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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观察多部门合作促进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干预中ꎬ中学生家长在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

方面的作用及变化ꎬ为进一步探索促进家长开展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的相关策略提供线索ꎮ 方法　 以已经建立青少年保

健门诊的广东惠州市惠城区、重庆渝中区、贵州凯里市ꎬ作为“多部门合作促进青少年友好服务提供和利用的行动方案”
(简称“方案”)干预地区ꎬ选择同样建立了青少年友好服务门诊且国内生产总值相当的黑龙江穆棱市、山东即墨市、江苏盐

城市作为方案实施对照地区ꎬ干预时间为 １.５ 年ꎮ 干预前后ꎬ对中学生及其家长分别开展问卷调查和专题小组讨论ꎮ 结果

干预后ꎬ接受过家长关于生殖健康教育的男、女青少年中ꎬ认为家长的生殖健康知识“水平高”的比例分别由 ６.２％和 ５.９％
增加至 １３.０％和 １３.４％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干预和对照地区的家长都存在对青少年生殖健康问题关注

不足、对自身在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关于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的知识和技能不足的情况ꎮ 但对于获

得青少年生殖健康知识和技能具有积极态度ꎮ 结论　 促进家长在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方面的参与和认知水平应得到充分

重视ꎬ需专门制订相关策略和工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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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在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ꎬ
家长与青少年在生殖健康方面的良好沟通可促进青

少年采纳正确性行为ꎬ减少危险性行为的发生[１－５] ꎮ
家长也是促进青少年生殖保健服务利用的积极因

素[６－７] ꎮ 为此ꎬ课题组在建立多部门合作机制促进青

少年生殖健康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干预研究中[８] ꎬ不仅

８２８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第 ３９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６



观察和分析了干预对服务本身和青少年利用服务的

促进作用[９] ꎬ同时还观察了中学生家长在青少年生殖

健康教育中的作用及变化ꎬ为进一步探索促进家长开

展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的相关策略提供线索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多部门合作促进青少年生

殖健康服务提供与利用的干预研究”中[８－９] 的学生和

家长ꎮ 选择已在当地妇幼保健机构或综合医院建立

了青少年友好服务门诊 ６ 个省中的 ６ 个区县作为研究

地区ꎬ按照随机原则ꎬ以广东惠州市惠城区、重庆渝中

区、贵州凯里市作为干预地区ꎬ黑龙江穆棱市、山东即

墨市、江苏盐城市作为对照地区ꎬ干预和对照地区国

民生产总值(ＧＤＰ)相近ꎮ 课题组分别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ꎬ采取

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开展基线和终末调查ꎮ 干预前后

所选择的调查对象不一定相同ꎮ
从每地区随机选取初、高中各 １ 所ꎬ从初一到高三

各年级选择 １ 个班的学生作为青少年定量调查对象ꎮ
尽量选择男、女生数量接近的班级ꎬ根据纵向座次依

次纳入学生ꎬ在使同班尽量多学生参与的前提下ꎬ满
足男、女各半ꎻ如同班学生入选总数因男、女生数量差

异较大而达不到 ４０ 人ꎬ则从临班随机选择所需性别的

学生补足ꎮ 入选男、女青少年数量干预前分别为 １ １０４
和 １ １４９ 名ꎬ平均年龄为(１５.８±２.１)岁ꎻ干预后分别为

９８３ 和 ９６２ 名ꎬ平均年龄为(１５.９±２.０)岁ꎮ 干预前后

青少年性别构成和平均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９９ꎬｕ ＝ １.５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参与定性调查的家长

