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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ention of AIDS is the key to preventing the spread of 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IV/AID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spread of AID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prevention of AIDS among teenager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youth AIDS prevention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prevention countermeasur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order to enlighten the work
of youth AIDS preventi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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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防患于未然是预防艾滋病传播流行的关键，做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教育，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传播流行
的重要措施，但是在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工作中却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综合分析了青少年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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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病预防教育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相关预防对策，以期对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工作开展有所
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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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全党、全民、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艾滋病在我国蔓延速度之快可谓触目惊心，
目前正向青少年群体扩散。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2014 年，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占青年感染人
群总数的 16.58%，而 2008 年仅为 5.77%，增速快于其他年龄段人群。2015 年 8 月，国家卫计委和教育
部联合公布的关于中国青年艾滋病疫情调查数据显示，近三年感染 HIV 的大学生逐年增多，增长幅度接
近 30%甚至 50% [1]。2015 年 10 月底，我国报告的现存活的 9152 例 15~24 岁的青年学生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以下简称 HIV/AIDS 人员)中，男性占据 82%，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在性别方面以男性
为主，男女比例为 11:1 [2]。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2016 年 1 月至 9 月，我国新发现 15 岁至 24
岁青年学生感染者为 2321 例，是 2010 年同期的 4.1 倍。报告显示：四川省现有存活艾滋病感染者 11.04
万例，艾滋病感染率由 2012 年的 0.06%升至 2017 年的 0.13%，艾滋病感染率呈上升趋势。截至目前为止，
我国 15 岁至 24 岁青年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数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了 35% [3]。艾滋病已成为导致青少年
死亡的第二大因素。近年来，我们在德阳市旌阳区辖区内的学校分为职业中专学校、普通高中、初中三
层，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 435 名中学生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认知现状调查，接受调查的中学生对艾
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偏低，仅有 44.5%。由此可见，青少年对艾滋病危害认知程度如此低下，对艾滋病
的预防是十分不利的，这说明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出现了偏差，本文综合分析了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
育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相关预防对策，以期对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工作的开展有所提高。

2. 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存在的问题
防患于未然是预防艾滋病传播流行的关键，艾滋病预防教育是有效预防艾滋病传播流行的重要抓手，
但是在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工作中却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2.1. 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的家庭缺失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受传统思想文化影响，性知识和性教育视同雷区，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对孩子一般避而不谈“性”问题，认为孩子长大后自然会知道，而学校教育更是浅尝辄止，所以，
正确、系统而全面的性知识和性意识在我国青少年的成长教育中异常缺失。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
究所马迎华博士 2015 年实证调研 22 个高校后发现，38.9%的大学生难以从父母处获得相关指导，分别有
38.6%、38.9%和 35%的学生报告很少从父母处学习到“性心理教育”、“家庭教育”和“性道德教育”
[4]。学生主要从娱乐、影视和书刊、网络中等获取性知识，其不敢名正言顺地阅读和寻找有关性健康方
面的正规书籍，而是小心翼翼地从影视资料、网络和书籍中接触相关内容，但通过这种非正规渠道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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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系统、科学的性知识，导致对性知识的误导。

2.2. 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的社会盲区
加强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一是宣传力度不够，致使人民
群众对于艾滋病的认识不够。据我国医疗卫生部门统计，2009 年，我国约有艾滋病感染者 74 万，但是
在这个庞大的艾滋病感染人群中，70%以上的患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艾滋病，其主要原因是人民群
众对于艾滋病的认识不足，特别是农村人群、流动人口及高危人群对于艾滋病及相关知识的知晓率较低，
这也是造成艾滋病在我国迅速蔓延的主要因素。二是对于高危人群的监测、管理力度不够。我国将性乱
人群、静脉吸毒等视为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目前尚未有十分有效
的措施对于高危人群进行全面的监测与管理。各地区对于卖淫嫖娼、吸贩毒品只能进行有针对性的监测
和管理，却无法实行强制性的监测与教育管理，从而导致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数量的快速增加。三是预
防教育资金投入不足。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国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医疗卫生部门、疾病预防机构加大
了艾滋病防控工作的投入，但是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尤其是在艾滋病预防
教育方面资金投入明显不够。

2.3. 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在学校的边缘化
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在学校目前尚处于边缘化，尽管教育部、卫生部在 2011 年就曾联合发出《关
于教育部加强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的意见》，但各地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出现有一定的偏差。一是部分
学校领导及相关部门重视不够。目前国内学校普遍存在重学历教育、轻思想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教育的情
况，尤其是在中小学，教育的重点是放在升学和应试教育。导致部分学校对开展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尚
未引起足够重视，学生从学校获得的艾滋病预防知识较少。一些教育部门和学校领导对艾滋病的危害性以
及开展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够，未能积极开展校园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5]。
二是艾滋病预防教育形式单一。一些学校对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教育不同步，活动形式单一，学生对
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掌握与态度和行为的提升并不同步。在大学的艾滋病教育中，部分院校没有足够重视对
待艾滋病态度和行为的教育，或者活动形式单一，对大学生艾滋病教育只有形式而无实质内容。

