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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有 14 亿人口，是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民的性与

生殖健康、权利和选择对中国的社

会和经济发展有着很大影响。人们

对性、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知情了解

得越多，越有能力享受健康和满足

的生活，中国社会也会更加繁荣。

然而，来自联合国人口基金和

其他机构的研究表明，中国年轻人

非常缺乏有关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

的信息。这导致包括较高比例的意

外怀孕、人工流产、艾滋病病毒和

性传播感染，以及情感和社会问题、

性别不平等。

在联合国人口基金全球创新基

金和丹麦政府的资助下，联合国人

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与玛丽斯特普国

际组织中国代表处共同设计和实施

了一个全面性教育的试点项目。该

项目提供了一个通过直播方式为边

远地区青少年提供性教育的创新性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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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仁娜

项目的核心创新为直播。学

校——尤其是乡村学校——缺乏教

授性教育所需的专业知识和资源。

通过使用直播技术，课程可以共享

优质的性教育内容和师资力量，并

让当地学校的教职工参与项目，并

提供相关支持。在试点项目期间，

该直播课程在青海、四川和云南的

5所中学得到开展。



项目在各个层面展示了全面性

教育的价值：

全面性教育对个人和家庭都有

好处。这种教育带来的是更幸福的

家庭生活、更高质量的生活、更

多对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知识的了

解、更少的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

以及更低的艾滋病病毒和性传播疾

病感染。性教育给年轻人的生活指

明积极方向。

全面性教育对国家有好处。个

人和家庭获得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

有助于降低医疗保健服务的成本，

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整个社会

的性别平等。这对今天和明天的中

国都有益处。

全面性教育有利于践行中国的

发展承诺。性教育有助于中国实现

两个全球议程——“2030 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和《国际人口与发展

大会行动纲领》。这两个议程是全

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它们都

明确性与生殖健康服务、信息和教

育应该是所有人，包括青少年和青

年人应该享有的权利。

这是一个可以降低成本、确保

质量和提高可获得性的创新性的全

面性教育项目。它提供了一种现在

可以扩展到全国其他学校和地区的

模式。

苏仁娜女士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

执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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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需求

中国的大多数青少年对亲密关

系、性以及避孕等做出选择毫无准

备。这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在青海玉

树和山西永和开展的青少年调查结

果，同时有迹象表明这些结果也是

全国现象的缩影。联合国人口基金

于 2019 年在青海开展的调查结果

发现：

• 90% 以上的受访青少年表示，他

们的老师没有提供过有关性与生

殖健康内容的任何指导。

•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父母是

他们了解性与生殖健康内容的主

要来源，但其中 90%的受访者与

父母的日常联系有限。即使他们

与父母讨论有关性健康的内容，

他们也不会触及“敏感”话题。

• 超过70%的青少年表示他们需要

了解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的信息。

• 接受调查的青少年甚至对自我的

生理和身体发育缺乏基本了解。

他们只听说过“很少”有关计划

生育的内容，大多数人不知道如

何获得避孕药具。

这些发现背后的全国数据显

示，中国 96% 的年轻人缺乏对性

与生殖健康内容的足够了解。因此，

青少年们常常感到焦虑、困惑，他

们对自己的身体或者如何处理亲密

关系知之甚少。这种无知会延续到

他们的成年时期。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 (2015 年 ) 的数据，2015 年中国

有 1300 万例人工流产。其中 62%

的人工流产发生于20-29岁女性。

这意味着国家高昂的医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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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是我们
学校一直想做的事
情，但是直到遇见
你们，才有机会。

——.校长 (学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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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与线上直播课

这些数字背后也预示着中国在

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目标3（良

好健康与福祉）、目标 4（优质教

育）和目标5（性别平等）以及《国

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实施

进程中的问题。《国际人口与发展

大会行动纲领》敦促各国支持整合

性的性教育并满足青年和青少年的

特殊需求。

如果问题是忽视，解决办法就

是教育。



我们的学生从来
没有像现在这样以直
播课的形式接受过与
性有关的教育。他们
对全面性教育了解为
零！有些女孩对第一
次来月经一无所知。
她们的家人不会向她
们解释这些内容。

——.校长 (学校D)

学生参与线上直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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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得益于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

表处支持的全面性教育试点项目，

5 所学校的 2300 多名青少年学习

了有关自身身体发育、如何处理亲

密关系，以及更多信息获取渠道的

知识内容。

这些青少年终将长大成人。他

们将变得更加自信从容和关爱他

人，拥有更牢固的关系和更健康的

行为习惯。 



学生参与线上直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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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开始。这一试点项

