬ大班(４ ０２±１ ８８)分ꎻ
Ｆ ＝ ９ ５８ꎬＰ<０ ０１]ꎮ 事后比较发现ꎬ大班幼儿和中班

幼儿得分均高于小班幼儿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 ０１)ꎮ 女童该维度得分高于男童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女童(３ ９９±１ ８９)分ꎬ男童(３ ４８±１ ８５)分ꎻＦ ＝
６ ４８ꎬＰ ＝ ０ ０１]ꎮ 见表 ３ꎮ
２.３　 性健康、福祉和性权利维度　 幼儿性健康、福祉

和性权利的总分在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小班

(２ ６９±１ ７２) 分ꎬ中班( ３ ５９ ± １ ６３) 分ꎬ大班( ３ ８７ ±
１ ４５)分ꎻＦ ＝ １５ ５０ꎬＰ<０ ０１)ꎮ 事后比较发现ꎬ大班幼

儿和中班幼儿得分均高于小班幼儿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 ０１)ꎮ 幼儿在该维度的总得分性别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Ｆ ＝ ０.４８ ꎬＰ ＝ ０ ４９)ꎮ 见表 ４ꎮ
２.４　 性别平等维度　 在玩具的选择上ꎬ有 １１９ 名幼儿

(３３.６２％)具有完全性别刻板印象ꎬ认为玩具刀枪只有

男孩能玩ꎬ芭比娃娃只有女孩能玩ꎮ 在职业选择方

面ꎬ有 １０１ 名幼儿(２８.５３％)具有完全性别刻板印象ꎬ
有 ６９ 名幼儿(１９.４９％)未体现出性别刻板印象ꎬ认为

男孩女孩都可以成为警察、护士、飞行员和幼师ꎮ 在

智力评价方面ꎬ有 ２３５ 名幼儿(６６.３８％)认为男孩和女

孩一样聪明ꎮ 幼儿在性别平等维度的总分在年级和

性别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２.１６ꎬ０.５６ꎬＰ
值分别为 ０.１２ꎬ０.４６)ꎮ

表 ３　 昌平区幼儿社会情感情绪维度回答正确率(ｎ ＝ ３５４)

条目 正确人数 正确率 / ％
有至少 １ 位好朋友 ３３４ ９４.３５
好朋友是　 同性 １８７ ５２.８２
　 　 　 　 　 异性 ６２ １７.５１
　 　 　 　 　 都有 ７８ ２２.０３
能够说出具体向好朋友表达爱的方式 １５６ ４４.０７
认为“当好朋友想玩自己的玩具ꎬ但是自己不愿意 １４４ ４０.６８
　 的时候ꎬ可以拒绝好朋友”
能够用具体的言行展示拒绝行为 ５３ １４.９７
当“好朋友拒绝自己玩对方的玩具”时ꎬ尊重对方 １１４ ３２.２０
　 的拒绝
当“好朋友拒绝自己玩对方的玩具”时ꎬ展示与对 ６２ １７.５１
　 方沟通协商的技能
能够感知并说出父母爱自己的具体方式 １９６ ５５.３７
能够说出向父母表达爱的方式 ２０２ ５７.０６

表 ４　 昌平区幼儿性健康福祉性权利维度回答正确率(ｎ ＝ ３５４)

条目 正确人数 正确率 / ％
知道谁可以触摸自己的生殖器官 ２３１ ６５.２５
知道谁可以在何种情况下触摸自己的生殖器官 ４８ １３.５６
知道不能触摸他人的生殖器官 ２９０ ８１.９２
知道“即便别人让自己摸他人的生殖器官ꎬ ２８１ ７９.３８
　 也不能触摸”
当“别人想摸你的生殖器官”时ꎬ能够说出 １９４ ５４.８０
　 至少 １ 种正确方法来应对该危险情景
当“如果这个人已经触摸你的生殖器官ꎬ还让你 １４５ ４０.９６
　 不准告诉爸爸妈妈”时ꎬ知道仍然要告诉父母

