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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应从娃娃抓起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性医学工作者马晓

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看着许多青少年
和成年人陷入性的困境，非常痛心。 接触此类
案例多了， 渐渐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病患是由
于不正确的性健康知识和观念而导致生理或
心理上的疾病， 而儿童青少年时期缺乏正确
的性教育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深切地感受到在儿童青少年中进行性教育
的迫切性， 因此呼吁学校的性教育不能再羞
羞答答，或敷衍了事。

媒体曝光的多起儿童遭性侵事件，出现
了低龄化趋势， 这充分暴露了儿童性教育的
匮乏，孩子没有学会自我保护。“防止‘性侵
害’要从娃娃抓起。 ”“孩子对自己身体的好奇
和探索从儿时就已经开始， 相应的自我保护
教育也应该跟上。 ”

马晓年说，在儿童早期，家长要教孩子
们正确认识性器官及其功能， 防止形成性压
抑心理，要培养儿童正确的性别意识。 婴幼儿
时期性启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婴幼儿形成
正确的“心理性别”和恰当的“性角色”，使孩
子的心理成长与其自身性别一致。 这一时期
所接受的性教育，将决定儿童、少年以及他们
此后一生的幸福。

虽然现在小学生理健康课中有性教育
内容，但不少学校根本没开这门课，有的老
师讲到相关内容就“羞羞答答”， 让学生自
学。 带着对中小学生的无限关爱和责任，湖
南省著名心理学专家、岳阳县第一中学心理
咨询室主任郭玉良于是组织了部分中小学
德育专干、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利用所
学专业知识，结合教育教学实践编写一本专
门教材———《中小学生防止性侵害教育读
本》。

郭玉良说， 应该给孩子提供有质量和有
针对性的、 符合相应年龄层接受程度的防侵
害教育。 0到 2岁，孩子应进行性器官的认识
教育；3到 6岁， 要进行性别角色认同教育；7
到 12岁， 进行青春前期的教育；13 到 18 岁，
进行青春期的教育；18 岁以后进行优生优育
教育，每个阶段都有规范。 而目前，系统性教
育几乎是空白。

“小学生防性侵害教育一定要把握好
‘度’。 ”郭玉良建议，不要渲染“性侵害”的可
怕和恐怖， 不要给孩子讲会引起负面影响的
细节，注重让孩子学会自我保护就可。

由郭玉良担任主编的《中小学生防止

性侵害教育读本（中学版）》，日前正式由湖
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 这本书从青春期
性知识，青春期男女生交往，防止性侵害，
性道德与性责任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
的讲解。

频出的性侵事件在媒体上曝光后， 社会
在质疑：学校的性教育为什么还不开展？ 开展
了的是否到位？ 郭玉良分析学校性教育不得
力的背后，除了观念因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没有合格的师资。

有些教师虽然知道学生非常需要性教
育，却不敢轻易涉足，因为讲授性教育课风险
大，不经过专业培训，不敢尝试。 性教育是一
种综合、全面的教育，包括自然科学、社会人
文科学等很多学科知识， 还包括性价值观的
引导等方面的技能。 至今我国只有首都师范
大学、 成都大学等极少数学校开设了系统的
性教育教师培训专业———性教育辅修专业，
其他一些大学虽开设了性教育选修课， 但对
于开展系统的未成年人性教育来说， 还是远
远不够的。

将性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
就性侵害而言，如果从小学阶段开始进

行教育，就可以做到提前预防。 湖南中小学
生防止性侵害教育读本的教材组编写成员
认为，在学校，应给予性教育应有的地位，对
于从事性教育的教师计工作量，支持其科研
成果列入评职称的系统，并支持外出参加培
训、研讨、交流活动等。 在学校的教育教学管
理中，要把性教育渗透到各科教育和教学活
动中。

每个年级每学期保证一定的专题性教育
课时。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组建
负责人刘文利分析， 性教育有效实施的保障
是必须将其纳入学校课程体系，有固定课时。
每个年级的每个学期用 6 课时进行性教育的
学习，1学年 12课时，6年共 72课时。 每个课
时 40 分钟。 也就是说，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
级，一个学生可以有 48 小时的时间专门用来
学习性教育课程。

据专家介绍， 一些学校开始了性教育
课，但性教育课堂往往采用简单说教、禁止
甚至恐吓的方式， 忽略性价值观的提升、性
观念的塑造等关键方面，教育的效果则大打
折扣。

刘文利告诉记者，在课题研究中，她们主
要采用参与式教学法， 学生们对这种教学方
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喜爱。 在课堂中，朗读

插图对话、做小调查、讨论、角色扮演等是常
用的方法。 教师经常请学生分角色朗读教材
插图中的对话，让学生进入角色，思考相应的
情境和问题。 这些活泼生动的学习方式能充
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对于进
行角色表演的学生和作为观众的学生来说都
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和互动的机会。

教师的观念在性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在
学生的性健康成长过程中起着非常大的作

用， 培训教师也是开展性教育的重要工作之
一。 郭玉良于此呼吁，相关教育部门要重视培
训专业老师， 在大量缺乏专业的性教育师资
力量的现实情况下，培训心理健康教师、生物
教师和班主任兼任性教育教师是一种趋势。
关键一点是这些教师要对性有科学的认识，
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大方、自然地讲解性教
育问题；并不断参加专业培训，丰富自己的性
教育知识和方法。

