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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ꎻ

２.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

　 　 【摘要】 　 从 １９４９ 年到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学校性教育逐渐确立了法律地位ꎬ得到了更多政策支持ꎮ 在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

中ꎬ中国政府部门对学校性教育的态度、政策倡导方向、性教育覆盖学段和地方性教育的发展都发生了变化ꎮ 本研究分析

了中国学校性教育政策的发展特点ꎬ以期描绘出中国学校性教育政策发展至今的变迁路径ꎬ并为中国学校性教育得到更多

政策支持提供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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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９—２０２０ 年ꎬ我国的性教育在蓬勃发展中逐渐

被更多的民众所接受和认可ꎬ其中学校性教育的政策

发展非常值得关注ꎮ
首先ꎬ学校性教育在我国的法律地位逐渐确立ꎮ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４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第十三条明确要求学校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

针ꎬ对未成年学生进行青春期教育[１] ꎮ 这一规定在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修正版中均未被删减ꎬ保留至

今[２－３] ꎮ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五条要求结合未成年人的生理

心理特点ꎬ加强青春期教育ꎬ以达到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的目的[４] ꎻ２０１２ 年的修正版本同样保留了该内容ꎬ
并沿用至今[５] 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三条要求学校依据学

生特征ꎬ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

性健康教育ꎮ 这部法律中明确使用“性健康教育”这

一名称[６] ꎬ并且在 ２０１５ 年的修正版中保留相关内容

至今[７] ꎮ
其次ꎬ学校性教育越来越得到政策方面的支持ꎮ

１９５２ꎬ１９５６ 和 １９６３ 年ꎬ教育部分别颁布了«中学生物

教学大纲»ꎬ要求生物课程中包含有关性生理和性卫

生的教学内容ꎬ并在 １９７５ 年联合卫生部颁布«关于进

一步加强中学生卫生教育的几点意见»ꎬ其中特别提

出要重视青春期生理卫生教育[８] ꎬ党和国家领导人也

多次强调生理卫生教育的重要性[９－１０] ꎮ 国家教育委

员会先后发布«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
(１９８８)、«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１９９０) [１１] 、«九年义务

教育全 日 制 小 学、 初 级 中 学 课 程 计 划 ( 试 行 )»
(１９９２) [１２] 、 « 中小学健康教育基本要求 ( 试行)»
(１９９２) [１３]等文件ꎬ内容涵盖性教育的多个领域ꎮ ２００８
年ꎬ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提出了

健康教育的 ５ 个领域ꎬ分别是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疾
病预防、心理健康、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安全应急

与避险ꎬ都与性教育息息相关ꎬ标志着性教育首次被

纳入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框架[１４] ꎮ ２０１７ 年ꎬ教育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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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了高校

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ꎬ包括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
心理健康、性与生殖健康、安全应急与避险ꎬ并首次把

“性与生殖健康”单独列为健康教育的重要领域[１５] ꎮ
在我国学校性教育政策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中ꎬ

政府教育主管部门ꎬ通过不断的探索和转变ꎬ寻找适

合我国学校性教育发展的本土化方案ꎮ 本研究试图

梳理我国学校性教育政策发展至今的路径ꎬ为我国学

校性教育得到更多政策支持有所启示ꎮ

１　 学校性教育政策的转变特点

对于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讲ꎬ政策的导向都尤

为重要ꎮ 因此了解学校性教育相关政策的发展与转

变ꎬ对于分析学校性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ꎮ
整体来讲ꎬ政府部门在学校性教育政策的转变主要包

括态度、倡导方向、覆盖学段和地方发展 ４ 个方面ꎮ
１.１　 对性教育的态度转变　 在对性教育的态度方面ꎬ
政府部门在七十余年中呈现出了从“支持”到“避而不

谈”再到逐渐“回温” 的过程ꎮ 首先是相关政策的发

布ꎮ 教育部等多部门发布的文件中都明确提到“生理

卫生教育”“青春期卫生教育”ꎬ１９８８ 年 ８ 月国家教委

和国家计生委联合发出«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

的通知»ꎬ更是明确提出青春期教育应该包括性生理、
性心理、性道德教育等 ３ 个方面[１６] ꎮ 但自此之后ꎬ除
了在防治艾滋病相关文件中[１７－２０] ꎬ其余数十份文件几

