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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堵，还是疏？

大三学生小光，受大学同学邀请一起出
去玩，在一家会所中和来自中国台湾、新加
坡的同性朋友吃饭、唱歌。在朋友的诱惑
下，小光尝试了性兴奋药物，并与朋友发生
了性关系。等到过后因发烧到医院检查时，
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在交流会上，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
办公室主任王克荣讲述了诸多自己亲身经历
的病例。“很多孩子没有自我保护意识，直到
得了艾滋病才感到‘一切都完了’。”王克荣
说，艾滋病感染的低龄化令人心忧，很重要
的原因是青少年缺乏防艾等性健康教育。

事实上，如今的孩子并不缺少性知识的
获 取 途 径 。 互 联 网 带 来 的 信 息 爆 炸 ， 让

“性”内容几乎触手可及。“父母和老师要认
识到，你不教性知识，不意味着我们的孩子
不知道、不接触、不思考。”胡珍说。

但性教育的进行，绝非“百度一下”就
能解决。

“真正的性知识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
互联网上的信息良莠难辨，充斥着大量诱惑
性、挑逗性内容。孩子很可能从中受到错误
的引导，认为这就是性，这就是成年人的世
界。”胡珍说。

遗憾的是，面对海量信息的冲击。不
少家长和老师的选择是“堵”——恐慌和
禁止，而非“疏”——交流和教育。正如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员会副主任叶小文所言，我国青少年性教
育存在两大主要矛盾：一是学生对性知识
了解程度与性教育供给不足的矛盾；二是
国家政策高度重视和家庭与学校教育缺位
之间的矛盾。

囿于文化和观念等因素，家长和老师不了
解性、羞于谈性，是我国性教育普及步履缓慢
的重要原因。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
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说，现在社会上很多人
对性健康教育有顾虑，实际上是对性教育的意
义和内涵不够了解。性教育是青少年成长过程
中不可回避的话题，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乃至
一生的健康和幸福都至关重要。

胡珍形容，自己每次给老师和家长做培
训和讲座，都像祥林嫂一样——“不断告诉
大家性是什么。它不只是性交、性行为。”

“有些家长觉得，艾滋病离我的孩子远得
很，对这些性教育听都不爱听。结果呢？孩
子就像小光一样，受到了伤害。”胡珍说，

“性教育的目的并非解决艾滋、性侵等单一问
题，而是为了让孩子有能力保护自己，在人
生的不同阶段作出负责任的选择，成为一个
全面发展的、幸福的人。”

很多性知识更丰富的“80 后”“90 后”
为人父母，为性教育的开展扫除了障碍。但
胡珍表示，面对互联网等海量信息的挑战，
很多家长和老师仍然缺乏相关的知识和技
能。“作为教育者和父母，面对互联网带来的
挑战，我们自己应该有高于孩子的性知识和
态度，并有教育方法上的积累。”

孩子太需要这些知识了

“妈妈怀孕真辛苦啊。”在课堂上，学生
们轮流在胸前挎上书包，模拟妈妈怀孕时的
样子。看到肚子里的“宝宝”让自己“卧立
难安”，几名小学二年级的男孩儿发出了这样
的感慨。

性教育课该怎么上？在交流会期间举行
的青爱工程种子师资教学成果展示会中，13
名中小学教师针对我从哪里来、预防校园欺
凌、认识艾滋病、正确处理异性交往关系等
课程举行了课堂展示和交流活动。

“ 《小霸王与受气包》《月经与卫生巾》
《青春的秘密花园》……谈及这些不同主题的
性教育课，青爱工程办公室主任、北京青爱
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张银俊别有一番感触。

“我们把性教育叫做‘幸福一生的教育’，
不同的年龄段要有不同的学习内容，如果到了
高中和大学再去补课就太晚了。比如说幼儿园
的孩子就应该知道，自己的隐私部位别人是不
能触碰的，如果这样的知识早点儿给到孩子，
本可以避免很多儿童性侵害案件。”

张银俊介绍，于2006年启动的青爱工程
（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以“青
爱小屋”作为推手，已在全国1073所学校开
展了防艾和性健康教育，累计培训师资 9000
余人次，受益学生、教师和家长达1340万余
人次，初步探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与青
少年年龄特点的学校性教育模式。

而所谓的“种子教师”，则是青爱工程从
2015 年开始的“种子师资培训计划”，针对
青爱小屋的教师，进行为期 4 年、每年两
次、每次 7 天的性健康教育专业培训，旨在
建立起全国性的性健康师资培训平台和后备
团队。

培训老师，先从“脱敏”开始。参加培
训的老师，有不少原来并非专业心理健康老
师。别说讲课，就连开口也成问题。

河南省林州市桂园学校语文教师李艳，
因为拿到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懵懵懂懂”
地被校长“拽”去了种子教师培训。

