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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中国知网、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等中英文数据库中系统收集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以来发表的中国性教育干预研究

文献 ８２ 篇ꎬ从干预方式、干预内容和干预效果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综述ꎮ 从干预方式与内容来看ꎬ全面性教育在中国还没

有得到广泛开展ꎬ学校性教育最为关注青少年群体ꎬ内容以青春期、生殖健康和预防艾滋病为主ꎬ大多数干预内容单一ꎬ缺
乏全面性、系统性和社会性别视角ꎮ 从干预效果来看ꎬ性教育干预对于儿童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改变最为有效ꎬ态
度改变较为明显ꎬ行为改善结果不甚理想ꎮ 本文为应如何开展更加科学系统的性教育干预研究指明了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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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曦影(１９７４－　 )ꎬ女ꎬ江苏淮安人ꎬ博士ꎬ教授ꎬ主要研

究方向为青少年研究和教育社会学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１.０１.０３６

　 　 ２０１１ 年ꎬ国务院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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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为中小学开展性教育提供了制度保

障[１] ꎮ 多年来ꎬ众多国内性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已经

认识并接纳全面性教育是最为行之有效的青少年健

康干预的重要方式[２] 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联合国多家组织

共同出版«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修订版)»(以下

简称«纲要») [２] ꎬ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广全面性

教育ꎮ
«纲要»中文版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在中国发布ꎬ为国

内在中小学推进全面性教育提供了方向、指南和重要

的依据ꎮ ２０１９ 年ꎬ在联合国多家机构中国代表处的支

持和推动下ꎬ北京师范大学刘文利教授领衔建立中国

性教育指南研发技术专家组ꎬ以期在«纲要»的基础上

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服务于 ０ ~ １８ 岁及以上儿童青

少年的 «全面性教育指南» ( 暂定名ꎬ以下简称 « 指

南»)ꎮ 为了更好地开发中国本土的«指南»ꎬ寻求开发

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的全面性教育课程ꎬ促进儿童青

少年的健康发展ꎬ本文对中国本土的性教育干预研究

进行系统梳理ꎬ报道如下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本文选定一系列核心主题词和关键

词ꎬ中文如性教育、生殖健康教育、青春健康教育、生
活技能教育、预防艾滋病、干预研究等ꎬ英文如 ｓｅｘ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ｅｅｎｓꎬｔｅｅｎａｇｅｒꎬａｄｏｌｅｓ￣
ｃｅｎｔ)ꎬ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ＨＩＶ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 等ꎮ 通过组合检索上述核心关键词ꎬ本研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和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从中国知网以及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ＢＳＣＯ 等英文数据库共收集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公开发表的中国性教育干预相关文献 ２６５ 篇ꎮ 此

外ꎬ本研究还从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福特基金会、玛丽

斯特普(中国)、成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组织

和科研机构收集了未正式发表的报告 ８ 份ꎮ
１.２　 方法　 本研究纳入分析文献的标准如下:(１)研

６４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第 ４２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１



究的干预对象为中国大陆地区 ３ ~ ２４ 岁儿童青少年及

青年ꎮ 考虑到«指南»针对的群体主要为 ３ ~ １８ 岁ꎬ１８
岁以上参考 １５ ~ １８ 岁的内容ꎬ将证据检索年龄适当放

宽到 ２４ 岁ꎮ 青年主要指青年大学生群体ꎬ将社会青年

排除在外ꎻ(２)研究内容涉及对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态
度和行为的教育ꎻ(３)研究方法为干预性研究ꎬ干预是

基于课程或是针对特定群体的干预ꎬ既包括在学校也

包括在社区开展ꎬ既包括全面系统的教育也包括一次

性的干预研究ꎻ(４)研究结果有定量评价指标或质性

的相关描述ꎮ 根据选择标准ꎬ最终分析 ８２ 篇文献(中

文 ６７ꎬ英文 １５)ꎮ
１.３ 　 资 料 基 本 特 征 　 从发表时间来看ꎬ 跨度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ꎬ其中 ２０００ 年代有 ３１ 篇(３７.８％)ꎬ２０１０
年代有 ５１ 篇(６２.２％)ꎻ从干预对象的年龄分布来看ꎬ
研究多集中于 １２ ~ １８ 岁青少年群体(４２ 篇ꎬ５１.２２％)
和 １８ ~ ２４ 岁的青年群体(２９ 篇ꎬ３５.３７％)ꎬ针对 ６ ~ １２
岁儿童的只有 ８ 篇[３－１１] ꎬ面向 ３ ~ ６ 岁婴幼儿的文献只

