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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农村地区小学生青春期知识知晓水平及其影响因素ꎬ为农村小学生普及科学、合理、适龄的性教

育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取多阶段整群抽样ꎬ抽取 １６ 所贵州省和安徽省以农村户籍为主的小学ꎬ对 ２ ５０６ 名五、六年级

在校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探索农村地区小学生青春期知识知晓水平及影响因素ꎮ 结果　 农村地区小学生青春期知识总

体知晓率为 ６２.７％ꎬ其中有关青春期发育的性别差异(６７.４％)和对性态度认知(３９.５％)知晓率较低ꎻ女生较男生、独生子女

较非独生子女、六年级学生较五年级学生对青春期知识的知晓程度略高ꎮ 二分类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年级[ＯＲ
＝ ０.７２(０.６１~ ０.８６)]、同伴接纳[ＯＲ＝ ０.７０(０.５３~ ０.９６)]和家庭亲密度[ＯＲ ＝ ０.７５(０.６３ ~ ０.８８)]对农村地区小学生青春期

知识知晓程度有一定的影响作用ꎮ 结论　 贵州和安徽农村地区小学生特别是男性、非独生子女、五年级学生青春期知识知

晓水平有待提高ꎬ尤其在男女青春期发育差异和对性态度认知等问题上ꎮ 要从增进同伴接纳、提高家庭亲密度等方面提高

青春期知识知晓水平ꎬ普及性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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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行为科学与健康促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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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越来越多的性侵儿童案件被曝光和报道ꎬ普
及科学、合理的性教育成为近年来社会普遍关注的话
题ꎬ但现实是社会对小学阶段性教育关注普遍较
少[１] ꎮ 国外的性教育工作者认为性教育应该从儿童
抓起[２] ꎬ高年级小学生正处于青春期的初始阶段ꎬ特
别是农村地区的学生和留守儿童ꎬ更有必要了解正确
的青春期知识ꎮ 目前ꎬ青春期性教育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于中学生或城市学生[３－５] ꎮ 本研究旨在了解农村地
区小学生青春期知识及影响因素ꎬ为开展科学、合理、

适龄的性教育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６ 年 ９—１１ 月ꎬ采取多阶段整群抽
样的方法ꎬ在贵州和安徽抽取经济发展水平中下等的
４ 个县ꎬ在每个县里抽取农村户籍为主的小学各 ４ 所ꎬ
共 １６ 所ꎮ 在每所小学的五、六年级随机抽取 ３ 个班
(每个班约 ５０ 名)ꎬ对班级的所有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以 ３４.６％[５] 的青春期性知识知晓率和 ０.１ ｐ 的误差允
许范围ꎬ同时考虑失访和整群抽样ꎬ估算样本量至少
要达到 １ ０８９ 人ꎬ最终研究样本量为 ２ ５０６ 人ꎮ 共回收
问卷 ２ ５２１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２ ５０６ 份ꎬ有效应答率为
９９.４％ꎮ 其中男生１ ３７６ 名 ( ５４. ９％)ꎬ女生 １ １３０ 名
(４５ １％)ꎻ五年级学生 １ ３０８ 名(５２.２％)ꎬ六年级学生

７４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第 ４０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３



