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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农村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知识的需求情况及影响因素ꎬ为今后农村家庭幼儿性教育的开展提供依

据与建议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３—５ 月在泸州市和绵阳市抽取 １６ 所农村幼儿园的 １ ０１５ 名家

长作为研究对象ꎮ 采用自填式或面对面的问卷调查方法ꎬ对其进行幼儿性教育知识需求情况调查ꎮ 结果　 ８１.７％(８２９ 名)
的家长表示想要了解幼儿性教育相关知识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家长年龄越高(ＯＲ ＝ ０.７３ꎬ９５％ＣＩ ＝ ０.６１ ~
０.８８)对幼儿性教育知识的需求率越低ꎻ母亲文化程度为初中(ＯＲ ＝ ２.４５ꎬ９５％ＣＩ ＝ １.３６ ~ ４.４１)、孩子接受过其他人性教育

(ＯＲ＝ ２.８５ꎬ９５％ＣＩ＝ １.８４~ ４.４２)、认为有必要开展幼儿性教育(ＯＲ＝ ４.９７ꎬ９５％ＣＩ＝ ３.１６~ ７.８３)、认为性教育应该由家长负责

的家长(ＯＲ＝ ２.１１ꎬ９５％ＣＩ＝ １.３０~ ３.４３)对幼儿性教育知识需求更高(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四川农村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知

识需求普遍较高ꎬ应加大对农村地区幼儿家长的性教育知识宣传和培训ꎬ注重家园结合ꎬ共同促进幼儿性教育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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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四川省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项目( ＳＸＪＹＡ１８０１)ꎻ
四川省农村幼儿教育研究中心项目( ＮＹＪ２０１８０６０２)ꎻ国
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２０１９１０６３２０３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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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性教育属于幼儿健康教育的一种ꎬ对幼儿今

后的身心发展、人格健全以及价值观的形成起着重要

的作用ꎬ在保护幼儿免遭性侵害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

色[１] ꎮ 近年来儿童性侵害案件频繁发生[２－４] ꎮ 有学者

认为ꎬ婴幼儿期(特别是 ５ 岁前)是性意识形成的关键

期[５] ꎬ该时期的幼儿开始对性产生好奇ꎬ如果性相关

问题不能得到科学地解答ꎬ将会导致幼儿性生理和性

心理的畸形发展[６] ꎮ 家庭是开展幼儿性教育的重要

环境ꎬ但现阶段大部分中国家长尤其是农村家长ꎬ对
性的态度比较保守[７－８] ꎬ对性知识了解不足ꎬ他们更多

把性教育当成两性教育或青春期性教育[９－１０] ꎮ 有的

家长认为对幼儿开展性教育会提早性行为[１１] ꎬ更有家

长认为性教育仅仅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ꎮ 为了解农

村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知识的需求情况以及探究其影

响因素ꎬ本研究对农村地区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ꎬ为
今后农村地区幼儿性教育的开展提供建议及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３—５

２２３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第 ４１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９



月根据地区经济情况较好和较差ꎬ在四川省抽取 ２ 个

市(绵阳市、泸州市)ꎬ再根据实际情况在泸州市抽取 ３
个区 / 县(龙马潭区、江阳区、纳溪区)ꎬ在绵阳市抽取 １
个区 / 县ꎬ最后在每个区 / 县中随机抽取 ２ 个乡镇ꎬ在每

个乡镇分别随机抽取 １ 所私立和公立幼儿园ꎬ共计 １６
所幼儿园ꎮ 农村幼儿园 ３ ~ ６ 岁儿童家长为研究对象ꎮ
共收集问卷 １ １０４ 份ꎬ有效问卷 １ ０１５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１.９％ꎮ 其中男性家长 １６６ 名ꎬ 女性家长 ８４９ 名ꎻ
≤３５ꎬ３６ ~ ４５ꎬ４６ ~ ５５ꎬ≥５６ 岁年龄段的家长分别为

５５３ꎬ１７１ꎬ１４６ꎬ１０２ 名ꎬ缺失 ４３ 名ꎻ母亲 ６５１ 名ꎬ祖父母

２４１ 名ꎬ父亲 １０３ 名ꎮ 孩子就读年级小班及以下、中
班、大班、大班以上分别为 ２６８ꎬ２６７ꎬ３４６ꎬ１３４ 名ꎻ男童

５２６ 名ꎬ女童 ４８９ 名ꎮ 研究得到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ＫＹ２０１９１２３)ꎮ
１.２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农村幼儿性教育现状及