有 ３ 篇[１２－１４] ꎻ从干预对象的性别来看ꎬ绝大部分研究

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ꎬ其中 ２ 篇文献仅关注男男性

行为的青少年[１５－１６] ꎬ６ 篇文献只关注女大学生[１７－１９] 、
女中学生[２０] 、有流产经历的青少年女性[２１－２２] 等ꎮ 此

外ꎬ少量研究开始关注到因地域、民族和性倾向而处

于弱势地位的群体ꎬ如流动儿童[８－１０ꎬ２３－２６] 、少数民族学

生[２７] 、残障儿童[２８－２９] 等ꎻ从地理分布来看ꎬ文献涉及

北京、上海、四川、重庆等 ２６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ꎬ集
中在大城市ꎬ其他地区的研究较为分散ꎻ从干预场所

来看ꎬ学校是最主要的场所ꎬ６８ 项研究在学校开展ꎬ其
余在社区开展[２１－２２] ꎻ从研究方法而言ꎬ绝大多数研究

采取类实验研究的方法ꎬ极少数采取了随机对照实验

研究[３０] ꎻ从样本数量上来看ꎬ３７ 篇研究的样本量达

１ ０００人以上ꎻ从评估方法来看ꎬ６８ 项研究采取单一的

问卷调查法ꎬ１４ 项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相结

合的方法ꎮ

２　 干预方式

学校是开展性教育的主要阵地ꎬ由于多数学校并

没有专职的性教育者ꎬ只有少量研究基于系统全面的

性教育课程讲授[８－１０ꎬ２３－２６ꎬ３１－３４] ꎮ 很多学校虽然采取课

程教育的方式ꎬ但通常只包含一个或少数几个主题ꎬ
如艾滋病预防[２７] 和青春期等ꎮ 本文所涉及的学校项

目多采用多元混合干预模式ꎬ除传统课程教学之外ꎬ
主要辅以播放录像、开展主题班会、邀请专家讲座、同
伴教育、提供一对一心理咨询等ꎮ 少量研究采取了学

校和家庭同步干预的方式ꎬ由学校教师向家长和学生

分别进行健康知识教育及小组讨论等干预活动[３５] ꎮ
社区开展性教育活动常以专家讲座或一次性参与式

活动为主ꎬ辅助于发放宣传资料ꎬ提供避孕工具、张贴

海报和展览ꎮ
绘本干预、同伴教育和网络干预常被作为性教育

中 ３ 个比较具有特点的辅助性干预手段ꎮ 在幼儿园和

小学低年级开展的儿童性教育常以绘本阅读为主要

的干预方式ꎬ符合儿童的心理认知特征ꎮ 干预效果显

示ꎬ绘本干预对幼儿和儿童的性知识及性态度方面有

积极影响ꎬ干预对象的性困惑得到了解答[３ꎬ１１－１４] ꎮ 网

络性教育有效增加了学生的生殖健康知识ꎬ改变了学

生对性问题的态度ꎬ在提高青少年及男同性恋的生殖

健康知识知晓率、安全套使用率以及促进接受艾滋病

病毒检测方面有积极影响[３０ꎬ３６] ꎮ 在高中、中专和大学

的艾滋病预防教育中ꎬ同伴教育常被作为最主要的干

预手段ꎬ对青少年产生积极影响ꎮ 研究通常培训表达

能力强的学生[１５ꎬ３７－４９] 或医学院大学生[５０] 担任同伴教

育者ꎬ开展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普及以及安全性行为的

倡导ꎮ 一项在北京开展的将全面性教育、倡导性别平

等和预防暴力相结合的项目ꎬ采取同伴教育的方法ꎬ
达到了培养青年领导力和促进和谐校园的效果[４１] ꎮ

当研究者在干预过程中运用参与式的方法ꎬ通常

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５１－５２] ꎮ 参与式方法强调参与

者在干预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ꎬ确保他们在互动过程

中都拥有参与和发展的机会ꎮ 此外ꎬ家庭与学校配合

开展性教育可以有效提高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

水平ꎬ优于单纯学校性教育[３６ꎬ５３] ꎮ

