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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性教育对青少年的性行为和性态度有着重

要影响ꎮ 有效的家庭性教育能推迟青少年发生性行

为和减少青少年的不安全性行为ꎬ甚至可以对同伴压

力导致的性行为起到调节作用ꎬ还能够预防未成年怀

孕[１－３] ꎮ 中国父母很少开展家庭性教育ꎬ即便开展了

性教育ꎬ涉及的内容也比较狭窄[４－７] ꎮ 中国急需相关

研究明确阻碍家庭性教育开展的因素ꎬ但目前国内性

教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ꎬ主要关注影响家庭性教育

频率的因素[８－１０] ꎬ缺乏对家庭性教育内容与方式的影

响因素研究ꎮ 左霞云等[１１] １０ 年前曾对这一主题的研

究进行过综述ꎬ后中文文献鲜有论述ꎮ 鉴于此ꎬ笔者

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搜索: ＴＳ ＝ ( ｐａｒｅｎｔ ∗ 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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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时间限定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ꎬ文献语言为 “ Ｅｎｇ￣
ｌｉｓｈ”ꎬ文献类型为“Ａｒｔｉｃｌｅ”ꎬ通过题目、摘要阅读下载

主题相关文章约 ２００ 篇ꎬ然后阅读全文ꎬ根据以下标准

筛选文献:(１)研究对象为 １０ ~ ２０ 岁的青少年和(或)
其父母ꎮ 选择该年龄范围主要是考虑到孩子青春期

是家庭性教育的主要阶段ꎮ 一般各国将女性青春期

年龄划定为 １０ ~ １８ 岁ꎬ男性为 １２ ~ ２０ 岁[１２] ꎮ (２)实证

调查并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的相关研究ꎮ 本文最终

梳理文章共 ５７ 篇ꎮ 这些研究的总体特征如下:(１)研

究地区主要集中在美国(７４％)ꎬ其次是欧洲(１２％)和

非洲(１０％)ꎬ亚洲(３ 篇)和拉丁美洲(２ 篇)的研究极

少ꎮ ( ２ ) 研究对象以青少年为主 ( ６３％)ꎬ 以父母

(１８％)或亲子双方(１９％) 为对象的研究相对较少ꎮ
以父母为调查对象的研究主要是母亲参与调查ꎮ (３)

研究主要为截面数据ꎬ跟踪研究(７ 篇)和混合研究较

少(８ 篇)ꎻ大多数研究采取非随机抽样(７２％)ꎬ区域

性随机抽样(１８％)和全国随机抽样(１０％)较少ꎮ 笔

者总结归纳国外已有研究的影响因素ꎬ希望为处于起

步阶段的国内家庭性教育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ꎮ

１　 青少年层面的影响因素

１.１　 青少年的年龄　 关于青少年年龄与家庭性教育

的频率之间的关系ꎬ已有研究在结论上存在争议ꎮ 美

国的研究表明ꎬ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ꎬ父母与青少年

谈论性话题的频率有所增长ꎬ也许是因为青少年开始

青春期发育和恋爱ꎬ父母更关注性教育[１３－１５] ꎮ 但是ꎬ
一项对埃塞俄比亚九至十二年级学生的调查发现ꎬ随
着学生年龄增长ꎬ父母反而较少与孩子谈论性话题ꎬ
可能是因为父母认为高年级学生在学校或其他途径

已经获得了性教育[１６] ꎮ Ｗｉｌｓｏｎ 等[１７] 研究发现ꎬ当父

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谈论性话题时ꎬ随着孩子

年龄的增长ꎬ家庭性教育更加顺利ꎻ等孩子长大才开

始谈论性话题ꎬ反而会非常困难ꎮ 因此ꎬ青少年年龄

与家庭性教育开展频率之间的关系可能还受到家庭

开始性教育时机的影响ꎮ 另外ꎬ青少年的年龄也影响

家庭性教育的具体内容ꎮ 对荷兰 １２ ~ １６ 岁青少年及

其父母(２ ９６５ 对)的全国随机调查发现ꎬ关于 ９ 类性

话题(生理性别差异、青春期生理变化、约会身体接

触、表达拒绝、尊重对方、同性恋、怀孕与避孕、性传播

疾病)ꎬ青春期生理变化的话题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

而逐渐减少谈论[１８] ꎬ其他话题都增加ꎮ 综上所述ꎬ青
少年年龄对家庭性教育开展频率的影响路径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ꎬ同时ꎬ年龄还影响家庭性教育的具体