１ １９８ 名(４７.８％)ꎻ独生子女 ４４１ 名(１７.６％)ꎬ非独生
子女 ２ ０６５ 名(８２.４％)ꎻ留守儿童 ７６４ 名(３０.５％)ꎬ非
留守儿童 １ ７４２ 名(６９.５％)ꎻ父亲中小学及以下学历
７０１ 名(２８.０％)ꎬ中学学历 １ ５４７ 名(６１.７％)ꎬ本 / 专科
及以上学历 ２５８ 名(１０.３％)ꎻ母亲中小学及以下学历
８８８ 名(３５.４％)ꎬ中学学历 １ ４２４ 名(５６.８％)ꎬ本 / 专科
及以上学历 １９４ 名(７. ８％)ꎮ 年龄为 ９ ~ １４ 岁ꎬ平均
(１１.０２±０.７８)岁ꎮ
１.２　 方法　 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欧洲性教育标准»ꎬ
结合«中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６] 自行设计
青春期知识调查问卷ꎬ经预调查和专家审核后定稿ꎮ
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相关信息、青春期知识ꎮ
其中青春期知识涉及隐私部位的概念、隐私部位的保
护、男女青春期发育变化差异、男女同学交往、对性态
度的认知等 ５ 项内容ꎮ 青春期知识 ５ 道题的克隆巴赫
系数为 ０.５９ꎬ由于该 ５ 道题非形成体系的性知识量表ꎬ
每道题目所涉及的性知识方向不同ꎬ所以一致性受到
一定限制ꎮ 根据农村地区小学生对青春期知识的了
解情况ꎬ以及相关文献[７] 对总体知晓率的概念界定ꎬ
将答对 ４ 项及以上(正确率≥８０％)归为青春期知识
“知晓”ꎬ反之为“不知晓”ꎮ

以儿童孤独量表的得分反应学生同伴接纳程
度[８](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６)ꎬ每道题赋值 １ ~ ５ 分ꎬ
总分 ８０ 分ꎬ>４６ 分为存在孤独感ꎬ同伴接纳程度低ꎻ≤
４６ 分为不存在孤独感ꎬ同伴接纳程度高ꎮ 用家庭亲密
性和适应性量表中与家庭亲密性相关的题目[９] ꎬ作为
家庭成员之间关系亲密程度的指标(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为 ０.７２)ꎬ共有 ９ 道题目ꎬ每道题赋值 １ ~ ５ 分ꎬ总分 ９ ~
４５ 分ꎬ>３１ 分(均值)为家庭亲密度高ꎬ≤３１ 分为家庭

亲密度低ꎮ 留守儿童参考相关标准定义界定[１０] ꎮ
调查员经过严格培训并通过考核ꎮ 调查在家长

和学生均知情同意的原则下进行ꎮ 问卷在调查员说
明调查目的和填写方式后ꎬ在其帮助下由学生自主填
写ꎬ并由调查员现场审核、签字收回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调查问卷经编码后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进行双录入和逻辑验错ꎬ并建立数据库ꎬ ＳＰＳＳ
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描述性分析主要为计量资料
和计数资料ꎬ统计推断的主要方法为 ｔ 检验和 χ２ 检
验ꎬ影响因素分析方法主要为二分类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小学生青春期知识总体知晓率比较　 小学生青
春期知识总体知晓率为 ６２.７％ꎮ 不同性别、是否独生、
是否留守、不同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小学生总体知晓率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不同年级小学
生总体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且六年级小学生
(６７.１％)高于五年级小学生(５９.４％) ( χ２ ＝ １４.９９ꎬＰ<
０.０１)ꎮ
２.２　 不同特征小学生青春期 ５ 项知识知晓率比较　
各单项知晓率依次分别为:对隐私部位概念的正确理
解(９４.８％)ꎬ隐私部位的正确保护(８７.３％)ꎬ了解男女
青春期发育变化差异( ６７. ４％)ꎬ男女同学正常交往
(８３.１％)ꎬ对性态度正确认知(３９.５％)ꎮ 女生较男生、
独生子女较非独生子女、六年级学生较五年级学生对
青春期知识知晓率略高ꎬ特别是在对隐私部位概念的
理解、男女青春期发育变化差异等问题上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小学生青春期 ５ 项知识知晓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对隐私部位概

念的正确理解

隐私部位

的正确保护

了解男女青春期

发育变化差异

男女同学

正常交往

对性态度

正确认知
性别 男 １ ３７６ １ ２８９(９３.７) １ ２０６(８７.７) ９１２(６６.３) １ １６２(８４.４) ５４８(３９.８)

