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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性教育课程在当代中小学生中普遍缺失,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临沂市某小学开展赋能型性教育主题课程并进行测验和访谈。参与
学生情况为授课班内男生28名,女生24名,非授课班内男生22名,女生27名,共计101名。数据和访谈结果表明赋能型性教育能够使学生更好地接纳
自己和他人的性别,对于保护自身性安全、提高性别意识和优化学生人际关系具有较好作用。
[关键词] 性教育；小学教育；赋能型
前言

生理健康教育、性安全教育、青春期教育、社会性别和性别平等教育、

赋权型性教育是我国学者方刚针对世界流行的三种性教育(禁欲、全

艾滋和网络安全教育五个单元,题目形式上包含判断题、连线题以及李

面、综合)而创新提出的赋予受教育者选择和承担后果的能力的性教育理

克特式量表,共25个条目,满分为30分,测试时间为30分钟,分数不作为

论。但是其理论适用对象定位为高校学生以及成年人。赋能型性教育是通

评价学生的依据,仅用于对被试性教育知识了解程度进行前测和后测。

过赋予小学生对于自身生理特点和性知识的知情权,通过知识能量唤起内

对问卷李克特式量表部分进行检验得出科隆巴赫系数为0.73,可以应用

在的对于个体生命的敬畏和保护欲,从而实现了解自身生理结构,探索社

于相关研究。

会性别知识和保护自身性安全的目的。

质化方面,通过与学生一对一交流,询问其对于性教育课程的看法和

小学生相比青春期的学生,认知水平还比较低,但已经有部分同

理解,口头提出场景化问题或者进行课程内容询问,综合评定学生性教育

学开始生理发育,对于一些性以及生理健康问题并不具有独立的感知

知识水平并了解教学中的不足。访谈法穿插于整个教学过程,既可以收集

和判断能力。因此并不能通过赋予自由选择和支配的权利来完成性教

学生反馈,又可以优化课程体系。笔者也对部分学生家长、教师和性教育

育。本文拟采用混合研究的方式,从质化、量化两个角度对小学生赋

工作者进行了访谈或电话访谈,了解学生在生活场景中对性知识的掌握情

能型性教育的课程进行设计并对授课效果进行评定。在对课程进行全

况,并对部分案例进行梳理和分析。访谈内容不进行录音,访谈结束后即刻

面反思总结的基础上,整理出具有临沂乡镇本土化倾向的性教育课程

整理。

实施策略。

2 结果及分析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数据结果及分析

1.1研究对象

2.1.1数据收集

选取临沂市某乡镇小学两个行政班级全体学生,授课班内男生28名,

通过使用自编测验题对授课班实施测验并获取分数后,在授课班开

女生24名,非授课班内男生22名,女生27名,共计101名。男女比例适中,在

展为期3个月,共计10课时的性教育课程培训,课程具体分配为：生命的

开展研究后人员变动较少,同质性较好；被试身心健康水平良好,适合参与

起源、男性生理结构、女性生理结构、保护自己、社会性别是什么、男

课程实验。

生的青春期、女生的青春期、认识艾滋病、多元性别与网络安全。课程

1.2研究方法

结束后对授课、非授课班全体被试进行第二次测验并收集分数,并且进

1.2.1教学内容和方法

行对比分析研究。授课班内收集测验52份,其中男生28名,女生24名,非

根据《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小学4-6年级的教育内容重

授课班收集问卷49份,其中男生22名,女生27名,问卷共计101份,有效率

点应包含：了解应对敲诈、恐吓、性侵害的一般方法,提高自我保护能

100%。

力；初步了解青春期发育基础知识,形成明确的性别意识和自我保护意

2.1.2学生得分基本情况

识；初步认识网络资源的积极意义和了解网络不良信息的危害。以《国

以学生性别和班级为自变量,以性教育测验总分和各因子得分为

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修订版为指导,参考北京师范大学《珍爱生命

因变量,分别进行2(授课班、非授课班)×2(男、女)的多元方差分析。

——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以及保护豆豆出品的性教育课程资源,结

结果如表1所示,授课班与非授课班学生性教育测验总分和各维度之间

合临沂当地乡镇特点,根据前期问卷调研结果,有针对性地开发了一套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F=49.15,p<0.01), 但 是 在 性 别 维 度 不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适合10-12岁儿童的性教育课程,包含生理健康教育、性安全教育、青春