话题ꎮ
１.２　 青少年的性别　 已有研究获得的基本共识是:与
儿子相比ꎬ父母与女儿交流性话题更多[１９－２１] ꎮ 另外ꎬ
青少年性别还影响家庭性教育的内容ꎮ 父母与女儿

更多谈论推迟性行为或拒绝婚前性行为以及伴侣选

择、为人母、家庭维系等方面的内容ꎬ而对儿子更多谈

论避孕、安全性行为ꎬ接纳婚前性行为、如何成为家庭

的经济支柱等话题[２２－２３] ꎮ 从青少年角度看ꎬ男孩感到

父母并不鼓励他们谈论性话题ꎬ因此更多地依赖同伴

或大众传媒等途径获取性知识ꎻ而女孩往往能从父母

那里获得温暖、私密方式的性话题沟通[２４] ꎮ 可见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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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性别影响家庭性教育的开展频率、内容和方式ꎮ
１.３　 青少年的恋爱和性经历　 随着青少年恋爱和性

经历的增加ꎬ亲子性话题交流也随之增加:一方面ꎬ当
父母发现青少年已经恋爱或发生性行为ꎬ亲子间性话

题更频繁ꎻ另一方面ꎬ自报发生过性行为的青少年与

父母谈论性话题更频繁[１４ꎬ２５] ꎮ 相对而言ꎬ青少年进入

恋爱稳定阶段ꎬ 家庭性教育开展增多ꎮ Ｄａｌｅｎｂｅｒｇ
等[２６]对荷兰 １２ ~ １８ 岁青少年的研究发现ꎬ刚进入恋

爱状态时ꎬ青少年通常会回避与父母谈论恋爱情况ꎻ
恋爱处于稳定期时ꎬ更愿意直接与父母谈论恋爱情

况ꎮ 对欧裔美国中学生的调查显示ꎬ青少年依次愿意

谈论的恋爱与性话题为是否恋爱、恋爱对象、日常恋

爱经验、性及父母希望监管的信息[２７] ꎮ 但是ꎬ乌干达

的青少年则更可能隐瞒恋爱状况ꎬ女生尤其不愿意谈

论恋爱中的性话题[２８] ꎮ 不同地区青少年恋爱与性经

历的影响差异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青少年与父母谈论

恋爱与性话题受到当地社会性文化观念的影响[２７] ꎮ
总体而言ꎬ青少年恋爱及性行为影响家庭性教育开展

的频率和内容ꎮ 但是ꎬ当地社会文化对青少年恋爱与

性行为的许可程度会影响青少年是否愿意向父母报

告自己的恋爱及性经历ꎮ 当青少年认为可以向父母

谈论恋爱及性经历信息的时候ꎬ则可能增加亲子性话

题交流ꎬ反之青少年则会隐瞒信息ꎬ导致父母以为孩

子还不需要谈论相关话题ꎮ

２　 父母层面的影响因素

２.１　 父母认为青少年适合谈论性话题的年龄　 父母

对青少年多大适合谈论性话题的判断影响家庭性教

育开展的频率和内容ꎮ 在给定的 １５ 项性话题(生殖

器官、性虐待 / 骚扰、生命诞生、人类生殖、月经、结婚

与离婚、自慰、恋爱、性倾向、性交、艾滋病、性传播疾

病、遗精、避孕和堕胎)中ꎬ美国拉丁裔父母认为 １０ 岁

左右可以谈论自慰、性交、性倾向、性传播疾病、恋爱

等话题ꎬ平均 １１.７ 岁可以谈论堕胎[２９] ꎮ 父母认为适

合谈论性话题的年龄存在文化差异:一项对美国和肯

尼亚地区家庭谈论艾滋病频率的比较研究发现ꎬ多数

肯尼亚父母(６１％)认为青少年太小不适合谈性ꎬ而绝

大多数美国父母 ( ８０％) 认为青少年已经准备好谈

性[３０] ꎻ尼日利亚的大多数父母认为应该在青春期或者

青春期之后谈论性话题[３１] ꎻ印度的多数父母担心在青

少年“太小”时就谈论性话题不符合社会期待的“好父

母”规范ꎬ会遭到社区其他人的负面评价[３２] ꎮ
２.２　 父母的性别　 目前各国的绝大多数研究已达成