3. 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对策与建议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青少年健康和
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问题已经是摆在各级党政和部门的重要工作，为了推进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工
作的开展，重点是从家庭引导、社会关注、学校教育多方面入手，提高青少年预防艾滋病的思想意识，
避免艾滋病在青少年中传播。

3.1. 重视家庭教育，正确引导青少年接受性知识
家庭教育对防治青少年感染艾滋病意义重大。性教育是连续、系统的教育，若儿童早期能够以先入
为主的形式接受正确的性教育，其就能够以积极的心态对待成长过程中的种种性生理和性心理变化。因
此，当孩子能听懂言语时，父母应把性教育贯穿于日常生活过程中，通过讲故事、看图书、画报、影视
等形式引导孩子观察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启发孩子对生殖产生自然的认识，继而追问生命的本质。对
孩子提出的生殖以及性方面的疑问，父母应该用孩子可以接受、理解的言语和形式合理解答；教导孩子
注意保持自体清洁，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并告之艾滋病、未成年人怀孕、童年性骚扰等性的消极面，
以告诫孩子，保护自身。在青少年时期，家长除了要跟孩子保持良好沟通外，在步入青春期前也要普及
青春期生理变化的知识，引导孩子以平和心态接受并教会孩子用正确方式排解青春期躁动。对于上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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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孩子一定要告诉他们交友要慎重，要自尊自爱，更要告诉孩子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以及普及一些
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要让孩子知道青少年因为青春期的性躁动极易成为艾滋病的攻击对象，要想避免
受到伤害，首当其冲的是要知道性病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了解相关防治知识，教育孩子自尊自爱，这样
才能远离“坏人”，避免被恶意感染。

3.2. 动员社会参与，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一是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各级政府、医疗卫生部门及疾病预防机构一定要加强青少年艾滋病预防的
宣传教育，通过电视、网络、广播、报纸、杂志、工艺宣传栏等方式，向青少年宣传基本的艾滋病防治
知识，以提高青少年的安全防范意识，尽量切断艾滋病在青少年中的传播途径。在国内的各层次教育中，
应将艾滋病知识、性教育、毒品预防等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以提高艾滋病知识的普及率，对于减少青少
年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具有积极的意义。二是一定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构建完善的组织机构，并且保障
各项经费的科学投入与使用，要在政策、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并且在地区财政工作
中设立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专项资金。三是加强部门协同合作。在艾滋病防控工作中，医疗、疾控、
公安与新闻等部门要加强协同合作，积极开展艾滋病防治服务工作，特别是对于洗浴、宾馆、饭店、发
廊及娱乐等公共场所，一定要定期组织人员进行排查，严格监控卖淫嫖娼、吸贩毒等违法行为，从而切
断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

3.3. 搞好学校艾防知识宣传，建立健全性健康教育机制
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工作的重要场所还是在学校，学校不仅要教书，还要育人，面对青少年中艾滋
病感染率逐年增加的趋势，不得不引起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采取必要的措施处置。一是转变观念，面对
我国青少年艾滋病传播问题的日益严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应充分意识到在学校开展青少年艾
滋病预防教育的必要性，应改变长期以来重应试教育、轻思想道德和综合素质教育的工作思路，增强青少
年艾滋病预防教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应按国家要求在中小学和高校的教学计划中纳入防艾教育内容，提
出工作目标，并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和工作任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建立健全学校青少年艾滋病
预防教育工作领导机制，落实各级领导的工作责任，使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工作能够真正有计划、有组
织的开展起来。二是注重师资培养。教育部门可以采用办培训班的形式对中小学教师进行艾滋病预防教育
轮流培训，提高教师在艾滋病预防教育方面的能力，争取为所有中小学都培养出能够承担艾滋病预防教育
工作的教师骨干；在师范院校中开设艾滋病预防教育课程，使未来的教师们提前掌握艾滋病预防的相关知
识，为将来承担学校艾滋病预防教育工作打好基础。三是开展形式多样的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宣传活动，学
校艾滋病预防教育应注重教学方式和教学效果，应根据不同阶段的学生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避免流
于形式。对于中学阶段的学生，可采用专题讲座、主题班会、同伴教育、校园广播、墙报板报、知识竞赛
等多种形式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对于大学阶段的学生，可采用选修课、专题讲座、同伴教育、网络教育、
校园广播、报刊专栏、知识竞赛、咨询活动等形式进行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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