３　 干预内容

性教育一直强调要适应儿童青少年的年龄和身

心发展阶段ꎮ 目前国内性教育的干预内容以人体解

剖学、青春期发育和生殖健康为主ꎬ也会涉及关系、暴
力、健康与福祉技能、性与性行为ꎬ较少涉及社会性

别ꎮ 性教育干预内容在幼儿园、小学和初中 ３ 个阶段

的差异较大ꎬ然而面对高中、中专和大学生ꎬ性教育的

内容呈现单一雷同的特征ꎮ 针对幼儿和小学低年级

的干预[１２－１３] ꎬ核心内容是生命来源、性别认知、自我隐

私ꎬ近年来增加了女童保护和预防儿童性侵害的内

容[４ꎬ５４] ꎻ针对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生的性教育ꎬ核心内容

是青春期生理知识和生殖健康知识[３７－４１ꎬ５５] ꎻ针对高中

生、中专生和大学生的性教育ꎬ核心内容是预防艾滋

病和安全性行为[２１－２２ꎬ２７] ꎻ在社区开展的青年性教育ꎬ
核心内容是预防艾滋病和性病、避孕和怀孕ꎬ通常会

赠送安全套和相关宣传资料[２８ꎬ５６－５８] ꎮ 城市地区中学

开展的性教育多关注青春期健康及生殖健康知识的

内容ꎬ除了常见的宣传教育外ꎬ还采取网络干预及同

伴教育干预方式ꎮ 在农村地区中学开展的性教育关

注点较为单一ꎬ通常是在当地计划生育局的支持下开

展一次性活动ꎬ主要强调艾滋病预防的内容ꎬ干预活

动多数采取宣传教育的干预方式ꎬ包括讲座、手册、多

７４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第 ４２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１



媒体等[３０ꎬ４８ꎬ５９－６０] ꎮ 在对特殊儿童开展性教育干预活动

时ꎬ干预内容主要聚焦在于基本的生殖健康知识ꎬ旨
在提高特殊儿童对自己身体的关注度ꎬ增强自我保护

能力ꎮ 在干预场所的选择上ꎬ特殊儿童开展性教育应

考虑家校合作[２９] ꎮ 很多性教育干预只是一次性的、临
时的ꎬ而不是长期、系统、全面的干预ꎬ所以内容非常

单一ꎬ如安全套的使用[５９] 、毒品和艾滋病预防[６１] 、预
防性侵害[６２－６３] 等ꎮ 只有少数项目是真正意义上开展

全面性教育ꎬ并做到了将理解社会性别贯穿到性教育

中去[７－９ꎬ２３－２６ꎬ３１－３４ꎬ５１] ꎮ 全面性教育强调儿童青少年的

性权利ꎬ相信他们具备建立相互尊重的同伴关系和做

出安全负责任的性决策的能力ꎮ

４　 干预效果

尽管有各种局限性ꎬ但是干预项目对儿童青少年

有一定的积极影响ꎬ包括生殖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增

加[７－９ꎬ１７－１９ꎬ２５－２６ꎬ２９ꎬ３２－３５ꎬ４８ꎬ５６ꎬ６２－７０] 、 预 防 性 侵 害 知 识 增

加[２９ꎬ５４ꎬ７１] 、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知识增加[２３ꎬ３７－４１] 、自
我 保 护 意 识 增 加[８ꎬ２９ꎬ３２ꎬ４３ꎬ６５] 、 社 会 性 别 意 识 提

高[７－９ꎬ１２ꎬ２４－２６ꎬ３１－３２ꎬ５１] 、艾滋病歧视态度减少[２３ꎬ４４ꎬ７２－７３] 、安
全套等避孕措施使用增加[４２ꎬ５９ꎬ６４ꎬ７４－７５] 、高危性行为发

生率减少[１９ꎬ６０ꎬ６７ꎬ７４ꎬ７６] 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干预有助于提

升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ꎬ改变青少年的性态度

和性行为[４５ꎬ４９ꎬ５３ꎬ５６－５８ꎬ７７] ꎮ
有研究显示ꎬ在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就接受性教