共识:母亲比父亲更多地参与家庭性教育[２０ꎬ３３－３５] ꎮ 主

要是因为父母的性别角色期待影响其亲职角色ꎬ母亲

比父亲更多承担养育责任ꎬ与青少年相处时间更多ꎬ
更善于与青少年沟通ꎻ而受传统男性气质和父权影

响ꎬ父亲往往更多地负责挣钱养家ꎬ更倾向于严厉的

教育方式ꎬ与青少年之间缺乏亲密关系ꎬ所以很少也

很难与青少年谈论性话题[３６] ꎮ 同时在给定的 ９ 个话

题中ꎬ母亲总是与女儿交流更多ꎻ父亲在多数话题上

与女儿交流更多ꎬ但父亲与女儿更少交流亲密关系、
用尊重对方的方式拒绝和避孕套与性传播疾病 ３ 个话

题[１８] ꎮ 这可能体现了父亲的性别双重标准ꎬ对儿子的

亲密关系与性行为更为接纳ꎮ
２.３　 父母童年期的性教育经历　 就父母童年期性教

育经历的影响而言ꎬ已有研究未达成一致意见ꎮ 如果

在童年时期接受过家庭性教育ꎬ则父母会更多地对青

少年开展性教育ꎻ反之ꎬ他们会因为缺乏角色示范而

对开展家庭性教育感到不自在ꎬ觉得与青少年谈性非

常困难[２９] ꎮ 通常而言ꎬ男性在童年期接受的性教育更

少ꎬ尤其是缺乏与父亲交流性话题的经历ꎬ导致他们

作为父亲对开展性教育感到更困难[１９] ꎮ 另外一些研

究却发现ꎬ当了父母以后ꎬ童年期缺乏家庭性教育反

而成为一种动力ꎬ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能做得比父母更

好[３７] ꎬ准备比自己的父母更早开始与孩子谈论性话

题ꎬ或者更早打破家庭对性话题的沉默[３８] ꎮ
２.４　 父母的性知识　 父母具备性知识是开展性教育

的基本条件ꎮ 如果父母缺乏性知识ꎬ则开展性教育的

意愿会降低ꎬ因为他们害怕不会回答青少年的问题ꎬ
即便谈论起来ꎬ也会倾向于使用简单、模糊和非直接

的方式[３９] ꎮ 当父母接受并掌握性知识ꎬ相信自己有能

力有效地就这个话题进行沟通交流时ꎬ将更可能主动

开展性教育[４０] ꎮ 同时ꎬ如果青少年感受到父母具备足

够的性知识ꎬ会更信任和更公开地与父母讨论性话

题[４１] ꎮ
父母具备性知识并不一定增加性话题交流ꎮ 对

尼日利亚父母的调查并未发现父母的青春期知识掌

握度与亲子间这一话题交流频率的相关性[３１] ꎮ 在喀

麦隆的调查发现ꎬ尽管父母具备艾滋病知识ꎬ但由于

文化和宗教的影响ꎬ仍然很少与青少年交流艾滋病相

关话题[４２] ꎮ 今后研究有必要区分父母对不同性话题

的知识掌握情况、性观念与开展家庭性教育之间的关

系ꎮ 因为在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下ꎬ各类性话题的敏

感度不一样ꎬ而敏感内容的性教育除了受到父母性知

识的影响外ꎬ更多地受到性观念的影响ꎮ
２.５　 父母的性观念与性教育态度　 父母性观念越保

守ꎬ越反对青少年的性行为ꎮ 他们要么拒绝与青少年

谈论安全避孕[４３] ꎬ要么倾向于开展性别双重标准的性

教育ꎬ例如强调女儿婚前禁欲ꎬ儿子防止性传播疾

病[４４] ꎮ 当父母传达保守观念时ꎬ青少年更不愿意与父

母谈论性[４５] ꎮ 所以父母保守的性观念最终导致双方

可能都会倾向于避免谈论性话题ꎮ
父母积极的性教育态度不一定能够促进开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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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性教育ꎮ 美国和肯尼亚两国对比发现ꎬ认同性教育

