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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健康中国”战略指出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重要性ꎬ目前中国学校、家庭较少开展青少年性健康教育ꎬ已有的

性健康服务以初高中和大学生为主ꎬ迫切需要开展小学生性健康教育活动ꎮ 笔者依据社会生态改变理论和国内外性教育

标准ꎬ以高年级小学生为服务对象ꎬ设计和实施了家校联合、辐射社会、形式多样、高度参与的“４ 类人群(小学生、家长、教
师和公众) ＋４ 个层次(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示范性性教育模式ꎬ可为青少年性健康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提供研究

理论、项目设计和活动实施等方面的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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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ꎮ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提出ꎬ以青少年、育龄妇

女及流动人群为重点ꎬ开展性道德、性健康和性安全

宣传教育和干预[１] ꎮ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要

求ꎬ关爱儿童青少年生殖健康ꎬ减少非意愿妊娠[２] ꎮ
我国尚缺乏对小学生性健康及其教育状况的全国调

查ꎬ而针对四川省[３] 、河南省[４] 、南昌市[５] 等地区部分

小学生的调查发现ꎬ青春期发育年龄已提前到小学高

年级ꎬ小学生性知识不足、性侵害防范意识差、应对能

力不足等问题突出ꎮ 目前国内性健康教育干预服务

主要覆盖中学生与大学生[６] ꎬ探索针对 １０ ~ １２ 岁高年

级小学生性健康教育示范性模式非常紧迫和重要ꎮ

１　 小学生性健康教育模式构建的理论框架与依据

１.１　 社会生态改变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模型指出ꎬ个
体所处的外在环境是多层的生态系统ꎬ强调个体与环

境的相互作用[７] ꎮ 在借鉴该模型的基础上ꎬ有研究提

出改变理论模型[８] ꎬ促进个体行为的积极改变需要从

个人、人际、社区和社会多个层面入手ꎮ 根据世界卫

生组织的经验ꎬ小学生性健康服务需要重视学校、家
庭、社区等共同参与的综合干预ꎬ因为安全和支持的

环境是激发小学生做出健康选择的重要前提[９] ꎮ 家

长和教师在小学生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作用ꎬ家
庭和学校营造支持小学生性健康教育的系统环境尤

其重要ꎮ 基于此ꎬ项目设计覆盖个人、家庭、学校和社

会多层面的性健康教育模式ꎬ利用并整合相互作用的

多层次系统ꎬ推进小学生性健康教育的发展ꎮ
１.２　 性教育的核心概念和学习目标　 采用服务对象

需求及项目目标ꎬ采用«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
(简称纲要)修订版[１０]和«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

育读本» [１１] (简称读本)ꎬ项目组选取并设计了“揭秘

身体”“安全护航”和“美好青春”三大主题活动ꎮ “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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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身体”主要根据纲要“性与生殖解剖及生理”相关内