“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性教育是讲什
么的。在北京听专家讲课，我觉得每个字眼
都很敏感，心里也有点排斥。”李艳说。

可没过几天，李艳就脱敏了。“我越听越
发现，孩子太需要这些知识了，而我们之前
的教学忽视掉了这一块。”

对此，张银俊感同身受。“很多老师都是
这样的情况，都是被‘逼’上讲台的。可一
旦老师跟学生互动了、开了口，都会非常热
爱性教育，真心愿意去做这件事。”

开了口，还得开了课。针对不同孩子的

阶段特点，专家和老师设置了一系列课程。
例如小学一年级的“孵蛋宝宝”，用保护鸡蛋
的方式感受母亲怀胎的不易；二年级了解

“我从哪里来”；三四年级了解如何预防性
侵；五六年级则开始学习男女的不同性征和
艾滋病预防。

“对于这些课程，孩子们没有任何排
斥。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不像我们成人一
样头脑里有那么多画面。”李艳说，“老师
讲课也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让孩子自己
体验和感受。”

四川省都江堰市顶新新建小学教师杜丽
也认为，青少年的性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

“现在很多青少年的初次性行为提前了。
如果我们的性教育及时跟上，孩子就会知道
做这些事情会有什么后果，知道自己要承担
的道德和法律责任。”

越做心里边儿越敞亮

接受了性教育的孩子，变化显而易见。
很多孩子发现，原来性这件事，是可以和老
师沟通交流的。

“体育课遇上生理期，女孩子会明明白白
地告诉老师，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扭扭捏捏。
还有的女生主动跟老师借卫生巾，这在以前
都是没有出现过的。”李艳说。

云南省盈江县第一小学教师张改说，性
教育课的开设，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贡献
良多。

“在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刚满 18 岁甚至
未成年的孩子，互相看对了眼，寨子里放一
通炮仗，男孩就把女孩给‘拐’过来结婚
了。上了性教育课，很多女孩认识到，不能
过早地同男性有性接触。目前我们地区的怀
孕低龄化趋势已经有了好转。”张改说。

杜丽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一位女老师
有个 5 岁的儿子。以前每次都是爸爸给孩子
洗澡，有一天爸爸出差了，妈妈打算帮孩子

洗。没想到儿子抗议了：‘妈妈你给我洗澡，
不要看我的隐私部位’。”

在很多学校，性教育课都成了最受学生
欢迎的课程，性教育老师也变成了校园里的
明星。“在校园里碰到学生，很多孩子都问
我，‘李老师，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上课
呀？’当全校 3000 多名学生都能毫不费力地
认出你时，你不会感到自豪吗！”李艳说。

改变的不止孩子，还有家长。
除了面向青少年的性教育课程，青爱工

程还开设了“家长课堂”。张银俊说，每年青
爱针对家长的课程就有五六百场。“做性教
育，如果家长不认可则很难推进。所以我们
要给家长扫盲，讲清楚性教育的重要性和价
值。家长同意了，这门课才能开下去。”

“到现在，为青爱工程捐款的人中，大部
分是学生家长——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性教育
的价值和意义。”张银俊说。

李艳说，现在每个学期自己都会在每个
年级开一次家长课堂。除此之外，一些学生
课堂也面向家长开放，让家长打消疑虑。

“通过家长课堂，所有的家长都同意我们
开设性教育课。很多家长说，性教育课帮他
们说出了不好意思对孩子谈的话题。很多孩
子上完课后，还会主动同家长沟通——‘原
来我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爸爸妈妈把我
生出来真不容易’。”李艳说。

在青爱小屋的经验分享交流中，杜丽的
一席话感动了在场的老师。

“做了 10 年青爱，回过头来看一看，自
己才是最大的受益人。2008年汶川地震，我
担任班主任的班级一共有60个孩子，只剩下
了 4个。这 10年间，我学会了怎样更好地和
父母、丈夫、孩子相处，学会了怎样去爱他
们。”杜丽说，“做性教育，越做心里边儿越
敞亮。”

“这些默默无闻的一线老师，因为性教育
课成为了全校最受欢迎的老师、成了全地区
最美的老师，让他们得到了人生出彩的机
会。让学生、家长、老师从中受益，正是这

样的动力，驱使着我坚持把青爱工程做下
去。”张银俊说。

用心耕耘这些种子

在谈及自己的教学经历时，很多老师都
提到了来自学校的支持——在林州，当地政
府投入 1500 万元为青爱工程提供资金保障；
在盈江，青爱小屋的种子老师遍布全县，很
多缅甸同行也前来交流经验；在都江堰，校
长的支持让杜丽从语文教师转岗成为专职的
心理健康老师……