为 １５２ 人ꎬ均为中学生的父母或照看者ꎮ 每地区初、高
中男、女生家长各 １ 组ꎬ每组 ６ ~ ８ 人ꎬ干预前后共进行

２４ 组访谈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采用课题组设计的不记名自填式

问卷ꎬ家长知情同意后参与问卷填写ꎮ 根据课题组设

计的专题小组讨论提纲开展家长专题小组讨论ꎮ 每

组讨论时间 ４５ ~ ６０ ｍｉｎꎬ主持人员 １ 名ꎬ记录和录音人

员 １ 名ꎬ人员固定ꎮ 调查前统一培训调查员ꎮ

１.２.２　 干预方法　 根据课题组制定的“多部门合作促

进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提供和利用的行动方案”干预

１.５ 年ꎬ干预后将行动方案与对照地区分享[８－９] ꎮ 其

中ꎬ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活动有:教育部门保证在中

学每季度开展至少 ２ ｈ 的青少年生殖健康课程和利用

家长会讲解ꎻ青少年志愿者在学校开展同伴教育ꎬ在
合适位置张贴青少年友好服务标识和门诊热线电话ꎻ
开辟或利用现有专栏ꎬ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短信、报
纸等途径定期宣传以营造社会氛围ꎻ多种渠道发放青

少年生殖健康教育的材料等ꎮ 其中ꎬ家长可获得关于

青少年生殖健康的教育途径有家长会、社会媒体、社
区宣传、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提供方的宣传等ꎮ 为保

证干预质量ꎬ制定干预逻辑框架ꎬ明确干预的目的、产
出、活动ꎬ及客观验证指标、验证方法、基线值和假设

的外部因素ꎮ 干预过程中开展现场监督和指导ꎮ
１.３　 统计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１.５ 软件分析数据ꎮ 采用

百分率分地区、性别描述各变量ꎬ用 χ２ 检验比较干预

和对照地区干预前后、干预后 ２ 组间及 ２ 组变化的差

异ꎮ 用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ꎬ以观察

的变量作为因变量ꎬ以性别、干预对照分组、干预前

后、干预对照分组×干预前后作为自变量ꎬ通过分析干

预对照分组×干预前后交互项的 ＯＲ 值(９５％ＣＩ)ꎬ观察

干预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ꎮ 其中ꎬ干预、对照组赋值

分别为 １ꎬ０ꎻ干预前、后赋值分别为 ０ꎬ１ꎮ 检验水准为

α ＝ ０.０５ꎮ
定性调查材料根据专题小组讨论笔录和录音对

所收集的信息进行核对、完善和定稿ꎮ 在话题、案例

编码分类的基础上整理和分析资料ꎬ描述结果ꎮ

２　 结果

２.１　 定量研究

２.１.１　 青少年从家长获得的生殖健康教育及变化 　
调查发现ꎬ干预地区家长提供的各种形式生殖健康教

育多于对照地区(Ｐ 值均<０.０５)ꎻ干预后ꎬ干预和对照

地区“没有从家长获得生殖健康教育”的青少年(除干

预地区女生)比例增加(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干预和对照地区青少年从家长获得的生殖健康教育报告率比较 / ％

干预前后 地区 统计值

男生

人数
提供

相关书籍

父母

亲自讲

父母推荐

相关媒体

父母带着

去看医生
没有

女生

人数
提供

相关书籍

父母

亲自讲

父母推荐

相关媒体

父母带着

去看医生
没有

干预前 干预地区 ５５４ １２.２ １８.０ １６.７ ３.６ ４９.５ ６５９ １２.５ ４０.４ ８.８ ６.３ ３２.０
对照地区 ５５０ ６.３ １４.１ ５.７ ４.６ ６９.３ ４９０ ７.０ ３１.３ ７.９ ４.５ ４９.２

χ２ 值 １１.４３ ３.１１ ３３.５３ ０.７０ ４４.８５ ９.３２ １０.０４ ０.３０ １.７４ ３４.８４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干预后 干预地区 ４４１ ７.７ １５.４ ９.６ ５.６ ６１.８∗ ４８４ １０.９ ３８.９ ７.９ ３.８ ３８.５
对照地区 ５４２ ２.６ １２.６ ４.１ ２.４ ７８.２∗ ４７８ ４.０ ３２.８ ３.４ １.３ ５８.５∗

