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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性教育在大学生性健康教育中的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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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国内对于综合性性教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实践研究较

少。本研究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以云南 Y 大学所开展的性健康同伴教育为

个案，以改善两性关系为主题，讨论如何将综合性性教育应用于大学生性健康

教育。研究发现: 综合性性教育能有效提升参与者对性生理和性心理知识的了

解程度，提升其异性交往的技能; 在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上，部分参与者的态

度变得多元化，部分参与者仍坚持婚前守贞。综合性性教育重视大学生的性权

利和赋权的优点，能得到大学生的认同，但该模式在推广中需要和其他性健康

教育模式并存，并需要一个包容的社会和校园环境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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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和目的

中国社会转型对大学生性知识的获得、性心理发展及性观念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性

观念方面，大学生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的性文化和性价值观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受西方性解放

运动及性革命思潮的不断冲击。在多元文化冲击下大学生对性开放的接纳程度不断增加，但性

困惑、性压抑、性罪错等问题也日渐增多。2011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明确提出将大学生性心理及恋爱心理等作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的必修内容。但从目前国内学者研究的情况来看，性健康教育在高校开展的情况并不理

想，性健康教育的缺乏也是导致大学生成为受艾滋病影响的高危群体的一个主要原因。
目前高校开展的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仍以传统的性生理及性心理教育为主，

强调道德导向，从而规范大学生的性行为，使其在男女两性关系上持有正确的态度，培养责任感

和道德价值感［1］。在教育形式上，以课堂教育为主，同伴教育作为重要补充［2］。有学者从学科

建设的宏观层面提出当代大学生性健康教育还存在学科建设薄弱、教育内容窄化的偏向和教育

对象覆盖面不够宽等问题，并将其归因于学科地位归属不清、教学内容缺乏计划性和整体性、教
育模式和教学方法存在局限，也缺乏社会和校园文化环境的配合［3］。也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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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性教育以问题补救为主要目的，难以实现教育内容上的全面综合，并且忽略了大学生群体

的自我选择权利和对潜在问题的预防［4］。从性教育的效果来看，大学生不能够从正规的学校教

育当中获取所需要的知识，甚至对学校性健康教育产生了不信任的心态［5］。为了改善大学生性

健康教育，一部分学者通过研究美国、瑞士、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性健康教育模式，如综合性性教

育模式、禁欲模式、纯洁教育模式等，提出针对当前中国大学生性健康的现状，应通过引入西方

国家的教育方法，从而改善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质量［6］。国内学者对于综合性性教育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该模式的发展过程、价值理念以及其中所涵盖的教育内容方面［7］。方刚老师通过开设

“两性关系与两性文化”和“性与性别心理学”等课程来实践综合性性教育的理念，并总结出综

合性性教育模式在学校性教育课程中的授课要点和授课理念［8］。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对于综合

性性教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实践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以云南 Y 大学

所开展的性健康同伴教育为个案，讨论如何将综合性性教育应用于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并通过

评估该模式的有效性反思其在本土处境下应用中所面临的挑战。

二、研究方法

行动研究是研究者、实践者在共同接受的道德规范下通过共同协作，在现实环境中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通过个人或集体对这个过程中相关方面进行的敏感性反思［9］。行

动研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研究者自身的角色从具体情境之外客体化的研究者转化为融入研究

情境当中的主体，强调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注重解决问题的有效性。
本研究还用问卷调查法了解了 Y 大学部分大二学生对性健康教育的态度、评价和需求，并

运用实验法对服务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者首先对 Y 大学 2013 年秋季学期参加“大学生与性健

康”“个人成长与社会化”这两门全校素质教育选修课的二年级本科学生进行整群抽样，发放

200 份“大学生性健康教育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89 份，其中男生 92 人，女生 97 人; 文科

专业 95 人，理工科专业 94 人; 汉族 152 人，少数民族 37 人; 生源地类型为城镇 105 人，农村 84
人。调查内容包括大学生对性的基本态度、获取性知识的途径和内容以及对学校性健康态度的

态度和需求。应用准实验设计的方法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实验组开展综合性性教育服务，

服务结束后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大学生发放《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效果评估问卷》，评估综合性

性教育模式在大学生性健康教育中的有效性。

三、实践过程

( 一) 需求评估

行动研究的第一步是找出目前大学生性健康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了解大学生群体对于

