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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调查留守儿童青春期性问题和性行为现状ꎬ为留守儿童青春期相关教育干预策略提供参考ꎮ 方法　
随机整群抽取淮安金湖县 ３ 所乡镇中学的 ２ ３０５ 名留守学生ꎬ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其常见性问题、性行为、性知识获取途径
及性问题求助途径相关情况ꎮ 结果 　 ３０.０２％留守中学生有月经 / 遗精困扰ꎬ４５.９９％有青春痘困扰ꎬ２０.００％有早恋困惑ꎬ
１０.０２％有手淫困惑ꎮ 有早恋困惑的女生报告率高于男生ꎬ高中生高于初中生ꎻ男生中有手淫困惑的占比高于女生ꎬ高中生
高于初中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１１.９７％有过被言语挑逗ꎬ１６.９２％有过被要求谈恋爱ꎬ１０.０２％被亲吻过ꎬ５.９９％被性抚摸过ꎬ
１.００％被迫性交过ꎬ１７.０１％有过手淫ꎬ７.９０％有过同性性活动ꎬ６.９４％有过两性性行为ꎻ被言语挑逗、被要求谈恋爱、被亲吻
过、被性抚摸过报告率高于男生ꎬ男生中有过手淫、有过同性性行为、有过两性性行为报告率高于女生(Ｐ 值均<０.０５)ꎻ高中
生中有过手淫、有过同性性活动、有过两性性行为占比高于初中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在获取性知识途径方面ꎬ４３.９９％通过学
校课堂获取ꎬ３５.０１％通过书籍获取ꎬ２３.９９％通过网络获取ꎬ１７.０１％通过父母长辈获取ꎮ 相比男生ꎬ女生主要从书籍和父母
长辈处获取性知识ꎬ高中生主要从学校课堂和书籍中获取性ꎬ初中生主要从父母长辈处获取(Ｐ 值均<０.０５)ꎮ 留守中学生
遭遇性问题后ꎬ主要通过网络 / 书籍(３１.０２％)和色情视频 / 小说寻求帮助(３０.０２％)ꎮ 相比男生ꎬ女生中寻求父母帮助报告
率更高ꎻ相比高中生ꎬ初中生寻求父母、老师帮助者报告率更高(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青春期留守儿童对性生理问题普遍
较为困惑ꎬ性行为相对开放ꎮ 有必要对留守儿童加强性健康教育ꎬ帮助其形成科学健康的性观念与性态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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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单方外出务工 ６ 个月以

上ꎬ而子女留守在户籍地的儿童[１] ꎮ 留守儿童是我国

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ꎬ虽然留守儿童在生

理发育方面与其他儿童无异ꎬ但是由于长期与父母分

离ꎬ缺乏父母的关爱与教育ꎬ所以在性心理健康教育

方面的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２] ꎮ 有研究显示ꎬ青春期

留守儿童由于对该时期身体发育缺乏正确的认识ꎬ对
产生的性心理容易感到恐惧、厌恶[３] ꎮ 相较于非留守

儿童ꎬ留守儿童青春期性心理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ꎬ而青春期性健康教育一直又是我国学校教育的薄

弱环节ꎬ特别是在农村学校ꎬ对于留守儿童的青春期

性心理发展缺乏足够的关注ꎬ这也是导致留守儿童青

春期性迷惑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为更加全面深入地了

解青春期留守儿童的性健康教育及性问题现状ꎬ本研

究对淮安市金湖县 ３ 所乡镇中学的 ２ ３０５ 名留守中学

生开展了调查ꎬ现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８ 年 ９—１２ 月ꎬ从淮安市金湖县的

所有乡镇中学中随机抽取 ３ 所ꎬ调查被调查中学中所

有的留守学生ꎬ问卷当场发放、当场收回ꎬ共发放问卷

２ ４１０ 份ꎬ剔除无效问卷(填写不全或逻辑混乱)ꎬ共收

回有效问卷 ２ ３０５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５.６４％ꎮ 其中男

生 １ １６６ 名ꎬ女生１ １３９名ꎻ初一学生 ４０５ 名ꎬ初二 ３８９
名ꎬ初三 ３８０ 名ꎬ高一 ３９２ 名ꎬ高二 ３８８ 名ꎬ高三 ３５１
名ꎮ 年龄 １２ ~ １７ 岁ꎬ平均(１４.０５±２.６０)岁ꎮ 研究通过