对策研究(家长)»问卷ꎬ经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对同

意参加调查的家长进行面对面或自填式问卷调查ꎮ
问卷内容包括家长一般情况ꎬ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的认

知、需求、态度、开展情况以及对幼儿性教育知识需求

的相关情况ꎮ 问卷填完后立即回收ꎬ由调查组长现场

审核ꎬ对有问题问卷进行更正和补漏ꎮ 问卷中幼儿性

教育知识共有 ５ 道题目ꎬ均为多选题ꎬ选对 １ 个选项得

１ 分ꎬ选错 １ 个得 ０ 分ꎻ如果选了“不知道”ꎬ则整道题

得 ０ 分ꎮ 每个选项得分相加为总分ꎬ满分 ２４ 分ꎬ得分

>１５ 分为及格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利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建立数据库ꎬ
数据采用双人双录入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 ０ 进行统计分

析ꎬ定量资料采用 Ｍ(Ｐ２５ꎬＰ７５ )描述ꎬ定性资料采用率

和构成比描述ꎬ采用 χ２ 检验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进行

影响因素分析ꎬ有序多分类变量根据似然比结果判断

纳入方式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的知识态度行为　 １ ０１５ 名家

长中ꎬ幼儿性教育知识得分及格的有 ６５９ 名(６４.９％)ꎻ
从对开展幼儿性教育的态度来看ꎬ８７２ 名(８５.９％) 认

为有必要开展ꎬ１０１ 名(１０. ０％) 认为没有必要ꎬ４２ 名

(４.１％)认为无所谓ꎻ有 ８６３ 名(８６.４％)认为幼儿性教

育应该由父母负责ꎬ１３６ 名(１３.４％) 认为应该由父母

外的其他人负责ꎻ从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的开展情况来

看ꎬ有 ４５４ 名(４４.７％)表示开展过幼儿性教育ꎬ３０６ 名

(３０.１％)表示家人曾经对孩子开展过幼儿性教育ꎬ２７５
名(２７.１％)表示幼儿园曾对孩子开展过幼儿性教育ꎮ
２.２　 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知识的需求 　 １ ０１５ 名家长

中ꎬ有 ８２９ 名家长(８１.７％)表示想要了解幼儿性教育

相关知识ꎻ在“希望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幼儿性教育知

识”题中ꎬ回答的家长共 ８２５ 名ꎬ选择幼儿园教师讲解

的比例最高(７９.５％ꎬ６５６ 名)ꎬ其次是专家培训或讲座

(６１.６％ꎬ５０８ 名)ꎬ性教育书籍(４３.３％ꎬ３５８ 名)ꎬ自己

的父母 ( ４１. ０％ꎬ ３３８ 名)ꎬ 互联网搜索 ( ２６. ５％ꎬ ２１９
名)ꎬ选择朋友及配偶、报刊杂志、影视作品以及其他

的比例比较少ꎬ分别为 １１.６％(９６ 名)ꎬ１１.３％(９３ 名)ꎬ
１１.０％(９１ 名)ꎬ１.５％(１２ 名)ꎮ
２.３　 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知识需求影响因素的单因素

分析　 见表 １ꎮ

表 １　 农村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知识需求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组别 人数 需求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幼儿园性质 公立 ５１４ ４３９(８５.４) ９.７０ <０.０１

私立 ５０１ ３９０(７７.８)
是否分厕 是 ６９７ ５８４(８３.８) ６.６４ <０.０１

否 ３１８ ２４５(７７.０)
孩子就读年级 小班及以下 ２６８ ２１８(８１.３) １０.３５ ０.０２

中班 ２６７ ２２０(８２.４)
大班 ３４６ ２９４(８５.０)
大大班 / 学前班 １３４ ９７(７２.４)

家长性别 男 １６６ １３４(８０.７) ０.１２ ０.７３
女 ８４９ ６９５(８１.９)

家长年龄 / 岁 ≤３５ ５５３ ４８２(８７.２) ５１.０２ <０.０１
３６~ ４５ １７１ １４７(８６.０)
４６~ ５５ １４６ １０２(６９.９)
≥５６ １０２ ６２(６０.８)