２.５　 怀孕和生育维度　 有 ２７８ 名幼儿(７８.５３％)知道

小宝宝从哪里来ꎻ５ 名(１.４１％)幼儿知道精子与卵细

胞相遇ꎬ于是小宝宝才进入到妈妈肚子 / 子宫里ꎻ有 １４
名幼儿(３.９６％) 能够简单描述小宝宝进入到妈妈肚

子 / 子宫的过程(如“爸爸把身体里的种子放到妈妈的

肚子里”)ꎬ有 ３ 名幼儿(０.８５％)能够表达“爸爸让妈

妈的肚子里有宝宝”ꎮ 有 １２１ 名幼儿(３４.１８％)知道并

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小宝宝ꎻ有 ９３ 名幼儿(２６.２７％)认

为无论家庭里是否有小宝宝ꎬ这个家庭都可以幸福

快乐ꎮ
幼儿在怀孕和生育维度的总分在年级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小班(１.５０±１.０９)分ꎻ中班(２.３０±０.９２)
分ꎻ大班(２.６１±０.９８)分ꎻＦ ＝ ３５.１３ꎬＰ<０.０１)ꎮ 事后比

较发现ꎬ大班幼儿得分高于中班幼儿ꎬ大班幼儿和中

班幼儿得分均高于小班幼儿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幼儿在该维度的总分在性别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Ｆ ＝ ０.００ꎬＰ ＝ ０.９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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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虽然多数幼儿能够通过卡通幼

儿裸体图分辨男孩和女孩ꎬ但只有 ３７.８５％是通过外生

殖器官差异辨识的生理性别ꎮ 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

包容和多元化ꎬ人们愈加意识到社会性别、性别表达

的多元ꎬ幼儿意识到个体生理性别差异体现在生理结

构的差异上ꎬ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学习多元性别有

关知识和培养性别平等意识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在调查

的幼儿中ꎬ没有幼儿知道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ꎬ仅有

４.８０％能够说出女性生殖器官的小名ꎮ 教导幼儿生殖

器官的科学名称往往是性教育的第一步[１] ꎬ幼儿知道

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不仅有助于帮助形成积极的身

体意向ꎬ也有助于幼儿预防性侵害事件和在性侵害事

件中得到成人和社会援助[７－９] ꎮ 从调查结果来看ꎬ幼
儿还需要在家庭和幼儿园得到更多关于隐私部位和

生殖器官的教育ꎬ帮助认识并爱护身体器官ꎮ
在社会情感和情绪维度的访谈结果发现ꎬ在“当

好朋友想玩自己的玩具ꎬ但是自己不愿意的时候ꎬ可
以拒绝好朋友”的问题下ꎬ仅 ４０.６８％认为可以拒绝ꎬ仅
有 １４.９７％的幼儿能够用具体的言语、行为表达拒绝ꎮ
在全面性教育中ꎬ“拒绝”不仅是从儿童权利视角和发

展视角教育幼儿“拒绝是个人的权利”ꎬ同样也是在培

养幼儿感受自己感觉和情绪的能力ꎬ教育幼儿“当有

不舒服、不愿意的感觉时ꎬ要敢于说‘不 ”ꎮ 另外ꎬ“当

自己被好朋友拒绝时”ꎬ只有 ３２.２０％的幼儿表达了尊

重对方的拒绝ꎮ 无论是从社会性发展的角度还是性

教育的角度ꎬ当自己感到不舒服的时候表达拒绝ꎬ当
别人不舒服的时候尊重对方的感受并学会尊重对方

的拒绝ꎬ对预防儿童性侵害、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和

培养权利意识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在一些社会文化中ꎬ
认为分享是美德ꎬ相比“教幼儿如何拒绝”ꎬ成年人更

多地是“教育幼儿如何分享”ꎬ但有时这个过程会忽视

幼儿真实的情绪体验ꎮ 如当幼儿不愿意的时候ꎬ成年

人要求幼儿接受他人的亲吻、拥抱或分享玩具ꎬ此类

行为可能传递给幼儿的信息是“我的感受是不重要

的”ꎬ同时分享的要求来自于成年人ꎬ即某种意义上的

“权威”ꎬ可能使幼儿在未来的社会性交往中自觉或不

自觉地忽略自己的感受ꎬ难以向权威表达拒绝ꎮ
当问题直接涉及自我保护和隐私部位时ꎬ多数幼

儿知道不能让他人触摸自己的生殖器官ꎬ也不能触摸

他人的生殖器官ꎬ并且有 ５４.８０％的幼儿能够说出至少

一种自我保护的办法ꎮ 当施害人要求被害人保守秘

密时ꎬ有 ４０.９６％的幼儿选择仍然告诉父母ꎮ 可能和父

母、教师重视幼儿自我保护教育和预防性侵害的教育

有关ꎮ 在问到幼儿“谁可以触摸你的生殖器官”时ꎬ有
６５.２５％的幼儿能够辨析(“谁都不可以”“自己” “爸爸

妈妈”等回答均算该题项的正确回答)ꎬ但当追问“自

己 / 父母 / 医生 / 教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触摸你的生殖

器官时”ꎬ仅有 ４８ 名幼儿(１３.５６％)能够回答以下某一

种答案:“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 自己在房间里的时候”
“爸爸妈妈帮我洗澡的时候” “父母在场的情况下ꎬ医
生检查身体的时候(没有幼儿回答该答案)” “老师在