是父母的责任的分别占 ９９％和 ６４％ꎬ然而ꎬ这一责任

上的认同对父母实际开展防艾滋病教育并没有显著

影响[３０] ꎮ 父母虽然认为对青少年开展性教育很重要ꎬ
但却没有信心能开展好性教育[４６] ꎮ
２.６　 父母开展性教育的自我效能　 性教育自我效能

指父母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对青少年开展性教育

的主观判断ꎮ 父母性教育自我效能的预测因子包括

父母的性知识掌握程度、亲子间交流的舒适度、父母

是否具备性交流的有效方法等ꎬ父母的人口学特征对

父母自我效能没有显著影响[４７－４８] ꎮ 父母的自我效能

越高ꎬ则开展性教育越多ꎬ主动性越强ꎬ困难越少[４３] ꎻ
反之ꎬ当父母性教育自我效能很低时ꎬ在开展性教育

时往往感到尴尬[１７] ꎮ 因此ꎬ父母具备较高的性教育自

我效能将更好地促进家庭性教育ꎮ
综上所述ꎬ当父母同时具备性知识、积极的性态

度以及对性教育开展的信心(高自我效能)时ꎬ家庭性

教育能够更加有效地开展ꎮ 另外ꎬ青少年对父母性知

识、态度和能力的判断会影响家庭性教育开展ꎬ当青

少年认为父母不具备相关知识、态度保守、缺乏能力

时ꎬ将更趋向于回避交流ꎻ反之ꎬ则更容易形成良性互

动ꎬ交流更顺畅ꎮ 因此ꎬ双方的互动及互动中的感受

如何影响家庭性教育需要进一步研究ꎮ

３　 家庭系统的影响因素

３.１　 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的质量影响家庭性教育开

展频率和方式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亲子关系越好ꎬ父母

就更愿意与青少年交流性话题ꎬ家庭性教育频率越

高[３４ꎬ４９] ꎮ 美国的一项对现场亲子谈话的观察研究发

现ꎬ亲子关系质量(亲密度、满意度)高ꎬ在交谈中青少

年的焦虑和回避会减少[４１] ꎮ Ｅｌｌｅｙ 等[５０] 研究发现ꎬ家
庭性教育包括积极公开交流、单方回避或双方回避等

多种形式ꎬ这要根据亲子关系、家庭环境、父母态度、
青少年的独立想法等多因素判断ꎬ亲子关系良好并不

必然带来积极的家庭性话题沟通ꎮ 当然ꎬ亲子间缺乏

信任和亲密ꎬ必然给交流带来更大阻碍ꎬ如女儿报告

与父亲交流性话题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父女之间缺

乏亲密感[３６] ꎮ
３.２　 亲子沟通方式　 相比于日常沟通ꎬ父母更倾向于

控制或主导亲子间性话题沟通ꎬ因为父母认为性问题

的风险高ꎬ而且这一话题尤为敏感和重要ꎬ必须由其

主导话题的内容和方式[５１] ꎮ Ａｓｋｅｌｓｏｎ 等[５２] 研究发

现ꎬ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母亲与女儿更多也更早开

始谈论性话题ꎬ母亲的沟通方式影响女儿感受和家庭

性教育的走向ꎬ如果母亲能给予女儿自主决定的空

间ꎬ并且能够在交流中清晰地与女儿讨论、反馈关键

信息ꎬ提升女儿的对话满意度和参与度ꎬ从而提升家

庭性教育的开展频率和质量ꎮ 父母坦率、清晰地与青

少年谈论性话题ꎬ能够促进形成积极的亲子关系[３５] ꎻ
反之ꎬ青少年会选择回避谈论性话题或谈论时感到焦

虑[４１] ꎮ 因此ꎬ亲子双方能够良好地互动沟通是亲子性

话题交流得以顺利开展的基本条件ꎬ这一互动过程中

父母的单项控制导致青少年不愿参与沟通ꎬ而父母开

放、民主的沟通方式促进青少年参与沟通ꎮ

４　 社会文化系统的影响因素

４.１　 区域文化 　 欧洲家庭更认同公开交流性话题ꎮ
当然ꎬ国家之间还存在一定差异:相较于英国ꎬ荷兰、
瑞典对性持有更自由的价值取向ꎬ家庭性教育也更开

放[２４] ꎻ对美国和荷兰家庭性教育的比较研究发现ꎬ多
数荷兰父母认为与孩子谈论性话题很重要ꎬ且接纳青

少年在稳定关系中的安全性行为ꎬ而多数美国父母更