容设计活动ꎬ旨在帮助服务对象认识生殖和性健康有

关的身体部位ꎬ学习卫生与健康护理方法ꎮ “安全护

航”主要根据纲要“许可、隐私及身体完整性”设计内

容ꎬ目的是让服务对象了解隐私部位ꎬ学会辨识不受

欢迎的性关注ꎬ训练自我保护技能ꎮ “美好青春”活动

内容主要根据纲要“生殖” “青春发育期” “身体意象”
和“决策”“寻求帮助与支持”的相关部分设计具体活

动ꎬ旨在让高年级小学生了解青春期生理、心理变化ꎬ
理解青春期生殖器官发育与怀孕之间的关系ꎬ同时接

纳自我ꎬ学会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做出负责任的

决定ꎮ

２　 小学生性健康教育模式的总体设计

项目组设计并运行了“４ 类人群＋４ 个层次”的小

学生性健康教育模式ꎬ见图 １ꎮ 在个人层面ꎬ运用性教

育主题课程ꎬ提升小学生的性健康知识及自我保护的

意识和能力ꎻ在家庭层面ꎬ综合运用家长讲座、亲密的

亲子关系建设、推动家校联系、开展媒体自主学习等

多种方式促进家长及其他主要照顾者的性教育意识

和能力提升ꎻ在学校层面ꎬ综合运用专题讲座、专业资

源支持等促进学校教师自主开展性教育的意识和能

力提升ꎻ在社会层面ꎬ综合运用媒体倡导、项目推广和

公众教育等方式ꎬ推动公众树立健康的性观念ꎬ了解

小学生性健康教育的重要性ꎬ同时形成促进性别平

等、创设保护青少年安全的社会环境ꎮ

图 １　 “４ 类人群＋４ 个层次”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项目模式

３　 小学生性健康教育模式的活动实施

３.１　 小学生“性健康”系列活动　 根据小学生的年龄

特征、身体发育阶段及性健康教育需求ꎬ项目组实施

了揭秘身体、安全护航和美好青春三大主题的小学生

性健康教育课程ꎬ其中揭秘身体的目标:“性健康”话

题的脱敏ꎻ了解身体器官ꎬ认识生殖系统ꎻ学习卫生健

康方法ꎮ 主要内容包括暖场游戏:和你不一样ꎻ身体

器官及其功能ꎬ男生女生的生殖系统(游戏“找不同”、
视频和图片)ꎻ生理卫生与健康维护(讲解、考考你)ꎮ
安全护航的目标:认识隐私部位ꎻ学会拒绝不喜欢、不
舒服的身体接触ꎻ掌握自我保护方法ꎮ 主要内容包括

暖场游戏:叠词游戏(引入隐私部位)ꎻ分组活动:绘画

分享ꎬ老师系统介绍隐私部位ꎻ身体接触:“身体红绿

灯”ꎬ判断安全与不安全的身体接触ꎻ学会拒绝:视频ꎬ
情景剧ꎮ 美好青春的目标:认识青春期的生理变化ꎻ
了解青春期的心理变化ꎻ学会接纳自己ꎻ学会做负责

任地决策ꎮ 主要内容包括暖场游戏:“听我说”ꎻ青春

期生理变化(视频、身体图片)ꎬ“画一画”分组 ＰＫꎬ讲
解等ꎻ青春期心理变化:游戏七嘴八舌ꎬ情绪变化与应

对ꎬ与父母关系的变化、与同辈关系的变化ꎻ负责任决

策方法:模拟决策故事ꎬ同伴对决策的影响ꎬ决策步

骤ꎻ纸条问答:匿名留言ꎬ解答疑问ꎮ
３.２　 “性教育进家庭”系列活动　 此部分活动以家庭

为单位ꎬ培训家长性教育的基本知识和方法ꎬ提升家

长性教育意识和能力ꎮ 具体活动形式包括:(１) “性教

育技能”家长课堂ꎬ培训内容包括性教育内涵理解ꎬ家
庭性教育基本原则、技巧、常见误区等ꎮ (２)在社区建

立“青春护航”项目点ꎬ配置 １ 个性教育书架ꎬ开展 １
节家长课堂ꎬ播放 １ 场性教育电影ꎮ (３)微信公众号

推送性教育文章ꎬ鼓励家长阅读ꎬ扩展知识、了解孩子

的疑惑及回答技巧ꎮ
３.３　 “性教育进学校”系列活动　 此部分活动以提升

教师作为保护者开展性教育的能力ꎬ鼓励并协助学校

开展专业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活动为目标ꎬ重点内容

是培养教师结合班级管理和已有课程开展融入式性

教育ꎮ 具体活动形式包括:(１)性健康教育活动培训

与专业支持ꎬ项目组提供系列课件、视频等专业资源ꎬ
部分老师跟班听课ꎬ之后能够自己亲自开展性健康教

育ꎮ (２)“优秀性教育主题班会”评比ꎬ班主任设计并

开展性教育主题班会课评比ꎮ (３)“优秀性教育教案”
评比ꎬ开展课堂渗透青春期健康教育培训ꎬ鼓励各科

教师结合新课改标准ꎬ学科渗透性教育ꎮ
３.４　 “性教育社会倡导”系列活动　 通过微信公众号

和头条号ꎬ集倡导、教育、宣传为一体ꎬ以活动宣传、项
目推广、短文及成果介绍等形式开展服务ꎮ 具体内容

包括:针对活动对象和公众开展一些性知识、态度和

性教育方面的小调查ꎬ以了解活动对象及公众的需

求ꎻ结合热点新闻或大家关心的性教育话题ꎬ创作普

及公众性教育基本理念和科学方法的文章ꎻ报道项目

活动ꎬ宣传和扩大小学生性健康教育项目的影响力ꎮ
以上活动旨在提升公众对小学生性教育的必要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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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的认识和积极保护儿童性安全的意识和能力ꎮ