育的儿童对性的态度更为积极ꎬ性知识正确率也远高

于未开展性教育学校的儿童[５ꎬ７ꎬ１２ꎬ２３－２６] ꎮ 连续接受 ６
年小学性教育的学生不仅对青春期、性与生殖健康知

识了解更多ꎬ而且有更少的性别刻板态度[２５] ꎬ更重视

公平与相互尊重[２６] ꎬ拥护性别平等[９ꎬ１２－１３ꎬ２４] ꎮ 有关性

教育课程的实证研究也表明ꎬ在学校接受性教育课程

的学生ꎬ能够不带偏见或歧视地对待周围的人ꎬ不歧

视艾滋病毒感染者[２３ꎬ７２－７３ꎬ７８] 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和减

少伤害ꎬ从而减少了与性有关的困惑ꎬ在行为和态度

上有积极变化[７－９ꎬ１３ꎬ２４－２６ꎬ３２－３３ꎬ４５ꎬ６５－６６ꎬ７９] ꎮ
儿童青少年的性别平等意识与性态度、性健康及

性行为息息相关ꎮ 干预不仅可有效提高儿童青少年

的性知识与社会性别意识ꎬ促进性别平等ꎬ还降低了

儿童青少年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性恋等群体的歧

视ꎮ 在学校开展的预防艾滋病项目增加了儿童青少

年对避孕和怀孕、艾滋病及其他性传播疾病的相关知

识ꎬ减少了艾滋病歧视态度[２３ꎬ３２ꎬ４４－４６ꎬ７７－７８ꎬ８０－８６] ꎮ 在社

区开展的预防艾滋病教育通常以宣传为主ꎬ其他方式

为辅的混合干预模式ꎬ对提升干预对象的艾滋病知识

知晓率以及增加安全套的使用有效[１５－１６ꎬ８７] ꎮ 另有研

究发现ꎬ学校的性教育课程能够帮助学生提升社会性

别意识ꎬ增强对性别暴力的理解ꎬ同时还会提高儿童

青少年应对恋爱暴力、做出负责任的性决策时的自我

效能感[７ꎬ２６ꎬ３３－３４] ꎮ

５　 结论

通过综述可以看到ꎬ全面性教育在中国还没有得

到广泛全面地开展ꎮ 从干预方式来说ꎬ在学校开展的

项目虽然以课堂为基础ꎬ但绝大部分教育是零散的、
单一主题的ꎬ而不是一个嵌入教育过程和体系中的持

续、一致且全面的内容传授[１０ꎬ５４] ꎮ 在社区开展的项目

带有针对目标群体的具体问题开展的单一干预的特

点ꎬ也许是为了弥补不够深入系统的缺陷ꎬ学校和社

区的干预都带有很强的多元方法干预的色彩ꎮ 从干

预内容角度而言ꎬ目前在中国开展的大多数性教育不

够深入和全面ꎬ尤其对照联合国的«纲要»ꎬ理解和贯

穿社会性别的性教育干预严重缺乏ꎬ一些性教育项目

在关系和价值观的层面的引导存在着一定的误差ꎬ没
有体现«纲要»和«指南»倡导的儿童青少年为主体的

人权观ꎮ
从干预效果来看ꎬ现有的性教育对改善儿童青少

年性与生殖健康、艾滋病相关知识最为有效ꎬ态度改

变也较为明显ꎬ尤其是以学校为基础的性教育对儿童

青少年的性态度及生殖健康知识提高尤为明显ꎮ 与

知识、态度的改善相比ꎬ行为改善结果不甚理想ꎬ与国

际类似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ꎮ 性教育的干预效果分

为主要效果和次要效果[８８] ꎬ主要效果包括行为、生理

和健康的改变ꎬ如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感染和非

意愿妊娠的发生率、初次性行为的年龄、安全套和其

他避孕方法的使用、禁欲和性伴侣的数量等ꎬ次要效

果包括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和态度、性风险行为和社会

性别、自尊、自我意识、社交技能及其他非生理结果ꎮ
由此可见ꎬ目前我国开展的性教育的干预效果主要还

体现在知识层面的改变上ꎬ对社会性别、自尊、自我意

识和社交技能等其他非生理结果关注还远远不够ꎮ
目前研究在主要效果的几个关键指标中ꎬ避孕措施的

使用、降低非意愿妊娠的发生等行为改善在青少年中

呈现出一定效果ꎮ
未来的性教育干预研究需要大力推广全面性教

育ꎬ尤其需要将社会性别的视角嵌入性教育的过程

中ꎬ赋权儿童青少年具备批判性思维ꎬ反思性别规范ꎬ
尊重个体权利和多元选择ꎬ进一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

和系统性ꎮ 首先ꎬ性教育干预研究应采用更严谨和高

质量的随机对照实验设计ꎬ且应遵循如下要求:(１)干

预聚焦于清晰的健康目标ꎬ如预防性传播感染、艾滋

病病毒感染和非意愿妊娠ꎻ(２)聚焦于导致这些健康

结果的具体行为ꎻ(３)关注影响性行为的风险和保护

性因素(如知识、风险认知、价值观、态度、性别规范和

自我效能)ꎻ(４)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将整个群体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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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同实验组和对照组ꎬ比较组间的干预效果[８９] ꎮ 其

次ꎬ需要重视性教育干预的长期与短期效果评估ꎬ尤
其要加强对性教育干预长期效果的纵向追踪研究ꎮ
第三ꎬ开发和引进科学的测量工具ꎬ促进研究之间的

可比性ꎮ 第四ꎬ干预评估研究不能完全依赖定量研

究ꎬ应该将质性研究的评估与定量调查相结合ꎮ 第

五ꎬ干预评估研究应该提供全面系统的对项目内容和

干预过程的介绍ꎬ帮助读者更好评估项目效果及原

因ꎮ 第六ꎬ干预评估研究也应该报告干预带来的负面

结果ꎬ如果研究者只报告积极正向结果ꎬ那么文献本

身是存在偏见的[８８] ꎮ 最后ꎬ性教育干预要进一步关注

弱势群体ꎬ包括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身心障碍儿童青

少年、性别和性倾向多元儿童青少年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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