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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蕾计划”青春期教育项目落地四川——

为女童撑起爱的保护伞为女童撑起爱的保护伞

青春期既是生理上的发育高峰期，又是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何在青春期

呵护儿童，尤其是女童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

9月28日，“春蕾计划”青春期教育项目四川启动仪式暨“女童保护，共同的责任”专

家交流会在成都七中实验学校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四川省妇女联

合会主办，四川省家庭教育研究会、成都七中实验学校联合承办。四川省及各市州妇

联、省家庭教育研究会、教育部门、学校等单位代表，以及家长和青春期女孩代表共600

余人参加。与会专家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深入探究了如何科学开展青春期教

育、给女童营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 记者 胡敏 梁童童

青春期教育是孩子的
权利

青春期以女性的卵巢、男性的睾

丸大量分泌性激素为起点。这个时

期，孩子们有新的需求，也有新的权

利。

陈一筠认为，青春期教育涉及

三个方面。生理教育，主要是理解

性器官的作用机制和原理；情感教

育，是如何去理解“情窦初开”这

种现象，以及这个时期孩子会有怎

样的好奇心和尝试；生命教育，就

是哲学层面的青春期教育。进入青

春期的孩子想了解自己，了解异

性，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关于性、

情感、 生命、两性关系方面的问

号。青春期教育就是在解决这些问

号，同时解决影响学习的非智力因

素。

萌动的情感、激素带来的生理欲

望，大众传媒的暗示，都可能成为安

全隐患。隐私部位不能让别人触碰，

遇到猥亵应该怎样去求助，被侵害之

后可以告诉爸爸妈妈，怎样在保护孩

子隐私的前提下去报案……这些知

识不仅是孩子需要学的，家长更应该

掌握。

同龄同性的孩子，发育的差异性

很大，个人遗传、营养、接触的信息不

同，青春期教育需要的差异化、个性

化、隐私化教育，学校做不到，家长才

是主角。“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陈一筠

表示，希望各方能够积极配合，把青

春期教育的家校共育推动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一筠

给成长一些仪式感
当孩子即将进入青春期时，如果

能预先知晓身体即将发生的变化，那

么心理上不至于太慌张。父母的积

极态度，可以帮助女孩愉快地接受身

体的变化，并对自己身体发育有更积

极的态度，建立性别自尊和自信。例

如，当女孩初潮来临时，如果父母为

她举行庆祝仪式，传递的信息是：这

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你很健康，爸

爸妈妈很高兴你长大了。反之，父

母，尤其是母亲的消极态度会让女孩

放大生理期带来的不便，排斥身体的

变化，甚至排斥自己的性别，形成性

别自卑。

月经期的护理、内衣的选择、痛

经的困扰、容貌与体形的高期望……

诸如此类因素都会困扰孩子。“我们

要告诉孩子，你是正常的。如果有人

取笑你，那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

题。”苟萍认为，无论是否处于青春

期，都要教导孩子如何懂得尊重个体

差异和隐私。

成都大学心理学教授
苟萍

激发孩子的发展资源
青春期和青少年是两个概念，青

春期更多是生理层面从不能生育到

能够生育的阶段。女孩的青春期是

从 10岁到 14岁，男孩是从 12岁到 16
岁，所以 10到 14岁的女童尤其需要

得到关注。而青少年则是从青春期

开始，到大脑前额叶髓鞘化完成作为

标志，到二十五六岁结束。

女童保护是全社会共同的责

任。女童保护不只是女童自己的

事，还是家庭、学校、社会共同的

责任。苏彦捷曾在德国参与过一个

项目，研究 8—16 岁儿童青少年的

发展资源。研究发现，10个发展资

源中6个来自孩子自身，4个来源于

周围环境。来自孩子自身的有同理

心、自我认同、自我效能感、乐观

的态度、意义感和自律。4 个周围

环境分别来源于家长的情感支持和

权威支持，以及来自学校的同伴融

入和学校融入。“所以，我们在保护

女童时，应该激发她们的发展资

源，像建立免疫系统一样，帮助她

们抵御成长中心理的困扰和挑战。”