乎都未直接提出任何与“性教育”相关的词汇ꎬ而是将

其拆分为德育[２１－２４] 、心理健康[２２－２４] 、健康教育[２５－２８] 、
安全教育[２９] 、法制教育[３０] 、防欺凌教育[３１－３２] 、防性侵

教育[３３－３４]等不同内容ꎬ直到 ２０１７ 年«普通高等学校健

康教育指导纲要»颁布ꎬ才把“性与生殖健康”单独列

为健康教育的重要领域[１５] ꎮ ２０１８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及释义

(２０１８ 版)»ꎬ首次明确提出“接受和参与全面性教育”
能够帮助青少年掌握正确的生殖与性健康知识ꎬ表明

了政府部门对于性教育愈发认可和接纳[３５] ꎮ
其次是国家领导人的态度ꎮ 五六十年代国家领

导人先后多次强调了开展生理卫生教育的重要性[９] ꎬ
甚至亲自督导性教育的开展[１０] ꎮ 但这一时期之后ꎬ再
未有国家领导人在公开发言中提及与“性教育”相关

的信息ꎮ 直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注意

有针对性开展青少年健康教育ꎬ并与防艾工作合理结

合”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也批示“对青少年性健

康教育应纳入日程ꎬ这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要一

课”ꎬ性教育才重回公众视野ꎮ
１.２　 政策倡导方向的转变　 性教育相关政策倡导方

向的转变ꎬ主要体现于对性教育中不同内容侧重的变

化ꎮ 早期的性教育往往仅强调其生理方面ꎬ因此通常

称之为“生理卫生教育”ꎬ而且这一时期普遍认同应当

在青春期阶段开展性教育ꎬ因此往往会同时强调教育

中的“青春期”和“生理卫生”两个元素ꎮ 例如ꎬ教育部

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学生卫生教育的几点意

见»(１９７５) [３６] 、«生理卫生大纲»(１９７８) [３７] ꎬ教育部与

卫生部联合发布的«中小学生卫生工作的暂行规定»
(１９７９) [３８] ꎬ教育部、卫生部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

合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学生理卫生知识教育»
(１９８４) [３９]等文件中都曾出现“青春期生理卫生教育”
的表述ꎮ

１９８７ 年ꎬ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吴阶平教授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 ３ 期发表题为“开展青春期性

知识和性道德教育刻不容缓”一文ꎬ首次提出了道德

层面的性教育ꎬ也开启了以德育为主导的青春期教

育[１] ꎮ 这一阶段最有代表性的文件就是 １９８８ 年发布

的«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

知»ꎬ提出要结合生理、心理卫生教育ꎬ适时地进行青

春期教育[２１] 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ꎬ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指

导纲要»ꎬ其中 ５ 个领域都包含与性教育相关的内容ꎬ
正式奠定了性教育作为健康教育一部分的政策导向ꎮ
随后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 [２７] 、卫生部等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规范»
(２０１１) [２８]等文件进一步巩固了性教育的健康教育导

向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国务院颁布了 «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ꎬ明确提出“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

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４０] ꎻ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指出要重点

关注青少年群体ꎬ通过开展性道德、性健康和性安全

宣传教育和干预ꎬ减少非意愿怀孕和性传播感染等情

况的发生ꎮ 这两份文件的发布将性教育的健康教育

导向推向了顶峰[４１] ꎮ
除了健康教育这条主线ꎬ在这个过程中ꎬ多部门

还陆续出台了一些文件ꎬ将性教育向专项教育的方向

引导ꎮ 其中几个比较主要的方向包括预防艾滋病教

育[４２－４３] 、预防儿童性侵害教育[３３－３４] 、预防校园欺凌教

育[３２ꎬ４４] ꎬ以及广东省在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

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１１) 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发布的«广东省妇女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指导下倡导的性别平等教育[４５] ꎮ
１.３　 性教育覆盖学段的转变　 政策倡导的性教育覆

盖学段也在逐渐发生转变ꎮ 早期的“生理卫生教育”
大多将关注点放在中学学段ꎬ１９４９—１９９１ 年间中央和

各部委颁布的性教育相关文件大多在标题中就明确

划定了“中学”这一学段范围ꎮ 虽然 １９７９ 年教育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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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卫生工作的暂行规定»
使用了“中小学生”的学段划分ꎬ但在正文中仍明确强

调以“青春期卫生教育”为主ꎬ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涵盖

小学学段[３７] ꎮ 同样ꎬ１９８８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改

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也将性教育内容放

在了中学阶段[２１] ꎮ
１９９２ 年ꎬ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九年义务教育全

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ꎬ首次明确提出

在中学和小学都要开展“青春期教育” [１２] ꎮ 此后ꎬ性
教育相关的政策文件在二十多年的实践中都会共同

惠及中小学生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

见»ꎬ提出在教育中要适当增加反欺凌、反暴力、反恐

怖行为、防范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等内容[４６] ꎬ这
些内容都与性教育高度相关ꎮ 这是我国与性教育相