倾向于拒绝恋爱中的青少年与伴侣在家过夜[５３] ꎮ 北

美地区的墨西哥可能受宗教、信仰的影响ꎬ当地文化

更接受禁欲性教育ꎬ因此ꎬ家庭性教育内容几乎只关

注禁欲ꎬ而很少涉及避孕话题[５４] ꎮ 非洲和亚洲地区的

家庭很少开展性教育且普遍不愿公开谈论性话题ꎮ
非洲的性禁忌文化和对性教育的文化观念导致家庭

性教育普遍比较少ꎬ父母更倾向于采取控制、警告等

单向沟通方式ꎬ而很少直接、公开地交流[２０] ꎮ 新加坡

的一项全国随机调查发现ꎬ３２.５％的父母表示从未开

展性教育ꎬ很少开展的占 ２２％[３４] ꎮ 印度[５５] 、伊朗[５６]

的研究表明ꎬ受性禁忌文化及宗教影响ꎬ父母普遍认

为开展性教育会鼓励发生性行为ꎬ亲子双方都避免谈

论性话题ꎮ 由此可见ꎬ不同地区家庭性教育的方式、
内容存在一定差异ꎬ这种差异是否受到当地社会文化

观念的影响值得深究ꎮ
４.２　 社会性别规范　 已有研究间接证实了社会性别

是影响亲子性话题交流的重要因素:首先ꎬ研究结果

揭示出父母向男孩和女孩传达的性教育内容明显不

同ꎬ对女孩的性道德要求更为严格ꎬ对男孩的性行为

更宽容ꎻ与女儿更多谈论延迟性行为或禁欲等消极信

息ꎬ而与儿子更多谈论使用安全套、做出负责任的性

决定等积极信息ꎬ这样的家庭性教育进一步强化了性

别刻板印象ꎮ 其次ꎬ研究还发现ꎬ母亲承担家庭主要

性教育者角色的现象普遍存在ꎬ父亲却很少参与家庭

性教育ꎮ 因为母亲总是被视为主要的家庭照顾者ꎬ一
些父亲认为性教育应该是母亲的责任[５７] ꎮ 同时ꎬ与儿

子相比ꎬ母亲与女儿开展性话题交流时感到更自在ꎮ
均证明了普遍存在的社会性别双重标准和性别刻板

印象等社会性别规范对家庭性教育有着重要影响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已有研究的性别变量是对生理性别的

测量ꎬ今后的研究需要考虑区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

规范这 ２ 个影响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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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通过系统梳理文献ꎬ笔者总结了家庭性教育国外

相关研究的主要影响因素(图 １)ꎮ 国外研究证实了家

庭性教育的重要影响因素:女孩比男孩接受性教育更

多ꎬ内容和方式也因青少年性别而各有不同ꎬ母亲比

父亲更多参与性教育ꎬ性行为、避孕等敏感性话题的

交流更多受到父母性态度、性教育观念和社会文化因

素的影响ꎻ良好的亲子关系和亲子沟通是家庭性教育

得以开展的基础ꎻ不同地区家庭性教育有很大差异ꎬ
社会性别规范对家庭性教育具有普遍影响ꎮ 因此ꎬ家
庭性教育需要父母打破性别刻板印象ꎬ为女孩和男孩

提供相同的性教育内容ꎬ父亲要与母亲一起参与家庭

性教育ꎻ父母的性知识和自我效能方面的专业培训急

需发展ꎬ改善亲子关系、营造和谐家庭氛围、提倡民主

教养方式是促进家庭性教育的基本前提ꎻ同时ꎬ父母

性观念及社会性别平等观念对推动家庭性教育尤为

重要ꎮ

图 １　 家庭性教育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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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ｅｘ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Ｊ] .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 Ｊꎬ ２００８ꎬ ６７(３):１８２－１９５.