淮阴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查ꎬ被调

查学生均自愿参与研究ꎮ 被调查学生的父母双方或

一方均长期(≥６ 个月)在外务工ꎬ自己由祖辈或亲戚

照顾ꎮ
１.２　 调查工具　 由具有临床心理咨询经验和中学生

性健康教育经验的 ２ 名心理学教师负责编制调查问

卷ꎮ 问卷内容包括 ５ 个部分:指导语、常见性问题、性
行为、性知识获取途径、性问题求助途径ꎮ 常见性问

题包括自身性困扰(如月经 / 遗精、青春痘、早恋、手

淫)、遭受性骚扰(被言语挑逗、被要求谈恋爱、被亲

吻、被性抚摸、被迫性交)ꎻ性行为包括是否有过手淫、
是否有过同性性活动、是否有过两性性行为ꎮ 正式调

查前ꎬ先选取了 １００ 名中学生进行预调查ꎬ并根据预调

查结果对部分问卷内容进行了修改ꎮ １ 个月后进行复

测ꎬ复测系数为 ０.７６ꎬ表明问卷有较好的可信度ꎮ
１.３　 调查方法　 调查前对调查员开展统一培训ꎬ培训

内容包括指导语的使用、调查技巧等ꎮ 调查前向被调

查者说明调查目的ꎬ强调本次研究仅做学术研究使

用ꎬ严格保密ꎬ采用不记名方式填写问卷ꎬ充分尊重被

调查者的隐私ꎬ被调查者独立完成问卷填写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整

理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对数据做统计学处理ꎬ计数资

料以百分率表示ꎬ数据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青春期留守儿童常见性问题及性行为　 常见性

问题主要涉及自身性困惑和遭受性骚扰两方面ꎮ 在

自身性困惑方面ꎬ３０. ０２％的学生表示自己正受到月

经 / 遗精的困扰ꎬ４５.９９％正受到青春痘的困扰ꎻ相比初

中生ꎬ高中学生对于月经 / 遗精的困扰更少(Ｐ<０.０５)ꎮ
２０.００％学生表示有早恋困惑ꎬ１０.０２％有手淫困惑ꎮ 相

比男生ꎬ有早恋困惑的女生报告率更高ꎬ高中生高于

初中生ꎻ男生中有手淫困惑的报告率高于女生ꎬ高中

生高于初中生(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在遭受性骚扰方面ꎬ
１１.９７％表示有过被言语挑逗ꎬ且女生报告率高于男

生ꎬ初中生高于高中生ꎻ１６.９２％表示有过被要求谈恋

爱ꎬ且女生高于男生ꎬ高中生高于初中生ꎻ１０.０２％表示

被亲吻过ꎬ ５. ９９％ 被性抚摸过ꎬ １. ００％ 被迫性交过ꎬ
１７.０１％有过手淫ꎬ７.９０％有过同性性活动ꎬ６.９４％有过

两性性行为ꎬ且女生被亲吻过、被性抚摸过报告率高

于男生ꎬ男生有过手淫、有过同性性活动、有过两性性

行为报告率高于女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高中生中有过

手淫、有过同性性活动、有过两性性行为占比高于初

中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不同学段青春期留守儿童常见性问题及性行为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自身性困惑

月经 / 遗精 青春痘 早恋 手淫

遭受性骚扰

被言语挑逗
被要求

谈恋爱
被亲吻 被性抚摸 被迫性交

有过手淫
有过同性

性活动

有过两性

性行为

性别 男 １ １６６ ３５０(３０.０２) ５３７(４６.０５) ２０９(１７.９２) １３６(１１.６６) １０５(９.０１) １４０(１２.０１) ９３(７.９８) ４６(３.９５) ９(０.７７) ２６８(２２.９８) １０５(９.０１) １０５(９.０１)
女 １ １３９ ３４２(３０.０３) ５２３(４５.９２) ２５２(２２.１２) ９５(８.３４) １７１(１５.０１) ２５０(２１.９５) １３８(１２.１２) ９２(８.０８) １３(１.１４) １２４(１０.８９) ７７(６.７６) ５５(４.８３)