χ２ 值 １３.６０ １.６０ １１.９９ ６.７５ ３１.６６ １６.５６ ３.８９ ９.１１ ６.０３ ３８.５２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同一地区干预前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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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家长给予生殖健康教育帮助作用的变化 　 干

预后ꎬ干预和对照地区认为家长给予的生殖健康教育

“非常有帮助”的男、女青少年比例均未明显增加ꎮ 其

中ꎬ对照地区男生该比例明显下降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干预和对照地区家长所给予生殖健康教育的帮助作用构成比较 / ％

干预前后 地区 统计值

男生

人数
非常

有帮助
有帮助 帮助小 没有帮助

女生

人数
非常

有帮助
有帮助 帮助小 没有帮助

干预前 干预地区 ２８０ １１.８ ２９.３ ＾＃ ２１.１ ＾ ３７.８ ＾＃ ４４８ １４.５ ４３.２ ２１.８ ＾ ２０.５ ＾

对照地区 １６９ １８.０ ＾＃ ４４.８ ＾＃ １６.５ ＾＃ ２０.７ ＾＃ ２４９ １１.０ ２６.２ ６.６ ５６.２
χ２ 值 ３.３４ １１.１１ １.４３ １４.３２ １.７１ １９.８２ ２７.０１ ２３.５７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干预后 干预地区 １６８ １２.４＃ ２３.３＃ ７.２ ５７.１＃ ２９８ １５.９ ４２.３ ８.１ ３３.７
对照地区 １１８ ７.１＃ １５.１＃ ３.７ ７４.１＃ １９８ １２.５ ２４.４ ５.６ ５７.５

χ２ 值 ２.１２ ２.９２ １.５７ ８.７１ １.１１ １６.７２ １.１３ ２７.４６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同一地区干预后比较ꎬ＾Ｐ<０.０５ꎻ与女生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２.１.３　 青少年认为的家长生殖健康知识水平变化 　
认为家长生殖健康知识“水平高”的青少年比例低于

１５％ꎬ干预后男、女青少年比例分别由 ６.２％和 ５.９％增

加至 １３.０％和 １３.４％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认为“一般”的比例ꎬ干预和对照地区在干预

前后均是女生高于男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干预和对照地区青少年认为的家长生殖健康知识水平构成比较 / ％

干预前后 地区 统计值
男生

人数 高 一般 低 不知道

女生

人数 高 一般 低 不知道
干预前 干预地区 ５５４ ６.２＾ ５３.４＃ １１.５＾ ２８.９＃ ６５９ ５.９＾ ６６.０＾ １１.０ １７.１

对照地区 ５５０ ９.９ ５２.１＾＃ ８.６＃ ２９.４＾＃ ４９０ １０.９ ６７.０＾ ４.５ １７.６＾
χ２ 值 ５.１１ ０.１９ ２.５７ ０.０３ ９.５１ ０.１３ １５.７３ ０.５５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干预后 干预地区 ４４１ １３.０ ５２.０＃ ７.０ ２８.０＃ ４８４ １３.４ ６６.４ ５.７ １４.５
对照地区 ５４２ ７.１＃ ４１.７＃ ７.３＃ ４３.９＃ ４７８ １０.８ ５４.２ ３.２ ３１.８

χ２ 值 ９.６２ １０.３８ ０.０３ ２６.４４ １.５３ １４.９６ ３.５３ ４０.５２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同一地区干预后比较ꎬ＾Ｐ<０.０５ꎻ与女生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２.１.４　 青少年从家长和学校获得的生殖健康教育比

较　 多因素分析中ꎬ干预对照分组×干预前后交互项

分析显示ꎬ干预后青少年从学校获得的生殖健康教育

增多(ＯＲ ＝ １５.４９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４２ ~ ２０.９９)ꎬ而从家长获