中学生性教育需颠覆一些传统的观念。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方刚教授分析
当下的中学性教育， 认为某些传统的性教育
观念急需推倒重建，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宣
扬性恐惧教育、一元化的爱情观教育、性别刻
板印象教育、异性恋霸权式的性教育。 他和他
的研究团队主张， 中学性教育最重要的是观
念的渗透， 应该尽可能全面地呈现人类性与
性别的知识与观念。

《中小学防止性侵害教育读本》编写组成
员彭三英认为中学性教育至少应该包括 2 个
方面的内容：

性之神圣美。 包括青春期的身体发育，遗
经、月经等性知识；建立对于身体的自信；如
何对待自慰、性幻想、性梦等现象；怀孕、流产
的知识；预防性病、艾滋病的知识等。

性道德和性责任。 包括识别不同形式的
性骚扰，掌握应对性骚扰与性侵害的方法，不
对他人实施性骚扰与性侵害， 受到性骚扰与
性侵害后的应急处理及心理疗救， 家庭暴力
的应对等。

对性骚扰大声说“不”
《中小学防止性侵害教育读本》（小学版）

主编、 岳麓区第一小学高级教师王大庆说，
“我们上课时，都没提‘性侵’这个词。 老师主
要从正面教他们保护自己，就像学习消防、医
疗等安全常识一样，孩子们都很喜欢。 ”

“胸部、臀部、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是隐
私部位，都不能让别人碰。 ”《中小学防止性侵
害教育读本》（中学版） 从预防性侵策略方面
作了支招。

五个“守则”预防猥亵。 任何人的任何行

为，只要让你感到痛或不舒服，就立刻反抗，
即使老师或其他有权威的人， 也要敢于说

“不”；凡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碰；
如果外出， 避开走偏僻和陌生的地方； 外出
时，应结伴而行；避免单独和异性在封闭的环
境中相处。

公共场合如何巧防色“狼”。《中小学防止
性侵害教育读本》教材编写组成员建议，尽量
往同性多的地方靠近，“抓小偷”，“色狼”肯定
会反驳自己不是小偷，此时，学生接过话可以
说：“不想偷东西，你怎么一直往我身上贴？！ ”

防止性侵害，要勇敢说“不”。 记者专门抽
出时间仔细阅读了由郭玉良等编著的《防止
性侵害教育读本》。 从中找到一些“锦囊”，学
生可以从中学习一些安全知识， 碰到突发事
件时尽可能让自己平安脱身。

例如，在防止性侵害上，书中首先要让学
生懂得什么是性侵害， 懂得哪些部位不可随
便让别人触摸， 与异性须保持一定距离。 同
时，还提供一些“秘笈”教学生如何自卫，如可
以用手指戳刺对方眼睛， 用肘部猛击对方胸
部，用膝盖顶撞对方裆部等方式。

“锦囊”里要求要让学生清楚了解以下
内容：

在校内或上学、回家路上要结伴而行，不
要到四周没人的地方去， 千万不要为了图方
便走近路。 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或他人的饮
料和食品。 任何人提出的性接触，都要断然拒
绝。 对于不当或不舒服的身体接触，要勇敢地
说“不”。

当性侵害事件发生后， 要避免对受害人
的二次伤害，并尽量减少对周围人的影响。 学
校处理时要注意以下环节：告诉受害孩子，这
不是他（她）的错。 尊重并保护受害孩子的隐
私权，做好保密工作。 了解事实真相，鼓励受
害孩子说出实话，并给予支持与安全感。 安排
受害孩子去医院检查，并接受心理辅导，保存
好受害证据。

在预防性侵害中， 光靠教育是远远不够
的。《中小学防止性侵害教育读本》编写组成
员认为，需要学校、家庭的联动，更需要从立
法层面进行规定,更好地保护青少年的权益。

防止性侵害要从娃娃抓起
“中小学生防止性侵害教育”组合报道之二

元崇新观察

保护儿童防性侵，国外是怎么做的？
美国：两岁到 3 岁的小朋友通过粘贴玩

具、拼图、人偶和画册，知道哪些是隐私部
位，这些部位只有每天照顾他们的人才能接
触。 到了 3 岁至 4 岁，幼儿园会请来医生用
人体模型讲课，让小朋友了解性别的差异和
功能。接着，老师会教孩子正确分辨“亲密行
为”和“性侵害行为”。

英国： 英国法律规定，5 岁的儿童必须
开始强制性性教育。所有公立中小学都会根
据“国家必修课程”具体规定来进行性教育。

芬兰：上世纪 70 年代，性教育进入了芬
兰中小学教学大纲，连幼儿园中也有正面的
性教育图书。芬兰的性教育书《我们的身体》
备受各国专家推崇。

■ 链接

本报在此前推出“中小学生防止性侵害教育”组合报道之一，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大家几乎表达了同一个观点：《科教新
报》对中小学生性教育的关注，体现了教育专业媒体的责任和担当。他们认为，性教育，实际是成长的教育。在儿童青少年中进行
系统的性教育，宣传防止性侵害的方法和技巧，让学生远离性侵害，健康快乐地成长应该成为学校和家庭的共识。 作为教育专业
媒体，很有必要从现状、困境及应对措施等方面推出“防止性侵害教育”专题，邀请专家、学者、防性侵教程的编写成员，从各自的
角度答疑解惑。

本报记者 杨元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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