４　 小学生性健康教育模式的实施成效

本项目针对儿童及其家庭、学校甚至社会开展性

健康教育示范活动ꎬ参与活动的达 ７００ 余人ꎬ线上线下

受众超万人ꎮ 本项目设计形成了 ３ 个主题的性健康教

育活动设计和实施方案ꎬ为以后开展性健康普及活动

留下参考内容ꎮ 项目组创办了“何其有幸”微信公众

号和同名头条号ꎮ 其中微信公众号发文 ６６ 篇ꎬ关注粉

丝 ８６ 名ꎬ累计阅读量 ５ ０００ 余人次ꎮ 头条号发文 ３６
篇ꎬ关注粉丝 ２９ 名ꎬ累计阅读量 ７ 万余人次ꎮ 项目组

设置的社区性教育读书角ꎬ为实施学校提供性教育课

件和活动教案ꎬ微信和头条自媒体平台的性教育普及

文章等为家长、老师提供了性健康教育的专业资源ꎮ

５　 小结

“４ 类群体＋４ 个层次”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系统

改变模式以小学生为中心ꎬ建立家校联合、辐射社会

的服务对象群ꎬ通过小学生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等

多层面性教育活动ꎬ扩大性健康教育的辐射范围ꎬ促
进小学生性健康教育环境的改变ꎮ 在项目活动结束

后ꎬ家长、老师和公众仍然可以继续为小学生提供性

健康教育支持ꎬ从而有利于提高小学生性健康教育效

果的可持续性ꎮ 因此ꎬ该模式初步解决了短期活动难

以维系长期效果的难题ꎬ可为开展持续有效的青少年

性健康教育项目提供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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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快报(５):精神疾病对青少年学业成就的危害
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青少年常伴随学业成绩不良、社会功能受损ꎮ 丹麦奥胡斯大学 Ｄａｌｓｇａａｒｄ 博士基于丹麦民事登记

系统和多个其他国家登记系统的资料ꎬ收集了出生于 １９８８—１９９９ 和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期间参加丹麦九年级期末考试和数学考

试的近 ６３ 万名儿童青少年ꎬ比较患有与不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成就的差别ꎬ其中儿童青少年精神疾

病界定为 １６ 岁前被诊断为 ２９ 种精神疾病中的任何 １ 种或以上ꎬ结果发现ꎬ被调查的 ６３ 万名调查对象有 ８３％在 １７ 岁前参

加了期末考试ꎬ３８００１(６％)名青少年此前患有精神疾病ꎬ其中女性 １５ ８４３ 人ꎬ男性 ２２ １５８ 人ꎻ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参加期

末考试的比例仅为 ５２％ꎬ显著低于正常青少年(８８％)ꎻ精神疾病对男性青少年考试成绩的影响(降低 ０.３０ 分)高于对女性

的影响(降低 ０.２４ 分)ꎻ多数精神疾病与考试成绩低密切关联ꎬ如智力障碍可导致男、女青少年考试成绩降低 １.０７ 和 １.０３
分ꎬ神经性厌食可分别降低 ０.３８ 和 ０.３１ 分ꎻ焦虑、依恋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其他发育障碍对女性患者学业成绩的影

响高于男性患者ꎮ
该研究用数据证实了起病于童年期的精神疾病会降低青少年学业成就ꎬ不同种类精神疾病对男女青少年学业成绩影

响的程度存在差异ꎬ提示了为精神疾病青少年患者提供教育和学业支持的重要性ꎮ
[来源:ＤＡＬＳＧＡＡＲＤ ＳꎬＭＣＧＲＡＴＨ Ｊꎬ ØＳＴＥＲＧＡＡＲＤ Ｓ Ｄꎬｅｔ 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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