[２０] ＢＡＳＴＩＥＮ Ｓꎬ ＫＡＪＵＬＡ Ｌ Ｊꎬ ＭＵＨＷＥＺＩ Ｗ Ｗ.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ｉｎ ｓｕｂ￣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Ｊ] . Ｒｅｐｒｏ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１ꎬ ８(１):１－１７.

[２１] ＭＡＬＡＣＡＮＥ Ｍꎬ ＢＥＣＫＭＥＹＥＲ Ｊ Ｊ.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ｐａｒｅｎｔ￣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ｓｅｘ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ｅｘ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Ｊ] .Ａｍ Ｊ Ｓｅｘ Ｅｄｕｃ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１(１):
２７－４０.

[２２] ＳＮＥＥＤ Ｃ Ｄꎬ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Ｇꎬ ＳＯＭＯＺＡ Ｔ 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ｆｏｒ 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 ｓｅｘ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Ｊ] . Ｓｅｘ Ｅｄｕｃ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３ ( ４): ４５０ －
４５８.

[２３] ＭＯＲＧＡＮ Ｅ Ｍꎬ ＴＨＯＲＮＥ Ａꎬ ＺＵＲＢＲＩＧＧＥＮ Ｅ Ｌ.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ｓｅｘ ａｎｄ ｄａｔ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Ｊ] . Ｄｅｖ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１０ꎬ ４６(１):１３９－１５０.

[２４] ＴＵＲＮＢＵＬＬ Ｔꎬ ＶＡＮ ＷＥＲＳＣＨ Ａꎬ ＶＡＮ ＳＣＨＡＩＫ Ｐ.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
ｒ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ｅｘ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 Ｊꎬ ２００８ꎬ ６７(３):１８２－１９５.

[２５] ＫＡＷＡＩ Ｋꎬ ＫＡＡＹＡ Ｓ Ｆꎬ ＫＡＪＵＬＡ Ｌꎬ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ＨＩＶ ａｎｄ ｓｅｘ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 Ｊ] . Ｓｃａｎｄ Ｊ Ｐ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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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０８ꎬ ３６(８):８７９－８８８.
[２６] ＤＡＬＥＮＢＥＲＧ Ｗ Ｇꎬ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Ｍ Ｃꎬ ＫＵＮＮＥＮ Ｅ Ｓꎬ ｅｔ ａｌ.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ｅｘ￣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 ｄｉ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ｓ[Ｊ] . Ｓｅｘ Ｅｄｕｃ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６(６):１－１５.

[２７] ＤＡＤＤＩＳ Ｃꎬ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Ｄ. Ｄ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 Ｊ] . Ｊ Ａｄｏ￣
ｌｅｓｃ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３(２):３０９－３２０.

[２８] ＭＵＨＷＥＺＩ Ｗ Ｗꎬ ＫＡＴＡＨＯＩＲＥ Ａ Ｒꎬ ＢＡＮＵＲＡ Ｃꎬ 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ꎬ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ｏｒ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ｐａｒ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Ｕｇａｎｄａ[ Ｊ] .Ｒｅｐｒｏ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２(１):１１０－１２５.

[２９] ＫＥＮＮＹ Ｍ Ｃꎬ ＷＵＲＴＥＬＥ Ｓ Ｋ. Ｌａｔｉｎｏ.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ｅ ａｂｏｕｔ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 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ꎬ２０１３ꎬ
１８(８): ９３１－９４２.

[３０] ＰＯＵＬＳＥＮ Ｍ Ｎꎬ ＭＩＬＬＥＲ Ｋ Ｓꎬ ＬＩＮ Ｃ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ｅｎｔ – ｃｈｉｌ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Ｋｅｎｙａ: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Ｊ] . Ａｉｄｓ Ｂｅｈａｖꎬ２０１０ꎬ １４
(５):１０８３－１０９４.

[３１] ＥＭＥＬＵＭＡＤＵ Ｏ Ｆꎬ ＥＺＥＡＭＡ Ｎ Ｎꎬ ＩＦＥＡＤＩＫＥ Ｃ Ｏꎬ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ｎａｍｂｒａ ｓｔａｔｅꎬ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Ｊ]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Ａｄｏ￣
ｌｅｓｃ Ｇｙｎｅｃ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７(５):２９４－３００.