性的态度、性健康教育的现状以及大学生对于性健康教育的需求。通过运用 SPSS 18． 0 对问卷

“大学本科生性健康教育调查”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第一，大部分学生对性知识的了解不多。84． 1% 的同学认为自己对性知识有所了解，但了

解不多，也不全面，9%的同学认为自己对性知识基本不了解，只有 6． 9% 的同学认为自己很了

解。有 56． 1%的同学认为自己对性生理知识有所了解，50． 3% 的同学认为自己对社会性别的

知识有一些了解，33． 9%的同学对性传播疾病和避孕知识有所了解，33． 3% 的同学对性态度的

知识有所了解，36%的同学对两性交往的方法和技巧有所了解。
第二，同伴、网络和书刊杂志是获取性知识的主要来源。调查发现，大学生性知识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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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是同伴和互联网。69． 8%的同学报告性知识的来源是互联网，69． 3%的同学报告性知识的

主要来源渠道是同伴，报告性知识来自书刊杂志的同学占 39． 7%，来自影视资料的占 20． 1%，

只有 20． 6% 的同学报告性知识的主要来源是学校。可见，大部分同学性知识的来源是同伴、互
联网和书刊杂志，这些性知识往往具有碎片化、不系统等特点，也有一些是不健康的。

第三，大学生的性态度趋于开放。68%的同学对于性的态度已经从传统的羞于开口转变为

能够在熟悉的人中谈论“性”，27% 的同学认为“性”这个话题不难启齿，可以很自然地谈论，只

有 4． 2%的同学认为在谈论性方面自己很难启齿。
第四，大多数同学认为应该接受性健康教育，但对学校性健康教育的满意度较低。73． 6%

的同学认为自己有必要接受性健康教育，认为没有必要的占 10． 1%，说不清的占 16． 4%。在接

受过学校性健康教育的同学中，40． 2% 的同学不满意，25． 4% 的同学基本满意，很满意的占

2． 6%，还有 31． 7%的同学甚至不知道学校是否有性健康课程( 部分被调查者来自选修了大学

生素质选修课《个人成长与社会》，课程中也有社会性别和异性交往的知识) 。
第五，大学生希望学习性健康知识。被调查的学生希望学习性知识的内容和人数占比从高

到低的排序为: 性心理知识( 44． 4% ) 、异性交往和恋爱心理( 43． 4% ) 、性法律知识( 42． 9% ) 、性
生理知识( 38． 6% ) 、性道德伦理知识( 37% ) 、避孕及性传播疾病防治知识( 30． 2% ) 、社会性别

观念( 29． 6% ) 、性态度( 24． 3% ) 。
( 二) 服务方案设计

本次同伴教育的主题是大学生恋爱冲突的化解和两性交往技能的提升。参与服务的同伴

教员是社会工作专业大四的本科生和社会工作专业硕士一年级的研究生，共 15 位同学。在开

展服务之前，项目组对这些同伴教育者进行了 40 个小时的参与式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性健康教

育的基础知识、心理剧场、教育剧场、综合性性教育的理论等。在同伴教育过程中，项目组 2 位

督导老师对该服务小组提供了全程督导。
第一，服务的理论基础与主要方法。综合性性教育模式在理论构建上不仅强调活动参与者

自身做出安全性行为的选择并为之负责的能力，也强调在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平等。赋权理论的

理念和综合性性教育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因此，本研究把赋权理论作为服务方案设计的理论

指导，认为拥有对性的知识和权利是每个大学生的权利，相信他们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服务目的是建立健康和谐的两性关系，具体目标是: 帮助参与者学习化解恋爱冲突的知识

和技能，提高处理两性交往及人际交往的能力; 增强服务参与者对恋爱关系的责任意识，明确在

恋爱中的权利与责任; 树立包容、多元的性观念和态度。
服务采用的主要方法是教育剧场和同伴教育。教育剧场是把戏剧和教育的过程相结合，有

特定对象作为观众，目的是要通过教育剧场使服务参与者发现、讨论、研究和解决问题。在教育

剧场中活动的领导者所扮演的角色是引导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教导者。教育剧场的使用明确

了性健康同伴教育者的角色，保证了同伴教员与其他服务参与者之间平等的权力关系。同伴教

育是指通过同辈、同伴间的交往的影响力、亲和力，发展青少年的自我教育、自助群体，培养良好

的性意识、性观念，抵御来自社会和媒介对青少年青春期性别角色的消极影响的教育方法。同

伴教育方法的应用既可以让活动参与者有意识地获取正确的性知识和技能，也可在同伴之间的

交流过程中形成良好的性道德、性伦理和性态度。同伴教育的采用一方面为实现综合性性教育

中要求的多元观点的交流提供了条件，能更好地实现让参与者表达自己的心声和做出自己选择

的赋权; 另一方面为行动研究中研究者与服务对象的融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服务过程。我们的性健康同伴教育活动共设计了四次教育剧场，每一次活动的内容