女 １ １３０ １ ０８８(９６.３) ９８２(８６.９) ７７５(６８.６) ９２０(８１.４) ４４４(３９.３)
χ２ 值 ９.０４ ０.３６ １.４０ ４.０２ ０.０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５５ ０.２４ ０.０４ ０.７６

独生子女 是 ４４１ ４２２(９５.７) ３９１(８８.６) ３１７(７１.９) ３７５(８５.１) １７９(４０.５)
否 ２ ０６５ １ ９５５(９４.７) １ ７９７(８７.０) １ ３７１(６６.４) １ ７０６(８２.６) ８１２(３９.３)

χ２ 值 ０.７４ ０.９０ ５.０１ １.７１ ０.２１
Ｐ 值 ０.３９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１９ ０.６５

留守 是 ７６４ ７２１(９４.３) ６６８(８７.４) ５１２(６７.０) ６２３(８１.５) ３１０(４０.６)
否 １ ７４２ １ ６６４(９５.５) １ ５３６(８８.２) １ １６７(６７.０) １ ４７２(８４.５) ６６７(３８.３)

χ２ 值 １.１７ ０.２６ <０.０１ ３.２２ １.１７
Ｐ 值 ０.４１ ０.６４ ０.９６ ０.０７ ０.２８

年级 五 １ ３０８ １ ２３３(９４.３) １ １２２(８５.８) ８４６(６４.７) １ ０７８(８２.４) ５０８(３８.８)
六 １ １９８ １ １４８(９５.８) １ ０７５(８９.７) ８４５(７０.５) １ ０１５(８４.７) ４８９(４０.８)

χ２ 值 ３.１９ ８.５１ ９.０１ ２.２４ ０.９７
Ｐ 值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３２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２.３　 不同同伴接纳、家庭亲密度小学生青春期知识总

体知晓率比较 　 留守儿童孤独量表得分为( ３１. ６１ ±
１０.１２)分ꎬ较非留守儿童的( ２９. ４３ ± ９. ５９) 分高( ｔ ＝
４.８７ꎬＰ<０.０１)ꎻ小学生同伴接纳度较高占 ９２.６％ꎬ较低

占 ７.４％ꎮ 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得分为(３０.２６±５.８７)

分ꎬ较非留守儿童的(３１.６３ ± ５.９１) 分低( ｔ ＝ ５.２２ꎬＰ<
０.０１)ꎻ小学生家庭亲密度较高占 ４８. ３％ꎬ 较低占
５１.７％ꎮ 同伴接纳度较高的小学生青春期知识总体知
晓率(６３.５％) 高于同伴接纳度较低小学生( ５３. １％)
(χ２ ＝ ７.６５ꎬＰ<０.０１)ꎬ家庭亲密度较高小学生青春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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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总体知晓率(６６.６％) 高于家庭亲密度较低小学生
(５９.０％)(χ２ ＝ １４.９９ꎬＰ<０.０１)ꎮ
２.４　 青春期知识知晓水平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以
青春期知识总体知晓率为因变量(知晓率≥８０％ ＝ １ꎬ<
８０％ ＝ ０)ꎬ选择年级(六年级 ＝ １ꎬ五年级 ＝ ０)、同伴接
纳(较高＝ １ꎬ较低 ＝ ０)、家庭亲密度(较高 ＝ １ꎬ较低 ＝
０)为自变量进行二分类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用
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Ｒ 法筛选变量ꎬ进入标准为 ０.０５ꎬ剔除标准
为０.１ꎬ结果显示ꎬ六年级[β ＝ － ０.３３ꎬＷａｌｄ χ２ ＝ １４.２８ꎬ
ＯＲ(９５％ＣＩ)＝ ０.７２(０.６１ ~ ０.８６)ꎬＰ<０.０１]、高同伴接
纳度[ β ＝ － ０. ３５ꎬＷａｌｄ χ２ ＝ ４. ５９ꎬＯＲ( ９５％ ＣＩ) ＝ ０. ７０
(０ ５３ ~ ０.９６)ꎬＰ ＝ ０.０３]、高家庭亲密度[ β ＝ － ０. ２９ꎬ
Ｗａｌｄ χ２ ＝ １１.７０ꎬＯＲ(９５％ＣＩ) ＝ ０.７５(０.６３ ~ ０.８８)ꎬＰ<
０ ０１]有利于青春期知识的知晓ꎮ