关的政策文件中首次纳入幼儿园这一学段ꎮ 此后发

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

生工作的通知» (２０１８) [３４] 也沿用了该文件中中小学

及幼儿园的学段设置ꎻ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ꎬ教育部发布«３ ~
６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虽未明确出现“性教育”
的说法ꎬ但在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 ５ 个领域都

设置了和性教育高度相关的内容[４７] 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

育指导纲要»ꎬ明确要求高校健康教育内容应当包含

“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１５] ꎮ 至此ꎬ我国性教育相

关文件覆盖了从幼儿园至高等学校全部学段ꎮ
１.４　 地方性教育发展的转变　 不仅是中央政府和各

部委ꎬ地方政府对于性教育的政策支持方式也在不断

发生变化ꎮ 根据已有资料ꎬ改革开放前并没有地方政

府开展性教育相关的尝试ꎬ直到上海市教育局和北京

市教育局在中央政策的倡导下先后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青春期教育的试点工作ꎬ并在发展阶段进一步拓展

试点范围[４８] ꎮ
２００３ 年后ꎬ地方性教育进入了由当地政府主导的

时 期ꎮ 辽 宁 ( ２００３ ) [４９] 、 四 川 ( ２００７ ) [５０] 、 浙 江

(２０１０) [５１] 、 青海 ( ２０１１) [５２] 、 江西 ( ２０１１) [５３] 、 河北

(２０１１) [５４－５５] 、湖南( ２０１３) [５６] 、山东( ２０１６) [５７] 、广东

(２０１６) [４４]等省份先后颁布地方性文件ꎬ倡导在当地

开展“性别平等教育”“妇幼卫生保健” “青春期保健”
“安全教育”等性教育相关教学ꎮ 相对来说取得比较

显著成果的是广东省开展的性别平等教育ꎮ 在 ２０１６
年试点工作的基础上ꎬ２０１８ 年广东省妇女儿童工作委

员会、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妇女联合会联合发布«关

于在我省全面开展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通知»ꎬ要求

全省借鉴中山市的先进经验ꎬ开展性别平等教育[５８] ꎮ

２　 对我国学校性教育的启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奠定了在我国开展学校性教育的法律

地位ꎬ而教育部门发布的政策文件对学校性教育的支

持ꎬ会在很大程度上助益学校性教育的发展ꎮ 政策的

支持力度一方面决定了学校性教育能够获取的资源

质量和数量ꎬ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学校性教育在推广时

的难度ꎮ
２.１　 学校性教育政策应对性教育做出明确的课时和

课程内容安排　 目前在我国ꎬ学校性教育相关的内容

大多被纳入健康教育课程之中[５９] ꎬ但由于缺乏明确的

政策规定ꎬ无论是课程内容还是课时都无法得到保

证ꎮ 以«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版)» 为例ꎬ该文

件提出“各校应根据实际情况ꎬ充分利用雨雪等天气

的上课时间ꎬ每年保证开展一定时数的健康教育内容

教学” [２７] ꎮ 但实际上ꎬ“雨雪天气”本身就是一个充满

了不确定性的概念ꎬ因此性教育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保

障[６０] ꎮ 特别是在学校中推广性教育时ꎬ学校很容易以

“其他学科有相关内容了” “学校没有课时”等原因推

脱ꎬ这是目前推广学校性教育的一大障碍ꎮ 因此ꎬ通
过政策倡导ꎬ促使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文件ꎬ明确性教

育的课程地位ꎬ并清晰规定不同学段性教育的内容和

课时ꎬ对于学校性教育的发展和推广至关重要ꎮ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经过十余年的

研究和实践发现ꎬ想要满足小学生对于性教育的需

求ꎬ学校至少需要提供每学期 ６ 课时的课程设置[６１] ꎮ
建议教育部在相关文件中作出明确规定ꎬ将包括性教

育在内的健康教育课时增加至每学期 １６ ~ １８ 课时ꎮ
另外ꎬ在国家义务教育课程安排中占比近两成的“综

合实践活动”和“地方与学校课程”ꎬ可以充分利用来

开展性教育[６２] ꎮ
２.２　 加强学校性教育政策落实的监督机制　 学校性

教育的推进不仅需要相关支持政策的出台ꎬ更需要相

关政策的落实和长效的监督机制ꎮ 从政策落实的角

度来看ꎬ在上级部门高度支持下ꎬ给予积极开展性教

育课程的学校更多的支持ꎬ给予讲授性教育课程的教

师更多评优政策上的倾斜ꎬ无疑是最能够鼓励学校和

老师将性教育落到实处的方式ꎮ 而从监督的角度来

看ꎬ最好的办法就是参照其他学科ꎬ定期对性教育学

科开展全国范围的教育质量监测ꎮ 学生在性知识、技
能、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学业成就可以通过量化方