与子女关系 父亲 １０３ ８１(７８.６) ４５.４０ <０.０１
母亲 ６５１ ５６９(８７.４)
祖父母 ２４１ １６４(６８.０)
其他 ２０ １５(７５.０)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１２ ８８(７８.６) ２.７２ ０.４４
初中 ５１７ ４２７(８２.６)
高中 / 中专 ２６４ ２２１(８３.７)
大专 / 本科及以上 １０４ ８１(７７.９)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１５ ８７(７５.７) １０.５７ ０.０１
初中 ４８０ ４１４(８６.３)
高中 / 中专 ３０２ ２４０(７９.５)
大专 / 本科及以上 ９７ ７８(８０.４)

父亲职业 工农业 ７２７ ５９９(８２.４) １.５５ ０.６７
个体户 / 商人 １５２ １２１(７９.６)
其他 １００ ８１(８１.０)
无业 ２８ ２１(７５.０)

母亲职业 工农业 ４９１ ３９２(７９.８) １１.２９ ０.０１
个体户 / 商人 １１０ ８５(７７.３)
其他 １１１ ８７(７８.４)
无业 ２８６ ２５２(８８.１)

孩子主要照顾者 父母 ７３０ ６２２(８５.２) ２２.０３ <０.０１
非父母 ２７５ １９９(７２.４)

孩子是否问过性相关 问过 ４９６ ４２２(８５.１) ７.５２ <０.０１
　 问题 没问过 ５１９ ４０７(７８.４)
孩子是否有性相关行为 有 ２６１ ２２５(８６.２) ４.８２ ０.０３

没有 ７５４ ６０４(８０.１)
其他人是否对孩子进行 是 ４１３ ３６８(８９.１) ２８.０８ <０.０１
　 过性教育 否 ５６５ ４２８(７５.８)
是否有必要开展幼儿 是 ８７２ ７６１(８７.３) １２９.４９ <０.０１
　 性教育 否 / 无所谓 １４３ ６８(４７.６)
性教育应由谁负责 家长 ８６３ ７２８(８４.４) ３２.５０ <０.０１

非家长 １３６ ８７(６４.０)

　 注:部分数据有缺失值ꎻ()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结果显示ꎬ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知识需求情况与幼

儿园性质、幼儿园是否分厕、孩子就读年级、家长年

龄、与孩子的关系、母亲文化程度、母亲职业、孩子的

主要照顾者、孩子是否问过性相关问题、孩子是否有

性相关行为、其他人是否对孩子进行过性教育、家长

对性教育开展的态度、家长对性教育应由谁负责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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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关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４　 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知识需求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农村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知识的

需求情况(有需求＝ １ꎬ无需求＝ ０)为因变量ꎬ将单因素

分析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程ꎮ 根据似然比结果ꎬ有序多

分类变量中的孩子就读年级、母亲文化程度以哑变量

的形式纳入分析ꎬ家长年龄以分组线性的形式纳入分

析ꎮ 结果显示ꎬ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知识需求情况与家

长年龄、母亲文化程度、其他人是否对孩子进行过性

教育、家长认为性教育是否有必要、家长认为性教育

应该由谁负责有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农村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知识需求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０１５)

自变量与常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家长年龄 －０.３１ ０.０９ １１.４２ <０.０１ ０.７３(０.６１~ ０.８８)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１.６７ ０.０１ １.００

初中 ０.９０ ０.３０ ８.９３ <０.０１ ２.４５(１.３６~ ４.４１)
高中 / 中专 ０.２９ ０.３１ ０.９３ ０.３４ １.３４(０.７４~ ２.４４)
大专 / 本科及以上 ０.４７ ０.３９ １.４６ ０.２３ １.６０(０.７５~ ３.４０)

其他人是否对孩子进行过性教育 否 １.００
是 １.０５ ０.２２ ２１.９４ <０.０１ ２.８５(１.８４~ ４.４２)

是否有必要开展性教育 否 / 无所谓 １.００
是 １.６０ ０.２３ ４８.０８ <０.０１ ４.９７(３.１６~ ７.８３)

性教育应由谁负责 非家长 １.００
家长 ０.７５ ０.２５ ９.０６ <０.０１ ２.１１(１.３０~ ３.４３)

常量 －０.６５ ０.４６ ２.００ ０.１６ ０.５２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知识需求情