但并不是每个老师都有这样的幸运。张
银俊说，很多青爱小屋的老师得不到学校的
认可，上课不算课时费、没有奖金。“陕西宝
鸡的一位老师，上了几百堂性教育课，跟校
领导磨了半天，最后折算成两节课的课时。
但就是两节课，也让他很高兴，至少自己的
工作被认可了。”

性 教 育 课 程 、 性 教 育 老 师 得 不 到 认
可，是张银俊最难过的。“青爱工程刚启动
时，我们带着资金和专家到学校，一所一
所地谈，平均 100 所学校里有一两所愿意接
纳就不错了。”

很多专家和老师表示，对于性健康教
育，无论是教育部门还是卫生部门都已有相
关规定，将防艾等性健康教育纳入教育规划
之中，对于课程的开设也有明确要求。但由
于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监督规范，导致课
程的落实情况难以令人满意。

“我在各所学校介绍经验时，很多学校负
责人和老师都来加我微信，希望我把性教育
课程带过去。既然大家有这样的需求，性教
育就不该成为某些学校的‘特色’，而是应当
成为一门真正的课程。”李艳说。

国家很支持、学生有需求、教师有热
情。尽管如此，青爱小屋在各地的建设，仍
常常要面对前功尽弃的风险。

“明明知道这个人快渴死了，需要喝水，
我想给他送一杯水，但是却给不到。”张银俊
打比方说，很多血淋淋的案例让她感受到，
尽早接受性教育，就可能避免艾滋病和性侵
害等伤害。

为此，张银俊逐步改变了青爱小屋的进
入“策略”——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同学校
进行合作。目前，青爱工程涵盖了艾滋病防
治、性健康、心理健康、公益慈善、传统文
化等五方面的教育内容，学校可以从中选择
一项或几项建立平台，随后再逐步引入其他
方面的教育。

例如在林州，青爱小屋最初是以公益慈
善教育的角度来推进的；而在都江堰，则是
借助灾后心理援助和疏导，逐渐为性教育的
普及打开了心理的窗户。除此之外，青爱工
程还将在今年年底推出视频课程，以期解决
师资短缺和培养成本过高等问题。

很多专家和老师也期待着，希望将性教
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并加强师范院校在这
方面的师资培养。

“现在我们通过青爱工程培养的性教育
老师都是在职教师。如果能够在师范院校
加入通识课或辅修专业，那么未来老师的
工 作 会 顺 畅 不 少 ， 孩 子 也 能 从 中 受 益 很
多。”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性教育研究中
心主任张玫玫说。

“社会组织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将性教
育纳入义务教育、变成一种国家行为，才能
长期、持续地开展下去。我希望有一天，性
教育能够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并在全部学校
中开展。”张银俊说。

“10 年前，我们这些性教育老师是种
子。其实，我们的孩子、家人，我们的家
庭、千万个家庭都是种子。只要我们用心
去耕耘这些种子，总有一天会开花。” 杜
丽说。

幸福一生的教育
本报记者 刘 峣

幸福一生的教育
本报记者 刘 峣

“关于性，孩子们知道什么，想了解点什么？”
不久前，成都大学教授胡珍举行了一场以“谈性说爱”为主题的讲座。地点在当

地一所重点中学，听众都是高二年级的学生。
孩子们兴致很高，胡珍让大家用纸条写下自己想听的内容。打开一看，胡珍有点

意外。
“我统计了一下，70%学生都在问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的

统称）、‘嗑炮’和‘文爱’（通过语音或文字聊天来满足自身性需求）、‘耽美文
学’……这些内容无一例外都是从互联网上看来的。”胡珍说。

在近日于河南省林州市举行的全国学校防艾和性健康教育交流会上，胡珍以此为
例，向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抛出了问题——“我们知道青少年在关心什么吗？我们怎
样从青少年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需求？”

性骚扰、性侵害、艾滋病低龄化……近年来，多起恶性事件的发生让性教育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尽管如此，什么是“性”、如何开口谈“性”等话题依旧是社会
的敏感点。性教育的开展与普及，也常常成为围绕在政府、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
间的一场“无声博弈”。

面对阻力与不解，仍有人负重前行。交流会期间，来自性教育领域的专家与教
师，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与困惑。

图① 青爱工程的种子教师为学生讲授艾滋病防控知识。 申 堃摄
图③ 学生在性教育课堂上体验怀孕状态。 申 堃摄
图① 青爱工程的种子教师为学生讲授艾滋病防控知识。 申 堃摄
图③ 学生在性教育课堂上体验怀孕状态。 申 堃摄

图② 位于河南省林州一中的青爱小屋。 本报记者 刘 峣摄
图④ 孩子们在认真听讲。 申 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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