(F=0.45,p>0.5)。

期预教育、社会性别和性别平等教育、艾滋和网络安全教育五部分,共

2.1.3学生各维度得分相关分析

计10课时。

对授课班和非授课班学生测验总分以及各维度得分进行皮尔逊积差

课程以学生自我讨论和探索为主,教师引导和讲授为辅,保证学生在

相关分析(见表2)发现：①授课班学生各维度得分与测验总分之间均呈显

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同时在课程中加入国内外优秀性教育绘本,例如《小

著正相关,各维度得分均可显著预测测验总分(p＜0.05)；②非授课班学生

威向前冲》、
《奥利弗是个娘娘腔》等以辅助理解。

各维度得分与测验总分之间仅有艾滋和网络安全教育维度部分数据显著

1.2.2研究方法

(p＜0.05),其余均不显著。推测可能是由于无论授课班还是非授课班学生

量化方面,在课程基础上设计了相关的性教育测验1套,内容上分为

平时接触网络或者接受一定的网络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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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授课班与非授课班学生测验总分及各维度得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授课班

非授课班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性教育测验总分

0.76(0.17)

0.75(0.17)

0.75(0.17)

0.56(0.11)

0.53(0.12)

0.54(0.12)

生理健康教育

0.83(0.18)

0.84(0.19)

0.83(0.18)

0.68(0.17)

0.71(0.23)

0.69(0.20)

性安全教育

0.69(0.26)

0.73(0.19)

0.71(0.23)

0.49(0.22)

0.46(0.25)

0.48(0.24)

青春期预教育

0.70(0.30)

0.70(0.25)

0.70(0.27)

0.51(0.28)

0.43(0.20)

0.47(0.24)

社会性别和性别平等教育

0.74(0.24)

0.70(0.25)

0.72(0.25)

0.52(0.26)

0.41(0.25)

0.46(0.26)

艾滋和网络安全教育

0.74(0.25)

0.70(0.25)

0.72(0.25)

0.50(0.24)

0.47(0.21)

0.48(0.22)

注：该表分数为各条目平均得分。
表2

授课班与非授课班学生测验总分及各维度得分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1 性教育测验总分

—

0.47**

0.40**

0.57**

0.52**

0.83**

2 生理健康教育

0.18

—

0.40**

0.34*

0.43**

0.68 **

3 性安全教育

0.14

0.07

—

**

0.37

0.36

**

0.68

**

**

0.74

**

4 青春期预教育

0.21

0.08

-0.02

—

0.46

5 社会性别和性别平等教育

-0.10

-0.09

-0.10

0.07

—

0.74

6 艾滋和网络安全教育

0.73**

0.48**

0.41 **

0.54 **

0.23

—

**

注：对角线上方为授课班,对角线下方为非授课班。
2.2访谈整理及分析

2.2.3通过赋能脱敏创新学生粗俗语引导

2.2.1家长的性教育选择分化：安全还是全面？

脏话是在日常生活中粗俗、不文雅地表达一些情感的语言现象,也称

在对被试进行性教育课程之前,首先面向学生家长进行了电话访谈和

粗俗语。粗俗语现象较为普遍,大多数粗俗语来自于学生对父母和周围人

网络问卷的发放,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同意开展性教育,但是在性教育类型

群言行的无意模仿,且不能理解其深层含义,只能用于基本情绪表达,例如

的选择上则是安全型性教育与全面型性教育各占一半。访谈引用部分以斜

兴奋或愤怒。在增加与性相关的粗俗语内涵讲授并进行话术引导后,学生

体呈现,以下不再标注。

讲脏话现象明显减少且能够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例如：学生c：
“咱班这

家长a：
“学校开这个(性教育课程)还挺好的,在家里也不好讲嘛。
”家
长c：
“就安全型的就可以了,知道太多也不好……”家长d：
“上这个不会

个(讲脏话现象)比以前好多了,xx都不骂人了……”学生f：“还有几个屡
教不改的就是故意的了……但是也知道这些不好了……”