我不能独立上洗手间或更换衣服的时候(没有幼儿回

答该答案)”ꎮ 性侵害事件大量发生在熟人之间ꎬ并且

对于儿童性侵害事件ꎬ由于受害人年幼ꎬ施害人往往

会要求受害人保守秘密(如不允许告诉父母)ꎮ 提示

父母和教师需要教会幼儿自我保护的知识ꎬ告诉幼儿

隐私部位的规范ꎬ让幼儿有“我的身体我做主” 的意

识ꎬ但要避免恐吓教育ꎮ
在性别刻板印象方面ꎬ访谈结果发现ꎬ幼儿在职

业、玩具选择和智力评价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性

别刻板印象ꎮ Ｂｉａｎ 等[１０]发现ꎬ幼儿在 ６ 岁左右已经形

成了与智力有关的性别刻板印象ꎬ认为男孩比女孩更

聪明ꎬ女孩也避免选择“适合聪明人”玩的活动ꎮ 性别

刻板印象会限制幼儿的全面发展ꎬ在家庭教育和幼儿

园教育中ꎬ应当避免性别刻板印象的产生和强化ꎬ培
养幼儿的性别平等意识和多元性别视角ꎬ促进幼儿的

全面发展ꎮ
在怀孕和生育维度的调查发现ꎬ７８.５３％的幼儿知

道小宝宝从哪里来ꎬ可能和我国二胎政策有关ꎮ 其中

有 ５ 名幼儿(中班 ２ 名ꎬ大班 ３ 名)能够准确说出“精

子”和“卵细胞 / 卵子”的词语ꎬ并简单描述精子和卵细

胞结合有了小宝宝的过程ꎬ表明幼儿在一定程度上是

可以学习怀孕与生育有关知识的ꎬ也表明他们曾通过

家庭或其他渠道学习过有关知识ꎮ Ｃａｒｏｎ 等[１１]曾调查

过不同国家 ６ 岁以下幼儿对怀孕和生育知识的理解ꎬ
结果发现ꎬ性教育做得好的国家有利于幼儿更准确、
科学地认知生育和诞生ꎬ避免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ꎮ
另外ꎬ“尊重、平等、多元”都是性教育的重要价值观ꎬ
在该维度调查中ꎬ有 ２６.２７％的幼儿认为无论家庭里是

否有小宝宝ꎬ这个家庭都可以快乐ꎮ 在现实生活中ꎬ
有不同的家庭模式和家庭结构ꎮ 因此ꎬ性教育中也需

要帮助幼儿认识、理解和尊重不同的家庭结构和生活

方式ꎮ
在年级和性别差异上ꎬ年级越高的幼儿性知识、

态度和行为水平更高ꎬ可能和幼儿认知发展水平有

关ꎬ也和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的丰富程度有关ꎮ 但

从整体来看ꎬ幼儿的性知识、态度和行为水平生理性

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性教育对男孩和女孩都是同等

重要的ꎮ
(下转第 １４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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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新冠肺炎健康行为的情况ꎬ为复学前后有针对性的

开展宣传提供依据ꎮ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之处ꎬ
一是采用网络调查ꎬ无法完全避免家长代替学生作

答ꎬ特别是低年级小学生ꎻ二是学龄期儿童的健康知

识和行为主要通过学校和家庭获取ꎬ本次疫情期间由

于居家隔离措施的推行ꎬ主要与家长的知识和行为密

不可分ꎬ但调查结果对针对性开展疫情防控仍具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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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ꎬ所访谈幼儿对各个维度的性知识、态
度和行为掌握水平不一致ꎬ对怀孕和生育、预防性侵

害有关内容掌握更好ꎬ可能和社会热点问题以及性教

育不同维度内容的敏感性不同有关ꎮ 家庭和幼儿园

应当加强全面的家庭性教育和学校性教育ꎬ促进幼儿

性健康发展ꎮ 本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只抽取了北京

市 ２ 所幼儿园的幼儿作为访谈对象ꎬ因此访谈结果还

不能做进一步的推广ꎮ 但是本研究的发现仍然对我

国幼儿早期家庭和幼儿园性教育的实践具有参考

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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