法测量或通过质性方法收集可靠信息ꎬ以评价性教育

开展是否到位ꎬ性教育对学生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等ꎮ 只有建立强效的落实和监督机制ꎬ才能推动学校

性教育向前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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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　 学校性教育

的推动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ꎬ地方政府的主

观能动性也至关重要ꎮ 建议充分鼓励地方政府结合

当地特色ꎬ开展适合地方的学校性教育课程或活动ꎬ
对于取得优秀成果的地方可以树立典型ꎬ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宣传和先进经验的推广ꎬ以此进一步调动地方

政府在推行学校性教育方面的积极性ꎮ
２.４　 重视科研机构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团体的实践成

果　 此外ꎬ政府部门在制定和推行学校性教育政策时

也应对科研机构产出的性教育相关学术成果ꎬ以及社

会团体产出的实践成果和学校性教育辅助资源予以

高度重视ꎮ 学校性教育政策发展变迁的 ７０ 年ꎬ同样也

是学校性教育研究和社会资源蓬勃发展的 ７０ 年ꎬ这些

成果为学校性教育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和实践

基础ꎬ也为学校性教育政策制定提供了广泛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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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社会团体根据已有经验选择最适合本团体的

发展方向ꎬ在性教育的某一个领域深入钻研或开展实

践ꎬ机构之间则加强交流合作ꎬ互相学习ꎬ共同支持学

校性教育的发展ꎮ 大量机构的这一转变策略已经证

实了单一机构专精发展和多机构合作的可行性与必

要性ꎬ相信这也是中国学校性教育研究未来重要的发

展方向之一ꎮ
３.４　 合理结合运用国际和本土化经验　 在关注我国

学校性教育研究的同时ꎬ性教育研究者也应当放眼世

界ꎮ 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和团体积累了丰富的开展学

校性教育研究的经验ꎬ十分值得学习ꎮ 联合国各驻华

机构支持国内学术单位开展学校性教育研究相关工

作ꎬ为性教育的国际交流提供了机会ꎮ 但值得注意的

是ꎬ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要时刻具有本土化意识ꎬ结合

我国国情和儿童青少年发展特点ꎬ将先进的国际经验

转变为适合我国学校性教育需求的方案ꎬ为学校性教

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和深入开展贡献中国

智慧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叶恭绍. 周总理关心性教育[Ｊ] . 父母必读ꎬ １９８３(４): ３－４.
[２] 　 胡珍. 中国当代大学生性现状与性教育研究[ Ｍ]. 成都: 四川科

学技术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３] 　 姚佩宽. 中国青春期性教育研究和实践[ Ｊ] .当代青年研究ꎬ１９９０

(６):３５－４１.
[４] 　 刘达临. 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 调查报告[ Ｍ].

上海: 三联书店ꎬ １９９２.
[５] 　 潘绥铭ꎬ曾静. 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Ｍ]. 北京: 商

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０.
[６] 　 杨雄ꎬ姚佩宽. 青春与性: １９８９－１９９９ 中国城市青少年的性意识

和性行为[Ｍ].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７] 　 郑晓瑛ꎬ 陈功. 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基础数据报告

[Ｊ] . 人口与发展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６(３): ２－１６.
[８] 　 潘绥铭ꎬ 黄盈盈. 性之变:性化时代 １４ 至 １７ 岁中国少年的性状

况[Ｍ].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９] 　 上海计划生育研究所. 中国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状况[ Ｊ] . 性教

育与生殖健康ꎬ ２０１２(４): ４４－４６.
[１０]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ꎬ中国青年网络ꎬ清华大学.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全国

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 Ｒ]. 北京: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２０１５.

[１１]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ꎬ中国青年网络ꎬ清华大学.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全国

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 Ｒ]. 北京: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２０２０.

[１２] 龚林ꎬ 颜春荣ꎬ 丁蓉ꎬ等. 深圳市中学生性心理的发展、性知识及

性态度现况调查[Ｊ] . 中国健康教育ꎬ ２００７ꎬ２３(４): ４２－４４.
[１３] 蒋丽娟ꎬ 武南ꎬ 党姣ꎬ等. 深圳市高中生艾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

状况调查[Ｊ] .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ꎬ ２０１１(２): ９７－９９.
[１４] 朱丹玲ꎬ 马健ꎬ 廖慧霞ꎬ等. 深圳市中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现状调

查及研究[Ｊ] . 中国妇幼健康研究ꎬ ２０１７(３): ２４０－２４２.
[１５] 陈义平ꎬ甘慧媚. 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研究进展: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５[ Ｊ] .