得的生殖健康教育未升反降(ＯＲ ＝ ０.６７ꎬ９５％ＣＩ ＝ ０.５１
~０.８７)ꎬ干预与变化的关系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２.２　 定性研究

２.２.１　 家长对青少年生殖健康问题的关注 　 当被问

及最关心孩子什么问题时ꎬ家长都说是“孩子的健康、
学习问题ꎬ健康问题最重要ꎬ有身体健康和心理健

康”ꎮ 少数家长提到孩子的生长发育、自我认识和保

护问题ꎬ如孩子“逆反心理强” “顶嘴” “不愿意沟通”
“烦躁”“关心孩子的乳房发育、痛经问题” “与异性交

往要小心”等ꎬ但并没有系统关注ꎮ
２.２.２　 家长给予的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 　 谈到家长

对孩子的生殖健康教育问题ꎬ多数家长说ꎬ“专门与孩

子交流(生殖健康问题) 的时候较少ꎬ孩子在学校会

学ꎬ还会上网学ꎮ”家长认为在学校学习是孩子获得生

殖健康教育的主要途径ꎬ“现在学校教育会引导孩子

自我保护ꎬ有些我们没有想到的ꎬ学校已想到ꎮ 孩子

在学校时间长ꎬ更听老师的ꎮ 尤其是学校请医生来讲

解最好ꎮ 家长自己的知识不完备ꎬ也不好意思和孩子

说ꎬ不知道如何说、什么时候说最合适”ꎮ
家长容易和孩子谈的是与异性交往的话题ꎬ“跟

儿子散步时会问他有没有女朋友”ꎮ 青少年的妈妈提

到最多的是自己孩子的内衣卫生、注意加强营养ꎬ“孩

子的内衣内裤与家长的分开洗ꎬ用衣架撑起来ꎬ在太

阳下暴晒”ꎮ 青少年主动与家长沟通的问题有胡子、
乳房发育等ꎬ“男孩基本不说ꎬ反而说其他人的情况”
“孩子说生理课讲ꎬ不要我们再谈” “孩子说这是第二

性征ꎬ很正常”ꎮ
家长普遍认为ꎬ在与自己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沟通

方面ꎬ尤其是关于生殖健康的话题是不顺畅的ꎬ和自

身缺乏知识以及与孩子沟通的技能有关ꎬ与孩子青春

期变化也有关系ꎮ “用别人的事情说他很愿意听ꎬ但
是说到自己的时候会很害羞”“比较关注孩子恋爱、青
春期卫生ꎬ但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沟通”“人体的生理

结构要大胆地讲ꎬ他想知道但是又不好意思问” “孩子

不愿跟大人讲ꎬ沟通方法很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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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家长专门想过自己如何采用合适方式与