都是以大学生恋爱冲突化解为基础并向两性交往技能方面进行延伸。总目标是建立健康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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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性关系，具体包括: 学习化解恋爱冲突的技能; 明确恋爱中两性要承担的责任; 树立多元、健
康、包容的性态度。

( 三) 服务实施过程

服务参与者是选修了 Y 大学“大学生与性健康”课程并自愿参与我们性健康服务的 46 位

同学，共开展四次活动，每次服务时间为 2 － 3 个小时。同伴教员先对部分参与者或其他同伴教

员进行访谈，搜集大学生恋爱中的冲突经历，进行归纳、提炼，形成四次教育剧场活动的基础剧

本。第一次教育剧场主要讨论的话题是大学生异地恋。通过讨论大学生异地恋的维系方法，进

而将话题延伸到男女双方在恋爱中需要掌握的沟通技巧以及男女双方在恋爱中的心理需求的

差异性及双方需要为了维系关系而承担的责任。第二幕戏剧的内容为恋爱关系中的性邀约。
目前大学生恋爱关系中提出性邀约或发生性关系的比例在不断提高。通过还原男生向女生提

出性邀约的场景，探讨男女双方如何正确表达自己的需求，并给予对方明确的回应。同时，在剧

场讨论的过程中介绍多种避孕方法，讨论男女双方要为避孕共同承担的责任。第三幕戏剧是女

大学生意外怀孕。围绕女大学生进行人工流产手术的比率不断增高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女大学

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弱的剧情进行表演和讨论，倡导男性要树立“爱她，就要尊重和保护她”的

责任感。第四幕剧的内容则是针对中国社会中男权主导的性别文化下一些男性持有的处女情

结及女生的贞操观念进行讨论，通过还原一对情侣的性观念的差异展开，促进参与者对自身的

社会性别观念进行反思。教育剧场的使用不仅有效呈现出了性健康教育所需要传递的内容，同

时通过服务参与者参与戏剧发展的环节，让其观点也得以表达并引起新一轮的讨论。
( 四) 效果评估

本研究用准实验设计方法，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并发放问卷调查《性健康教育中的效果调

查问卷》对综合性性教育的效果进行评估。实验组是 Y 大学中接受了综合性性教育服务的同

学，对照组则是没有参加过综合性性健康教育的同学。对照组和试验组的同学在本科一年级都

接受过传统的“性健康教育”①，并参与了服务前的“大学生性教育调查”。效果评估问卷在实验

组中共发放 52 份，回收的有效问卷为 46 份。在对照组中共发放 54 份，回收到的有效问卷为 52
份，评估结果如下:

第一，实验组对性知识的了解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突出体现在对性生理和心理知识的了

解方面( 见表 1) 。同时，服务参与者对安全性行为的知识了解比较全面，除了知道常见的避孕

方式( 如药物、避孕工具等) 之外，对普及程度较低的避孕方式如避孕针也有所了解。
表 1 调查对象对性知识的了解

分组类别 性生理知识 性心理知识
异性交

往技能

社会性

别观念
性态度

避孕及性传播

疾病防治知识
其他

实验组

N =46
37

78． 7%
32

68． 1%
20

42． 6%
17

36． 2%
27

57． 4%
25

53． 2%
1

2． 1%
对照组

N =52
30

57． 7%
25

48． 1%
14

26． 9%
20

38． 5%
23

44． 2%
29

55． 8%
0
0%

P 值 0． 016* 0． 031* 0． 086 0． 878 0． 153 0． 888 0． 285

注: * 代表达到统计学显著差异意义水平，P ＜ 0． 05

第二，在异性交往方面，实验组对异性心理和行为的了解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提升大

学生两性交往技能的目的已经部分实现( 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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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对象对异性心理及行为方式了解

指标 分组类别 基本不了解 有一些了解 很了解 卡方值 P 值

你了解异性心理和行为方式吗

实验组

对照组

8
17． 4%
25

48． 1%

35
76． 1%
27

51． 8%

3
7%
0
0%

12． 469 0． 002*

注: * 代表达到统计学显著差异意义水平，P ＜ 0． 05

第三，实验组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比对照组更为多元( 见表 3) 。
表 3 调查对象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分组类别