3 结论

早熟嘛？了解下就行……”
部分家长认为小学阶段的学生不需要过于深入的性教育知识,而应在
青春期开展。也有一些家长认为学生应该接触到更全面的性教育,但应注
意把握尺度。

3.1课程有效
这一套针对当地的本土化赋能型性教育课程是可行且有效的。数据表
明授课班与非授课班学生性教育测验总分和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根

2.2.2合理赋能,优化学生固有性观念

据各因子得分可知,该课程能够使学生基本了解性教育知识,在提升自身

在进行性教育课程之前,先对部分学生进行了访谈,访谈内容涉及生

生理健康知识水平、安全意识,改善性别刻板印象,了解艾滋病和如何安全

活中与性有关的话题,包含媒体中的性、男女生人际交往、性安全等。很
多学生不能理解电视媒体中播放的性的含义。例如：学生a：
“……老师你
要讲这个吗？太色情了吧……色情就是男女裸体的那种……”
在性教育课程完成以后,又对部分学生进行了访谈。很多学生已经能
正确看待亲密关系的行为。学生a：
“知道了这是在做什么,就觉得很正常。”
学生c：
“知道了男生也可以害羞,也可以哭,不用装了……”

使用网络,甄别网络不良信息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
3.2认可度高
通过访谈和电话访谈得知大多数家长、学生、教师对于性教育课程表
示欢迎,并且希望在学生之间进行推广。并且通过与临沂大学某社团负责
人洽谈,决定为临沂当地小学长期设计该类性教育课程。
3.3效果多元

同时也有同学反馈课程在优化班级学生人际关系。减少性别刻板印象

通过讲授相关知识,告知学生适当的敏感词汇的含义,令其了解知识

方面具有一定效果。学生e：“现在我们班男生都知道让着女生了,也不揉

所在的社会背景和情境,赋予其自我判断、自我选择的权利,产生自我支配

(肢体冲突)了……”学生b：“女生好多了,原来总说‘你一男生还这

感,从而起到保护自身性安全、提高性别意识和优化人际关系的作用。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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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教师情绪的隐形传达,学生领悟的无意模仿

4.4粗俗语——小学生不能理解的情绪宣泄

课题组在性教育课之前进行了反复练习,发现在公开场合,即使是用

在面对学生讲脏话等不文明行为时,不能一味惩罚打压,而应捋清行

科学的口吻谈论性依然羞于启齿。因此在进行性教育课程之前最好进行自

为背后的线索。事实证明通过讲授粗俗语内涵并且教授学生文明话术,合

身的性脱敏,尤其是对于性生理的敏感词汇和画面。授课教师可以在课前

理表达自身情绪,可以有效降低学生讲粗俗语的频率。

与学生一起开展性脱敏游戏,达到师生共同脱敏的目的。如果教师在授课

总而言之,赋能型性教育课程对于适龄儿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

过程中表现出对性话题的回避或负面情绪,会在无形当中传递给学生,反

于临近乡镇小学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且具有较高的可行性,适合作为校本课

而会起到负面效果。

程或地方课程进行推广。

4.2领悟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乃至延伸多元性别
从生理健康知识入手,讲解男性女性生理结构的差异和联系,以生活
场景化的问题切入,例如如厕、服饰等讲解生理性别。以社会要求和性别
刻板印象入手讲解社会性别。有学者认为性教育课程应针对男生女生分别
进行,也有观点认为性教育是覆盖两性的全面课程,无需单独授课。作为一
个广义的人类,也有必要了解两性的生理结构,无论是作为文化知识还是
出于对人类物种本身的了解。同时也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增加“接纳教育”,
接纳不同性别以及异性化的行为特征,普及多元性别和多元性倾向的知识,
但不宜讲授过深。
在进行赋能型性教育的过程中,要严格说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界
限和联系并且对知识进行场景化、具象化。通过鼓励学生对生活场景中遇
到的问题进行头脑风暴,拓展更多具有代表性的场景问题并解决,作为课
程内容的补充和延伸。
4.3赋能不是性开放,自由应以自知和自律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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