３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ꎬ贵州与安徽农村地区小学生青春

期知识总体知晓率较低ꎬ其中有关男女青春期发育差
异和对性态度认知等问题知晓率较低ꎬ近半数的学生
认为“青春期发育时ꎬ身体外观会发生变化ꎬ男女生间
会越来越不同”是错误的或表示不知道ꎬ超半数学生
认为“与朋友、父母、教师以及信任的成人之间讨论有
关‘性’的问题是羞耻的事情”或表示不知道ꎮ 提示在
农村地区学生的性教育中要讲授两性器官的特点不
同以及两性发育的变化ꎬ同时要让学生了解与可信任
的人讨论有关性的问题并不是羞耻的事情ꎬ从而有助
于学生的生殖健康和发展ꎬ及时解决青春期发育的
困惑ꎮ

研究还发现ꎬ性别、是否独生、是否留守、父母亲
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地区小学生青春期知识知晓程
度没有直接影响ꎬ但女生较男生、独生子女较非独生
子女对青春期知识总体知晓程度略高ꎬ特别是在对隐
私部位概念的理解、男女青春期发育变化差异等问题
上ꎮ 由于女生在生理发育上略早于男生ꎬ使女生对青
春期的探索也略早于男生ꎬ导致女生对青春期知识知
晓程度略高一些ꎬ与郑友富等[２] 的研究结果一致ꎻ而
独生子女相较非独生子女在教育乃至性教育问题上
受到格外的关注和重视ꎬ因此对青春期知识知晓程度
略高一些ꎻ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均生活在思想比较
保守的农村地区ꎬ受到的性教育较为有限ꎬ因而两者
之间差异不明显ꎻ而农村地区父母亲对性及性教育的
态度较为保守ꎬ受教育程度高并不表示对性及性教育
的重视程度高ꎬ但并不否认父母亲对下一代性教育中
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研究中还发现ꎬ高年级、高同伴接纳和高家庭亲
密度对农村地区学生青春期知识知晓程度有一定的
影响ꎮ 六年级学生较五年级学生进入青春期的比例
更高ꎬ接触到青春期问题的比例也更高ꎬ继而去探索
和解决青春期困惑ꎬ因而六年级学生对青春期知识的

知晓程度高于五年级学生ꎮ 良好的同伴接纳有助于
同学之间相互沟通和交流青春期问题ꎬ及时发现青春
期困惑ꎬ而不必感到羞耻和压力ꎮ 此外ꎬ性教育要从
家庭入手ꎬ家长应该成为孩子青春期知识的主要来
源[１１] ꎬ学校可通过家长—学校的形式[１２] ꎬ为家长补充
科学、合理、适龄的青春期知识ꎬ让家长正视性教育的
作用和目的ꎬ增进亲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ꎬ提高家庭
亲密度ꎬ让孩子感受到与父母讨论有关性的问题不是
羞耻的事情ꎬ反而有利于孩子的生殖健康和发展ꎬ及
时解决出现的青春期问题ꎮ 在正确的性教育下ꎬ每个
孩子都能正视青春期问题ꎬ从而带动整个地区、整个
社会正视性教育ꎮ

总体来说ꎬ贵州和安徽农村地区小学生特别是男
性、非独生子女、五年级学生青春期知识知晓水平有
待提高ꎬ尤其在男女青春期发育差异和对性态度认知
等问题上ꎬ要从增进同伴接纳、提高家庭亲密度等方
面提高青春期知识知晓水平ꎬ普及科学、合理、适龄的
性教育ꎮ 同时本研究未从行为角度入手研究农村地
区学生青春期问题ꎬ是不足之处和未来研究的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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