[３２] ＧＵＩＬＡＭＯ￣ＲＡＭＯＳ Ｖꎬ ＳＯＬＥＴＴＩ Ａ Ｂꎬ ＢＵＲＮＥＴＴＥ Ｄꎬ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ｓｅｘ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ｉａ: ＵＳ￣Ｉｎｄｉａ ｃｏｌｌａｂｏ￣
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ＩＶ[ Ｊ] . Ｑ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２( ６):
７８８－８００.

[３３] ＫＥＬＬＥＨＥＲ Ｃꎬ ＢＯＤＵＳＺＥＫ Ｄꎬ ＢＯＵＲＫＥ Ａꎬ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２０１０ ｉｒｉｓｈ 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ｐｒｅｇ￣
ｎａｎｃｙ ｓｔｕｄｙ[Ｊ] .Ｓｅｘ Ｅｄｕｃ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３(４):４５９－４６９.

[３４] ＨＵ Ｙꎬ ＷＯＮＧ Ｍ Ｌꎬ ＰＲＥＭＡ Ｖꎬ ｅｔ ａｌ. Ｄｏ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ａｌｋ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ｏ￣
ｌｅｓｃｅ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ｂｏｕｔ ｓｅｘ?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Ｓｉｎ￣
ｇａｐｏｒｅ[Ｊ] .Ａｎｎ Ａｃａｄ Ｍｅｄ Ｓｉｎｇａｐ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１(６):２３９－２４６.

[３５] ＦＬＯＲＥＳ Ｄꎬ ＢＡＲＲＯＳＯ Ｊ.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 ｓｅｘ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Ｊ Ｓｅｘ Ｒｅｓꎬ２０１７ꎬ ５４
(４ / ５):５３２－５４８.

[３６]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Ｍ Ｋꎬ ＣＥＤＥＲＢＡＵＭ Ｊ Ａ.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ｔｏ ｄａｄｄｙ’ 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ｇｉｒｌ ａｂｏｕｔ ｓｅｘ: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
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ｆａｔｈｅｒｓ[Ｊ] .Ｊ Ｆａｍ Ｉｓｓｕｅｓꎬ２０１１ꎬ３２ (４):５５０－５７２.

[３７] ＬＡＳＡＬＡ Ｍ Ｃ. Ｃｏｎｄｏ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ꎬ ｇａｙ ａｎｄ ｂｉｓｅｘｕａｌ
ｙｏｕｔｈꎬ ａｎｄ ＨＩＶ ｒｉｓｋ[Ｊ] .Ｊ Ｍａｒ Ｆａｍ Ｔｈｅｒꎬ２０１５ꎬ ４１(４):４５１－４６４.

[３８] ＥＬ￣ＳＨＡＩＥＢ Ｍꎬ ＷＵＲＴＥＬＥ Ｓ Ｋ.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 Ａｍ Ｊ Ｓｅｘ Ｅｄｕｃꎬ２００９ꎬ ４( ２):１０３ －
１１５.

[３９] ＨＹＤＥ Ａꎬ ＤＲＥＮＮＡＮ Ｊꎬ ＢＵＴＬＥＲ 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ｂｏｕｔ ｓａｆｅｒ ｓｅｘ[Ｊ] .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ｒｓ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２(２３):３４３８－３４４６.

[４０] ＢＹＥＲＳ Ｅ Ｓꎬ ＳＥＡＲＳ Ｈ Ａꎬ ＷＥＡＶＥＲ Ａ. 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ｓｅｘｕ￣
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ｔｏ ｇｒａｄｅ ８[Ｊ] . Ｊ Ｍａｒｒ
Ｆａｍꎬ２００８ꎬ７０(１):８６－９６.

[４１] ＡＦＩＦＩ Ｔ Ｄꎬ ＪＯＳＥＰＨ Ａꎬ ＡＬＤＥＩＳ Ｄ. Ｗｈｙ ｃａｎ’ ｔ ｗｅ ｊｕｓｔ 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ｓｅｘ[Ｊ] . Ｊ Ａｄｏｌｅｓｃ Ｒｅｓ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３(６):６８９－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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