孩子谈生殖健康问题ꎮ “学校老师讲过ꎬ孩子比较好

奇ꎬ回家后就问家长ꎬ家长懂得也不多ꎬ不知道怎么跟

孩子交流ꎬ就买些书放在孩子床头ꎬ让孩子自己去看”
“孩子一般都通过上网来获取这方面的知识ꎬ但是不

系统ꎬ如果电视、网络等多宣传ꎬ家长能接受”ꎮ 有的

家长说ꎬ“我会在给孩子擦澡的时候说” “妈妈单独与

孩子交流比较合适ꎬ把这方面的知识讲给孩子听ꎬ放
些科教片也很好”ꎮ

家长认为自己知识“不够”的情况比较突出ꎬ“现

在孩子都上网ꎬ自己能够清楚了解ꎬ我们懂得反而少

了ꎮ 家长应该学习这些知识ꎬ因为有时候孩子问的时

候解答不了” “基本的生理知识方面自己还是能够满

足孩子需要的ꎬ但是心理方面的知识很难满足孩子的

需要ꎮ”
２.２.３　 家长获取青少年生殖健康知识的途径 　 家长

一般通过上网来获取青少年生殖健康知识ꎬ“上学时

学得很少ꎬ现在通过电视、网上的宣传片接触得比较

多ꎬ希望电视、网络等多宣传”“应该开好家长学校ꎬ在
小学、初中、高中都应该有ꎬ先给家长灌输这方面知

识ꎬ孩子在成长ꎬ家长也在成长ꎬ更了解孩子的疑惑ꎮ
为了孩子ꎬ家长再忙也会抽时间去参加培训”ꎮ

３　 讨论

中学生家长作为多部门合作促进青少年生殖健

康服务提供与利用的干预中所涉及的群组之一ꎬ干预

效果不明显ꎬ男、女中学生家长均如此ꎬ仅在个别指标

女生优于男生ꎬ但多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包括青少

年从家长获得的生殖健康教育以及青少年认为其帮

助作用均如此ꎬ尤其与学校相比存在较大差距ꎮ 虽然

干预前后的调查对象不完全相同ꎬ但也可体现干预措

施引起的相关社会环境改变对调查对象的作用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家长对于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和

服务的相关信息是缺乏的ꎬ并且把对青少年进行生殖

健康教育的工作交给学校ꎬ同时担心该教育会纵容孩

子过早出现性行为[６ꎬ１０] ꎮ 本研究的青少年和家长调查

都表明ꎬ家长存在对青少年生殖健康问题关注不够、
对自身在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
关于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的知识和技能不足的问题ꎮ
青少年处于青春期的特殊生理和心理变化时期ꎬ还有

在遇到生殖健康问题时和同伴、医生、老师进行交流

的意愿胜过与家长交流[１１－１２] 的特点ꎮ 所以ꎬ在青少年

生殖健康教育方面ꎬ促进家长参与、提高家长水平应

得到充分重视ꎮ
家长与青少年在生殖健康方面沟通不良见于多

国研究ꎬ青少年与父母讨论过生殖健康问题的比例为

３２.５％ ~ ３６.９％[１３－１５] ꎮ 而家长所具有的青少年生殖健

康知识决定了其与孩子进行沟通的质量[２] ꎮ 对青少

年家长进行性教育ꎬ改善其内在信念和规范ꎬ提高青

少年家长与青少年在生殖健康方面的沟通水平是必

不可少的[１６] ꎮ 家长的高度参与对减少青少年性行为

有积极影响作用[１７－１８] ꎬ有为期 ３ 年的家长干预中观察

到干预组青少年性传播感染和未保护性行为较对照

组降低[１９] ꎮ
本研究中ꎬ家长对于获得青少年生殖健康知识持

积极态度ꎬ他们需要得到学校、医疗保健机构、媒体等

支持以增加相关知识和技能ꎮ 当前青少年家长均是

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ꎬ所以

在学习青少年生殖健康知识和具备正确态度方面有

良好基础ꎬ是在促进青少年生殖健康方面可起到积极

作用的最直接资源ꎮ 帮助家长增强与孩子在生殖健

康方面交流的能力会有利于生殖健康项目取得收

益[２０] ꎬ本研究中家长对于改善与孩子在生殖健康方面

沟通交流能力的需求也较大ꎮ 青少年家长深处社区、
工作单位ꎬ除学校家长会外ꎬ社区、工会、妇联都可成

为给家长提供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的部门ꎮ 另外ꎬ如
其它研究所得ꎬ专门开发系统的面向家长的青少年生

殖健康教育策略和工具ꎬ包括频率、时间表、提供者、
内容和适宜度是必要的[１３ꎬ２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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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表达ꎬ从而对儿童神经系统功能产生影响ꎮ
综上所述ꎬ营养素摄入失衡可能与儿童行为问题

的发生有关ꎬ重视纠正不良饮食行为ꎬ科学合理地搭

配儿童饮食ꎬ定期鉴定重要营养素的水平ꎬ使行为问

题儿童达到均衡的营养供给ꎬ可能对改善儿童行为问

题有所帮助ꎮ 但儿童行为问题与营养素摄入失衡之

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可能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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