青年探索ꎬ ２００７(２): ７６－７８.
[１６] 陈晶琦ꎬ叶广俊. 小学六年级及初中一年级女生青春期性教育干

预研究[Ｊ] . 中华医学杂志ꎬ １９９７ꎬ７７(１): １２－１５.
[１７] 赖珍珍ꎬ胡玥ꎬ刘文利ꎬ等.小学三年级流动儿童性教育课程效果

评价[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５ꎬ３６(８):１１５０－１１５３ꎬ１１５７.
[１８] 刘敬云ꎬ刘文利.基于性知识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小学性教育课程

效果评价[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３):３５０－３５４.
[１９] 郭凌风ꎬ方世新ꎬ李雨朦ꎬ等.性教育课程改善小学生同性恋态度

效果评价[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１０):１４７８－１４８１.
[２０] 刘敬云ꎬ刘文利.小学性健康教育课程对减少艾滋病歧视的效果

评价[Ｊ] .中国健康教育ꎬ２０１９ꎬ３５(１２):１１０８－１１１０ꎬ１１２１.
[２１] ＳＵ Ｒꎬ ＧＵＯ Ｌꎬ ＴＡＮＧ Ｈ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ｅａｋｅｎ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ｇｒｏｕｐ ｂｉａｓ 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 Ｊ] . Ｓｅｘ
Ｅｄｕｃ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０(１): ３３－４５.

[２２] 李雨朦ꎬ郭凌风ꎬ刘文利ꎬ等.初中生青春期性心理健康课程干预

效果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１２):１８３５－１８３７.
[２３] 王曦影ꎬ萨支红. 性别平等的全面性教育案例手册[Ｍ]. 北京: 中

国经济出版社ꎬ２０１９.
[２４] 史轶群ꎬ张嘉楠ꎬ孙怡心ꎬ等. 青春期性教育的现状与思考[ Ｊ] . 河

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４(５): ９８－１０３.
[２５]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性教育基地. 成都大学第七届性教育辅修专

业举行开班典礼[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９－０８－ １５]. ｈｔｔｐ: / / ｘｑＪｙ.ｃｄｕ.ｅｄｕ.
ｃｎ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ｍ ＝ ｎｅｗｓ＆ａ ＝ ｓｈｏｗ＆ｎｅｗｓ＿ｉｄ ＝ ４３６０.

[２６] 中共中央国务院. 健康中国行动[Ｚ]. ２０１９－０７－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０７ꎻ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２０


(上接第 １４６２ 页)
[４７] 教育部. ３ ~ ６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Ｚ]. ２０１９－０５.
[４８] 刘文利. 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历史回顾和发展概述[ Ｊ] . 中国青

年研究ꎬ ２００８(１２): ９－１２ꎬ２２.
[４９] 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Ｚ]. ２００３.
[５０]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安全›课程标准[Ｚ]. ２００７.
[５１] 浙江省公卫办. 浙江省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规范(试行)

[Ｚ]. ２０１０.
[５２] 青海省人民政府. 青海省儿童发展十年规划纲要(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Ｚ]. ２０１１.
[５３] 江西省人民政府. 江西省儿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Ｚ]. ２０１１.
[５４] 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儿童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 [ Ｚ].

２０１１.
[５５] 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

(部分)[Ｚ]. ２０１３.

[５６] 湖南省教育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艺术、健康与国防教

育课程建设的意见[Ｚ]. ２０１３.
[５７] 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Ｚ]. ２０１６.
[５８] 广东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ꎬ 广东省教育厅ꎬ 广东省妇女联合

会. 关于在我省全面开展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通知[Ｚ]. ２０１８.
[５９] 刘文利ꎬ 李雨朦. 关于性教育的提案ꎬ教育部是这样答复的[ Ｊ] .

教育家ꎬ ２０１９(１３):５２－５４.
[６０] 李雨朦ꎬ 刘文利. 新西兰健康教育经验及其启示[ Ｊ] . 新课程评

论ꎬ ２０１９(７ / ８):１８０－１８７.
[６１] ＬＩＵ Ｗꎬ ＳＵ Ｙ.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Ｊ] . Ｓｅｘ Ｅｄｕｃ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４ ( ５):
５６８－５８１.

[６２] 刘文利ꎬ 元英. 我国中小学性教育政策回顾(１９８４－２０１６) [ Ｊ] . 教

育与教学研究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５６(７): ４４－５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０７ꎻ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２４

７６４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