目——通过向青海、四川和云

南省的部分学校开展 8 节直播

课——可以推广至全国范围的

学校。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

处与长期合作伙伴玛丽斯特普

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中国计

划生育协会联合开展此试点项

目，并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总

部创新基金和丹麦政府的资

助。项目共涉及5所试点学校。

通过开展学习调研访问，各

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了解了开

展该项目和学校性教育的重要

性。根据全国诸多性教育讲师

的个人兴趣和背景，项目选拔

和培训了 13 名性教育直播课

讲师，同时邀请全国性教育领

域的专家为超过 500 名学校教

职人员、家长、学生和社区成

员开展了 3期线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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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帮助年轻
人保护自己，过上幸
福的生活。学生们应
该像掌握急救知识一
样掌握性教育。

——老师 (学校A)

联合国人口基金通过直播的形

式，分别在 5 所试点学校开展了 8

节课程。每所学校的老师协助提供

直播课相关的技术支持、课堂管理

以及后勤工作。联合国人口基金在

项目实施全阶段收集各学校反馈意

见，并开展评估工作。这一互动形

式的直播课内容涵盖青春期、健康、

性、关系、沟通、爱、家庭等适龄

信息。

学生参与线上直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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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与线上直播课

得益于此项目，数

千名青少年可以更加自

由地呼吸。在一个他们

几乎没有机会讨论或了

解的禁忌话题上，沉默

得以打破。

在获取更多合适资

源支持的基础上，课程

内容可以得到进一步改

善和拓展，以便让更多

中国的年轻人有能力做

出知情选择，过上更加

健康和富有成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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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结果

艾滋病病毒：关于安全套在预防艾滋病病毒中
的作用的知识提高了80%。

怀孕：关于预防怀孕的知识增加了近 130%。

安全套使用：现在 79%的学生表示他们可能
会使用安全套。

安全性：现在 79%的受访者可以对与人发生
性关系说“不”。

自信：只有做好准备才会发生性行为的学生数
量增加 25%。

性别平等：每所学校至少有 64%的学生对性
别平等持积极态度，这比性教育课程开展之前
提高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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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节课内容概览
试点项目的核心为一个为期 8节的全面性教育课程。该课程依

据《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通过与国家级性教育专家磋商

制定。课程主题内容包括 : 

1) 我的青春期：青春期及其在个体成长、生理发育、正面身体

形象中的作用。 

2) 性与生殖健康：怀孕、避孕、艾滋病病毒 / 艾滋病、性传

播感染。 

3) 爱情与婚姻：爱情、友谊、关系、婚姻、家庭，以及童婚、

早婚、逼婚和意外怀孕的后果。

4) 性与社会规范：性生命周期、性社会规范，处理性冲动，性

交易及其危害，对性行为做出决策。 

5) 沟通与理性决策：有效沟通、决策中的因素、同伴和社会规

范的影响，做出理性选择。 

6) 性别与平等：性别角色、性别刻板印象、性别偏见、性别

平等、性别多样性、性取向和基于性别的暴力。 

7) 保持安全和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性暴力、隐私和身体

完整、性骚扰、同意和拒绝、辩护、安全使用互联网。

8) 性、价值观和权利：性、价值观、尊重包容和多元价值观、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 



“我与性教育”：4 位人物故事

“ 你 这 周 学 到 的 内 容
是？”学生们对性有自己
的疑惑

回想一下，对于一个青少年来

说，生活是多么令人困惑。变化

中的身体，颠覆日常生活的荷尔

蒙，对关系、疾病和怀孕等的担

忧，与成年人或同龄人共处时的

尴尬……而现在，互联网充斥着

各种错误信息。

这可能会很痛苦。

“我从来没有和我的朋友或父

母谈论过性，”15岁的才仁永西说。

才仁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初三年级学

生，“性是一个禁忌话题。” 

才仁永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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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仁表示，在谈论性相关话题

时，男孩比女孩更开放。但她从未

见过 14 岁的云南男生涂远来，他

在谈到这个话题时非常害羞。他说：

“只是偶尔，我才会和我的朋友聊

性有关的话题。我们一般只会说几

句，然后谈话就结束了。” 