只要将来双

方能够结婚

就可以接受

只要基

于爱情

就可以

只要双

方情愿

就可以

自己不可以，

但可以理解

他人

慎重为好
不可以接受，认为

是不道德的行为
标准差 卡方值 P 值

实验组

N =46
对照组

N =52

8
17． 4%

3
5． 8%

7
15． 2%

4
7． 7%

6
13． 0%
13

25． 0%

9
19． 6%

6
11． 5%

14
30． 4%
24

46． 2%

2
4． 3%
2

3． 8%

1． 587

1． 313
8． 566 0． 128

第四，一些参与者的婚前守贞的性态度没有改变。关于婚前守贞的态度，服务参与者与对

照组没有明显差异( 见表 4) 。虽然在教育剧场中，参与者们在关于婚前守贞的讨论中，呈现出

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但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者的性观念没有明显的改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传

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当前社会文化对两性要求的双重标准。此外，性态度的改变也不

可能一蹴而就。
表 4 调查对象对婚前守贞的态度

分组类别 非常有必要婚前守贞 无所谓 没有必要婚前守贞 卡方值 P 值

实验组

N =46
对照组

N =52

25
54． 3%
24

46． 2%

19
41． 3%
22

42． 3%

2
4． 3%
6

11． 5%

1． 880 0． 391

第五，实验组对综合性性教育的认同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在综合性性教育、禁欲教育以及

中国传统的性生理教育三者中，绝大多数的参与者最喜欢的方式是综合性性教育，这也说明推

广综合性性教育的可行性( 见表 5) 。
表 5 调查对象对综合性性健康教育模式的认同

指标 贞洁性教育 综合性性健康教育 性生理教育 卡方值 P 值

实验组

N =46
对照组

N =52

10
21． 7%

3
5． 8%

34
73． 9%
26
50%

2
4． 3%
23

44． 2%

22． 192 0． 000＊＊

注:＊＊代表达到统计学非常显著差异意义水平，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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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反思

( 一) 综合性性教育模式在大学生性健康教育中的优势

第一，尊重大学生的性权利，能得到学生的认可。综合性性教育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能够

平等自由交流的平台，尊重大学生对性的自主、安全、合理的选择权，对不同的性观念接纳而非

评判，使学生成为性教育的主体，得到了参与者的充分肯定。此外，综合性性教育注重理解个体

所面临的处境，帮助学生做出负责任、安全的性行为的性教育理念，也容易得到大学生的认同。
第二，强调赋权，能够满足大学生对性健康教育的多元化需求。综合性性教育倡导的赋权观

点是对传统性健康教育中师生权利关系的巨大挑战，强调性健康教育的组织者要用积极的态度看

待活动参与者，强化大学生的性权利意识和责任，强调参与者在活动过程中的主体性，注重每个活

动参与者对活动的贡献以及对他人影响的作用，并鼓励参与者使用自己的权利。此外，在服务的

内容上，综合性教育强调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本，能满足学生对性健康教育内容的多元化的需求。
( 二) 综合性性教育模式面临的挑战

第一，综合性性教育的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的、单一的性价值观念存在冲突。文化对于个

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传统的、单一的性价值观对大学生性观

念、态度和行为提出的要求，如男强女弱、反对婚前性行为等，对一些同学的影响很深，他们难以

接受与传统价值观相背离的多元价值观，这也是综合性教育模式在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也

提醒我们在应用综合性性教育模式的过程中，需要考虑该模式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二，开展综合性性教育还需要构建一个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开展综合性性教育的目的

是要促进大学生在性知识、性观念、性行为上的改变。但从服务效果来看，参与者的性观念改变

不明显，除了服务的深度不足、时间较短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社会文化

环境没有改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扩大性健康教育的对象范围，要把家长、教师及教育管理

者都纳入性健康教育对象的队伍; 倡导建立多元、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
第三，综合性性健康教育需要与其他形式的性教育并存。本研究发现，不同年级的大学生

对性健康教育需求有差异。如大一新生对性生理和性心理的知识比较感兴趣; 而大二、大三学

生谈恋爱的较多，对于如何处理两性关系冲突和婚前性行为的需求较大; 来自农村的同学更愿

意参加以教育者为中心的传统的性健康教育。要满足不同年龄和文化背景的大学生的需求，需

要开展多种模式的性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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