χ２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５５ ７.６１ ６.７８ ５.９８ ５.３４ ５.２１ ２.１４ ７.９０ ８.２１ ６.６６
Ｐ 值 １.００ ０.９５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学段 初中 １ １７４ ４１１(３５.０１) ５１５(４３.８７) １６５(１４.０５) １０１(８.６０) １８８(１６.０１) １５３(１３.０３) １２１(１０.３１) ７０(５.９６) １３(１.１１) １５３(１３.０３) ７１(６.０５) ６２(５.２８)
高中 １ １３１ ２８１(２４.８５) ５４５(４８.１９) ２９６(２６.１７) １３０(１１.４９) ８８(７.７８) ２３７(２０.９５) １１０(９.７３) ６８(６.０１) １０(０.８８) ２３９(２１.１３) １１１(９.８１) ９８(８.６６)

χ２ 值 ６.４６ ０.３８ ４.５７ ４.９６ ３.９８ ４.６２ １.６５ ２.２４ ０.９５ ８.４１ ６.９５ ７.６２
Ｐ 值 ０.０２ ０.５４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６３ ０.７１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２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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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青春期留守儿童获取性知识的途径　 在获取性

知识途径方面ꎬ４３.９９％学生表示通过学校课堂获取ꎬ
３５.０１％通过书籍获取ꎬ２３.９９％通过网络获取ꎬ１７.０１％
通过父母长辈获取ꎮ 相比男生ꎬ女生主要从书籍和父

母长辈处获取性知识ꎬ高中生主要从学校课堂和书籍

中获取ꎬ初中生主要从父母长辈处获取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性别不同学段青春期留守

儿童获取性知识与寻求帮助途径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学校课堂 书籍 网络 父母长辈
性别 男 １ １６６ ４９０(４２.０２) ３４８(２９.８５) ２８０(２４.０１) １４０(１２.０１)

女 １ １３９ ５２４(４６.０１) ４５９(４０.３０) ２７３(２３.９７) ２５２(２２.１２)
χ２ 值 ４.３２ ５.５２ １.３８ ４.０５
Ｐ 值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４

学段 初中 １ １７４ ５８７(５０.００) ２９３(２４.９６) ２８１(２３.９４) ２７０(２３.００)
高中 １ １３１ ４２７(３７.７５) ５１４(４５.４５) ２７２(２４.０５) １２２(１０.７９)

χ２ 值 ３５.０６ ６.０２ １.６２ ３.８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２ １.３２ ０.０４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青春期留守儿童遭遇性问题寻求帮助的途径　
留守儿童遭遇性问题后ꎬ２５.９９％会寻求父母的帮助ꎬ
１２.０２％向老师寻求帮助ꎬ３１.０２％通过网络 / 书籍寻求

帮助ꎬ３０.０２％通过色情视频 / 小说寻求帮助ꎮ 相比男

生ꎬ女生寻求父母帮助报告率更高ꎻ初中生寻求父母、
老师帮助者报告率更高(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性别不同学段青春期

留守儿童遭遇性问题寻求帮助途径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父母 老师 网络 / 书籍
色情视

频 / 小说
性别 男 １ １６６ １７５(１４.９２) １２８(１０.９８) ３７３(３１.９９) ４６６(３９.９７)

女 １ １３９ ４２４(３７.２３) １４９(１３.０８) ３４２(３０.０３) ２２６(１９.８４)
χ２ 值 ８.７１ １.０５ ２.０１ １０.０２
Ｐ 值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１７ ０.０１

学段 初中 １ １７４ ４６７(３９.７８) １８８(１６.０１) ２９３(２４.９６) ２５８(２１.９８)
高中 １ １３１ １３２(１１.６７) ８９(７.８７) ４２２(３７.３１) ４３４(３８.３７)

χ２ 值 ９.２４ ６.３３ ４.５８ ３.９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４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３　 讨论

童年时期父母角色的缺位会对个体身心的健康

发展产生深远影响[４] ꎮ 青春期是个体生理迅速发育

的特殊时期ꎬ生理上的各种变化、朦胧的性意识形成

必然会给青春期儿童带来各种各样的性困惑ꎬ尤其是

在性教育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ꎬ再加上父母的缺位ꎬ
留守儿童的性困惑问题就更为突出ꎮ 本次调查结果