苏彦捷说。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
苏彦捷

女孩应追求美好的生
命状态

杨雪梅认为，家长、教师朋友有

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引导青春期

女孩追求一种美好的生命状态。这

种美好的生命状态包含几个关键词：

挺拔、强健、舒展和充实。青春女孩

应该身形挺拔、心理强健、充满活力、

凡事不退缩、能自律且对生涯有规

划。

如何实现？首先，教女孩加强

安全防范意识，夜不外宿，不理会

陌生人搭讪，识别环境中的危险，

学习安全逃生技巧等。其次，提升

女孩在校园中的自我保护能力，关

注孩子在校园中的人际关系，防止

遭遇霸凌；教孩子正确区分友情和

爱情，对异性产生好感怎么办，怎

样拒绝诱惑不受骗等，都需要和孩

子探讨。第三，要教孩子做界限清

晰，内心强大的女孩。女孩既要有

仁善、感恩、助人等传统女性特

质，也要有自律、有主见、果敢等

男性特质，这样的女孩长大后才能

真正成为一个成熟的女性。

父母自身也要给孩子营造一个

有爱、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成为

女儿值得信赖的父母，这样女孩遇

到任何成长中的难题会第一时间得

到支持。

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副教授
杨雪梅

家庭篇

写好爱的方程式
郭光恒抛出一个爱的方程

式：女童保护，家是根据地，学

校是主阵地，社会是大环境，只

有女孩感受到父母爱的温暖，校

园的美好，有了正确的方向，才

能真正沐浴在阳光下，向着美好

的未来出发。

女童保护，学校可以做的有很

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方向对了，

路子对了，就不会走偏；心理课程

提供精准支持，帮助孩子认识自

我、学会交往、懂得情绪管理、学会

学习和自我保护等；多彩活动点亮

校园生活，活动中精彩的身影就是

最美好的成长故事；细心护航是关

键，防欺凌、防网游、防不正当交往

等；推进家校共育，为家长支招，家

校携手守护孩子成长。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校长
郭光恒

筑牢一道精神防线
学校的女童保护教育中，要把

自我保护知识、自我保护意识、自

我保护能力和价值观教育有机结

合起来。目前，前三者得到学校的

重视，而价值观教育往往被忽略，

需要我们加大力度。

据调查，女童伤害事件中，

“熟人作案”的比例高达 70.43%。

为什么女童容易被“熟人”伤

害，而被“陌生人”伤害的几率

低得多？毛道生认为，这是因为

大多数女童从父母或学校得到了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接陌

生人给的东西”等自我保护知

识。而如果她树立了“不是自己

的东西，不要随便要”“爸爸妈妈

给我穿的衣服很漂亮，不需要别

人的”“好孩子不会占别人的便

宜”等价值观，即使是“熟人”

也难以诱惑她。

怎样开展价值观教育？成都七

中实验学校加强劳动教育和独立生

活教育，如包饺子比赛、叠被子比

赛、认养树木等，让孩子体会劳动的

美丽和崇高；开展生命教育和爱心

教育，引导学生之间彼此尊重、包容

和关爱，防止欺凌事件发生。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校长
毛道生

为留守女童织好保
护网

由赵珂牵头的《四川省构建留

守女童社会保护网络》课题组，依

托高校的研究团队，从2019年5月

起，先后走访了成都市双流区、绵

阳市三台县、达州市渠县、甘孜州

泸定县等 13 个地区，向全省 3900
余名 11-15岁之间的留守女童发放

了问卷调查表，向学生家长发放了

1560份调查表，从基本信息、生存

安全、教育情况、性健康意识、心

理健康、社会保护六个方面展开调

查。

调查发现，留守女童成长过程

中父母的陪伴，尤其是父亲的陪伴

严重缺失；7天及以上无法接触到肉

蛋奶和水果的留守女童超过 10%，

部分留守女童的基本生活有待提

高；30%女童曾因父母打骂受不同

程度的伤，超过 10%的女童曾于上

学或放学途中安全遭受过威胁，部

分留守女童的人身安全不同程度地

受到家庭和社会影响；13%的儿童

曾经有过辍学的经历，留守女童中

辍学情况比较突出；“你认为如果有

人触碰到下列哪些身体部分属于性

侵？”选择“全身都是”或“不清楚”的

加起来占 50%，近一半的留守儿童

对于性侵或猥亵没有确切的定义，

以至于不能分辨什么是性侵或猥亵

行为，不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留守

女童生活地区“儿童之家”和提供书

籍和影视作品等相关设施和场所不

够健全。

四川省各部门通过出台留守女

童保护文件、积极开展试点、建立儿

童之家、建立女童维权绿色通道、广

纳爱心志愿者、组织专题夏令营活

动、建立家长学校、签订责任书八个

措施为女童撑起保护伞。赵珂表

示，未来女童保护还有工作机制整

体性不足等诸多难题需要克服。

四川省家庭教育研究会会长
赵珂

法律架起不容逾越的
高压线

维护女童的权益，不仅需要教

会孩子们如何防范，还需要政策、法

规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宪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即

将实施的《民法典》等法律法规中都

有保护女童的相关条款，并且对女

童权益保护体系的建设还在不断完

善中。

在完善相关法规政策方面，四

川省在西南地区起到了很好的带头

作用。2017年，成都市成华区首开

以“心理康复费”为名义的精神损失

赔偿先例，关注到了人的精神层面，

体现出了全面保障人权的人道关

怀，同时也不失为对性侵儿童犯罪

的加码性严惩，其密闭司法判例空

白，是全面有效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方面的法治进步。

除此之外，公安、教育、司法，家

校社各方面建立联动机制，开展课

题研究，推动立法，完善相关法律政

策，加强宣传教育，都是在筑牢女童

保护能力堤坝。“对于性，孩子从来

没有保守过，保守的是我们。”程静

说，家庭、学校、社会各界力量需要

共同努力，共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

撑起坚实的保护伞。

四川省性教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程静

学校篇 社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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