在参加全面性教育直播课之

前，他们都有自己的问题——比如

涂远来关于如何避免感染艾滋病病

毒和其他传染病的问题，比如才仁

关于月经的问题。他们的朋友也有

其他问题，比如避孕和亲密关系。

“直播课过程中，我们的所有

问题得到了解答，”才仁说。这一

为期 8 节的课程涵盖了一系列青少

年渴望了解但没有老师可以教授的

话题内容。另一位初三年级的学生

反馈说，“直播课老师们给我们举

了很多例子，来帮助我们加深理解，

所以没有听不懂的内容。”

讲师们的积极态度为学生们树

立了好的榜样。“这课程很好，因

为我们可以和讲师进行开放式的实

时互动，”涂远来表示。对于才仁

来说，她喜欢课程的在线形式，“因

为老师在屏幕另一端，就不那么尴

尬。” 

涂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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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课程可能会，也可能不会

完全对学生有所改善，但它确实实

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它揭开

了性的神秘面纱，并让学生们开始

谈论它。“我意识到性并不像我想

象得那样可怕，”另一位学习了该

直播课程的初二年级男生表示。另

一位初三年级的女生补充道，“以

前我不知道如何谈论性，但现在我

知道了。”

学生们学到的东西也有助于他

们周围的人。一个男生说，每次课

后他的朋友都会问他，“你这周

在课堂上学到的内容是什么？”这

种好奇心不仅来自于这个男生的朋

友，同样也来自于数千万中国的青

少年。通过开展全面性教育直播课，

答案就在眼前。

“中国的每一所学校”：
一位老师讲述性教育为何
如此重要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来没

有人教我与性有关的内容，”女老

师胡新志表示，“所以，当我成为

一名老师，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像我

一样长大。” 自 2012 年起，胡欣

志成为了一名生物老师。

有一年，胡老师在课堂上讲了

有关生殖与性的话题——有些孩子

喜欢，有些不在乎，有些觉得羞于

讨论。“一年后，我接到一个非常

紧张的男孩的匿名电话，”她回忆

道，“我意识到他一定是我以前的

学生。他说刚自慰过，问我是否有

胡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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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非常害怕。”显然，他也没有其他

人可以交谈。

“那一刻，我意识到性教育的

重要性，”她说。她知道其他孩子

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应该可以

在学校坦然地讨论，而不是只能通

过匿名电话向老师低声求教。

当联合国人口基金邀请学校老

师加入该项目时，她快速抓住机会，

“我现在是我们学校全面性教育课

程的负责人，统筹协调各老师，还

有协助测试设备等，确保直播课顺

利进行。”

学生们了解胡老师是一个客观

的不随意主观评判他人的人，在直

播课后也会主动向胡老师提问。一

次在“爱情与婚姻”课程结束后，

一个女生想了解如何拒绝一个自己

不喜欢的男生。胡老师表示，“这

个问题很多女生都想知道答案。”

也有学生想了解有关避孕、健康、

同性恋或其他话题内容。

换句话说，直播课打破了以往

的沉默，开启了如今的对话空间。

它解决了孩子们的许多小问题，以

及这些问题背后更大的隐患问题。

“更大的问题，”胡老师说，“是

如何从童年过渡到成年，如何经营

一段感情并做出健康的选择。”

有许多像胡老师一样对教育充

满热情的老师。同样，有许多对学

习充满渴望的学生。全面性教育课

程将两者联系到了一起。随着老师

们的更多参与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

用，胡老师预见这个项目可以得到

壮大。“我希望在中国的每一个角

落每一所学校都能看到性教育，”

她说，“你学到了适合你这个年龄

段的关于性的东西，你被赋予更强

大的力量。”

 “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一位讲师表示好的教学风
格让学生感到舒适

“在中国，性被认为是一个可

耻或肮脏的话题，”石小红女士说，

“青春期、月经、性——人们不会

谈论这些内容，但是想了解。人们

心里对这些内容都很好奇。” 

石女士有着多年工作经验，对

这些问题非常了解。她与玛丽斯特

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合作，累计

为超过 5000 人次的儿童和青少年

讲授过性教育课。她是国家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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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师、中级社会工作师。自

2015 年加入深圳市温馨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担任督导。2020 年，

石女士加入联合国人口基金性教育

直播课试点项目，担任讲师。

石女士说，好的课程内容至关

重要，但教学方法也很重要，“我

的教学风格是随和轻松的，因为

我想让学生感到舒适。我会给学

生们讲我儿子的故事。他 19 岁，

也希望了解这些知识。课堂上我

也会开玩笑，讲有趣的故事。我

想让孩子们知道，这只是生活的

一部分。” 