况总体较好ꎮ 有 ８２９ 名家长表示对幼儿性教育相关知

识有需求ꎬ与吴建忠[１２] 的研究结果接近ꎬ比石佳文

等[１３－１４]要高ꎮ 提示大部分农村家长意识到了性教育

开展的必要性ꎬ希望能够学习到系统、全面的性教育

知识ꎮ 虽然此次调查的结果中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的

需求率(８１.７％)维持在较高的水平ꎬ但结合家长对幼

儿性教育的知晓率(６４.９％)与开展率(４４.７％)来看ꎬ
农村幼儿性教育的开展情况依旧不容乐观ꎮ

在“希望通过什么途径学习到性教育知识”一题

中ꎬ绝大多数家长选择了幼儿园教师讲解(７９.５％)以

及专家培训和讲座(６１.６％)ꎬ表明农村家长更希望通

过幼儿园老师或者更加权威的专家讲解幼儿性教育

知识ꎬ因此ꎬ要多鼓励幼儿园的老师对家长开展幼儿

性教育课程ꎮ 老师和家长都是孩子成长路上缺一不

可的引路人ꎬ幼儿园必须与家庭联合开展幼儿性教

育[１５] ꎮ 可以专门针对家长的实际需求安排讲座内容ꎬ
着重给家长讲述性教育的常见误区以及强调幼儿性

教育的重要性ꎬ以案例讨论的方式给家长进行实际性

问题的解决应对方法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家长的年龄

是影响农村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知识需求的一个重要

因素ꎮ 年龄越大的家长ꎬ对性教育知识的需求越低ꎬ
表明年轻家长依然是希望接受性教育知识的主力军ꎮ
４６ ~ ５５、≥６５ 岁年龄段的家长基本是孩子祖父母ꎬ对
幼儿性教育的需求率均不足 ７０％ꎮ 原因可能是这部

分家长文化水平比较低ꎬ思想没有年轻家长开放ꎻ也
有可能是因为祖父母认为幼儿性教育是孩子父母的

责任ꎬ由于年龄的原因ꎬ他们没有太多精力去学习新

的知识ꎮ 提示在今后幼儿性教育活动开展的时候ꎬ要
更多的号召年轻家长参与ꎮ 母亲文化程度也是影响

需求率的因素ꎮ 调查显示ꎬ家长中母亲文化程度为初

中的占比最多(４８.３％)ꎬ 对性教育知识的需求也最大

(８６.３％)ꎬ提示文化程度较低的家长更需要系统科学

的引导ꎮ 幼儿园、其他家人对孩子进行过幼儿性教育

的家长ꎬ对幼儿性教育知识的需求率更高ꎮ 可能是因

为孩子接受过来自其他人的幼儿性教育ꎬ家长在与孩

子交流的过程中对性教育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ꎬ对知

识的需求也会更大ꎮ 认为开展幼儿性教育有必要的

家长ꎬ对幼儿性教育知识的需求率越大ꎬ说明认可性

教育开展的家长希望能够获得具体的知识ꎬ也体现了

他们对幼儿性教育开展的迫切心理ꎮ 认为性教育应

该由家长负责的家长ꎬ更希望学习到幼儿性教育知

识ꎬ表明家长意识到自己有对孩子性教育的责任ꎬ对
性教育知识会有更高的要求ꎮ

综上所述ꎬ四川农村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知识需求

普遍较高ꎬ政府、教育部门以及社会工作者应该加大

对农村地区幼儿家长的性教育知识宣传和培训ꎬ满足

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知识的需求ꎮ 可以专门在农村地

区开设针对家长的幼儿性教育培训基地ꎬ主要给家长

传授性教育知识以及教会他们开展性教育的技能ꎬ定
期开展性教育相关的亲子活动以巩固知识ꎮ 政府可

以联动性教育专家ꎬ为农村地区购买专门的幼儿性教

育相关书籍或开设相关网站ꎬ以供家长查阅ꎮ 最重要

的是ꎬ要加强幼儿园和家庭之间的合作与交流ꎬ对幼

儿园教师开展规范化的幼儿性教育知识培训ꎬ鼓励他

们对家长讲解性知识ꎮ 为促进家园交流ꎬ可以定期召

开家长会ꎬ让教师与家长就孩子性教育展开开放性ꎮ
(下转第 １３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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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幼儿园还可以将幼儿性教育知识写入家长手册

中发放给家长ꎬ达到潜移默化的目的ꎮ 先让一部分人

行动起来ꎬ再带动更多的人ꎬ就会有更多的幼儿和家

庭可以从中获益ꎬ农村地区幼儿性教育的发展前景也

会越来越明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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