显示ꎬ有很大一部分青春期留守儿童存在着不同程度

的性困惑问题ꎬ３０％以上对月经 / 遗精、青春痘问题感

到困惑ꎮ 表明青春期留守儿童对性生理知识的认知

程度普遍不高ꎬ主要与留守儿童的父母不在身边ꎬ疏
于性健康知识教育有关ꎬ也反映出农村学校的性生理

知识教育明显不到位ꎮ
本次调查结果也显示ꎬ１１.９７％的留守儿童表示有

过被言语挑逗ꎬ １６. ９２％ 表示有过被要求谈恋爱ꎬ
１０.０２％表示被亲吻过ꎬ５.９９％被性抚摸过ꎬ且女生报告

率均高于男生ꎬ与同类调查研究[５－６] 结论一致ꎬ反映出

我国农村留守青少年正面临着严峻的性骚扰问题ꎮ
留守儿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ꎬ而祖辈或亲戚等监管人

又常因缺乏性教育意识或性教育知识ꎬ或不好意思对

其进行性教育ꎬ使得留守儿童自身缺乏性保护意识ꎮ
提示学校在对青少年开展性健康教育时ꎬ有必要着重

强化留守儿童的性保护意识ꎬ向其传授性防卫知识ꎬ
教会其如何在有效提防他人骚扰的同时保障自己的

人身安全ꎮ 调查还显示ꎬ手淫、同性性活动、两性性行

为在青春期留守儿童中有较高的发生率ꎬ且男生比女

生更为严重ꎮ 受“手淫有害论”影响ꎬ绝大多数青少年

都认为手淫是可耻的、有害的ꎬ所以很大一部分有手

淫习惯的青少年都会有手淫方面的困扰ꎬ一方面为自

己的手淫习惯感到羞愧ꎬ另一方面又享受手淫带来的

快感ꎬ这种心理上的冲突会对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危

害[７] ꎮ 针对青春期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手淫及过早

性行为问题ꎬ学校在进行性健康教育时ꎬ应当教育儿

童适度的手淫有助于缓解个体性心理及性生理紧张ꎬ
对于无法满足性需求的青少年ꎬ手淫可起到一定的补

偿作用ꎮ 对于过早的两性性行为和同性性行为ꎬ在进

行性健康教育时ꎬ应当指出过早性行为的危害ꎬ传授

如何在性行为中做好有效防护及预防性病传播等知

识[８] ꎮ
现代网络的普及使得青少年能够更容易地接触

到各种性信息ꎬ而网络中海量的性信息ꎬ既有科学、健
康的信息ꎬ又有低俗、虚假的信息ꎮ 对于留守儿童ꎬ由
于缺乏父母的监管ꎬ对于网络信息的接触更为自由和

随意ꎬ再加上家庭及学校性教育的缺失ꎬ就更容易因

过早接触到各类性信息而早熟ꎬ从而发生早恋、过早

性行为、同性性行为、未婚先孕甚至性犯罪等问题[９] ꎮ
本调查显示ꎬ青春期留守儿童中有 ２３.９９％是通过网络

获取性知识ꎬ４３.９９％通过学校课堂获取性知识ꎬ仅有

１７.０１％通过父母获取性知识ꎬ表明网络在留守儿童性

态度及性心理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ꎬ而学校及

家庭对于青少年的性健康教育工作明显不足ꎮ 调查

结果还显示ꎬ在遭遇性问题时ꎬ３１.０２％的留守儿童通

过网络 / 书籍寻求帮助ꎬ３０.０２％通过色情视频 / 小说寻

求帮助ꎬ而寻求父母帮助者仅占 ２５.９９％ꎬ寻求老师帮

助者仅占 １２.０２％ꎮ 从侧面反映了留守儿童在遭遇性

问题时对父母、老师的信任度明显不足ꎬ宁愿通过网

络甚至色情视频寻求帮助也不愿向父母或老师开口ꎮ
可能是因为农村的性观念相对落后ꎬ青少年对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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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的性问题常会感到难以启齿[１０] ꎮ 由此可见ꎬ对于

留守儿童的性教育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学校与家庭的

问题ꎬ教育行政部门有必要对农村学校及留守儿童父

母加强性健康教育培训ꎬ老师、家长也应当树立科学、
正确的性教育观念ꎬ要积极主动、真诚地与留守儿童

探讨两性问题ꎬ成为留守儿童可信赖的对象ꎬ切实帮

助他们解决各种性困惑、性问题ꎬ使之形成健康的性

心理[１１－１２] ꎮ
综上所述ꎬ处于青春期的留守儿童对性生理问题

普遍较为困惑ꎬ性行为相对开放ꎮ 学校及家庭有必要

对留守儿童加强性健康教育ꎬ解决其性困惑与性问

题ꎬ以帮助形成科学健康的性观念与性态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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