她说，学生们最常问的是关于

青春期的内容：他们想知道未来几

石小红

16



年，他们将经历怎样的身体和性

方面的变化。他们也问爱情和婚

姻——比如我可以有男朋友或女朋

友吗，我的父母会允许吗，我如何

管理一段关系。他们也好奇性行为，

精子如何进入卵子，同性恋和异性

恋等。

“直播形式的课程意味着更多

人可以获得性教育。学生们可以向

本村以外的老师们学习。线下形式

的教育也有其有效性的独特优势。

我们都需要。” 

胡女士希望看到性教育在更多

地方生根发芽，“该项目要成长，

就需要更多的投入，更多的人参与，

以及更多的讲师支持。”她说，最

重要的一点，也是最简单的一点：

“它要行得通。”

石小红与学生和家长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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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激动人心的机会”: 
一名联合国人口基金官员
预见性教育的未来

“如今，许多年轻人由于缺乏

性教育面临着各种问题，”联合国

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副代表苏仁娜

女士表示，“许多年轻人不知道多

次人工流产的健康风险。他们不太

了解避孕知识，缺乏与同龄人或伴

侣交流的信息和技能。”

这种教育缺失会导致许多社

会、经济和健康方面问题，并对个

人生活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性教

育直播课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激动人

心的机遇，”苏仁娜表示，“这里

的创新点——直播技术——让我们

能够接触没有其他机会接受类似教

育的年轻人。” 这一试点项目聚

焦于乡村地区，但它可以覆盖全国

任何地方的学校，只要学校有互联

网。

2019 年 7 月，项目团队参与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创新小组集中
训练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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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这一新的工作方法

能够行得通。学校赞赏我们提供此

类教育资源。学生也乐于学习事关

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项目结果显

而易见：性教育让孩子们更好地掌

握相关科学知识和拥有健康的关

系。”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一

机会扩展到中国各地的更多学校，”

苏仁娜说。联合国人口基金是项目

的联合发起机构，但不是项目的专

有机构，“我们希望非政府组织和

政府部门的合作伙伴可以带头参与

进来，让性教育运作起来。我们愿

意分享我们学到的东西。”

项目有一些明显的经验教训。

“我们不能再像试点一样挨个找学

校参与，”苏仁娜说，“现在，我

们必须在更高的层面开展工作。” 

项目还必须得到深入。“我们

的目标人群是年轻人，但年轻人都

在学校里，”苏仁娜说，“我们需

要更多的当地参与。” 

苏仁娜也希望有来自学生（ “毕

竟，他们才是最终用户” ）、学校（ 

“我们需要更多的教师参与和更多

课堂教学空间”）和私营部门（ “我

们必须证明他们为什么应该支持此

项目，即使它不一定有助于他们最

低盈利）的更多参与。

这种结构性的挑战是来自企

业、政府或发展机构的任何人都欢

迎的：如何扩大机构规模并维持质

量。

“现在有机会可以让所有合作

伙伴参与进来，”苏仁娜说，“齐

心协力，我们可以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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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联合国人口基金通过项目前后

的调查和访谈了解到对全面性教育

的巨大需求。

学生渴望获得关于性与生殖健

康的可靠信息，特别是在没有其他

有效和值得信赖的手段获得正规性

教育的情况下。

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缺乏在学

校提供有质量保证和具有成本效益

的性教育的专业知识和资源。

父母希望孩子多多学习，但许

多父母没有办法或能力提供性教育

相关知识。健康专家希望弥补性教

育缺失的鸿沟。

我们的试点项目回应了这些需

求，将最好的讲师和课程内容输送

到 5所学校的课堂。

我们在评估中发现，试点项目

增加了学生对自我身体以及如何拥

有幸福安全和健康关系的知识和信

心。

我们看到了现在的机会。

想象一下，未来的中国青少年

接受有关性与生殖健康和生殖权利

的教育。

想象一下，性教育课程是年轻

人可以接受的学校教育中自然和无

缝连接的一部分。

想象一下，性教育被开放、诚

实，甚至幽默以待。

想象一下，年轻人可以减少羞

耻和尴尬的感觉。

想象一下，年轻人——以及这

个国家——终会蓬勃发展。

我们不需要更多想象。联合国

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致力于帮助实

现这一愿景。

我们欢迎合作伙伴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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