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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总理批示，促进爱的教育。 
 

顾明远 

 

 

 

———————————— 

注：2015 年 2 月 8 日，全国政协礼堂，著名教育家、中国教

育学会名誉会长、青爱工程首任领导小组组长、青爱教育基

金会终身名誉会长顾明远在“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本文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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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下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李克强总理和刘延

东副总理关于《万间小屋，万方福田，关注青

春期性健康教育，支持青爱工程》一信的批示

精神，我想谈点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向李克强总理写这封

信？主要是看到近几年来我国艾滋病发病率

有增无减，而且己经蔓延到青少年人群。如果

说，前些年艾滋病发病主要由血液传播，那么

近些年的发病主要通过性传播。据卫生计人委

员会公布，2014 年，90%的新增艾滋病感染者

是通过性传播。广州四十所高校都检测出感染

者，其中一所检出十多人。四川大学艾滋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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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的报告指出，从四川省各级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了解到，“没有哪所大学能够幸免”。

去年西安市报道，该市累计检出学生感染者

300 例。其中，同性性传播的比例很高。要抑

制艾滋病的蔓延，需要从源头抓起，从基础抓

起，即加强青少年性健康教育。 

我国共有公私立学校 60多万所，在校儿

童青少年有三亿人，每年有 2000万少年进入

青春期。现在的青少年性成熟较早，再加上各

种媒体传播有关性的信息，使不少青少年进入

性的误区，发生许多不该发生的事件。据人口

协会公布，我国每年堕胎 1300万人次，平均

每小时 1500人次，大学生为高发人群，十来

岁低龄堕胎的个案累见不鲜，而家长百分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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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知情者；另外，近年以来性侵事件多

有发生。出现这些问题，与我国青少年性健康

教育缺失有关。 

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

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关系到

我国人才的素质，关系到青少年个人一生的生

治。因此，老一辈的教育家、党的领导人都十

分关心青少年的性健康教育。早在一百多年

前，鲁迅在 1911 年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

就向学生讲授生殖系统。上个世纪 20 年代，

我的岳父周建人就在《妇女杂志》上发表“教

育与性教育”的文章。并且还介绍西方珊格尔

夫人的《我之子的性教育》一书，希望父母都

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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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关心

青少年性卫生教育的问题。1963 年 2 月 22 日

至 3月 8日卫生部召开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

期间(制订卫生科研十年规划)，周总理特地召

集部分医务人员明确提出：“医务工作者一定

要把青春期的性卫生知识教给男女青少年，让

他们能用科学的知识来保护自己的健康，促进

正常发育。”1964 年在北京市大学生毕业分配

动员会上，他公开倡导，并以自己在南开中学

的切身体会现身说法，提出加强性教育。在“文

革”期间，1973 年 4 月 13 日，周总理还派吴

阶平到北京市教育局了解性教育开展情况。可

见周总理对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关心，也说明

性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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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感到现在许多父母和老师受传统

观念的影响，对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不重视、很

无知，认为是敏感问题、神秘问题，使得这项

教育推广起来有顾虑。60 年代初周总理就说：

“青年懂得生理卫生知识很重要……现在封

建思想在这方面的影响还很大，把来月经叫

‘倒霉’，怀孕害羞，说到生殖器官、性的问

题就脸红，在小学、中学应当介绍这方面的知

识。”其实，性教育还不光是要让孩子知道这

些生理知识，还应该教会他们怎么处理青春期

的性冲动，怎么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你不告

诉他们正确对待，他们私下自作主张，就容易

出乱子。报上不是时有报导十四、五岁的女孩

就堕胎；还有一则消息是 12岁的一对男女同



 

   - 7 - 

学因放学早了，到旅店开房，幸好被旅店老板

制止了；少女受到性侵害的事更是时有发生。 

 现在许多人之所以对性健康教育有顾虑，

实质是对性健康教育的意义、内涵不甚了解，

误解很深，想当然。似乎一讲性教育就是讲性

爱，觉得难以启齿。其实性健康教育不只是性

生理的问题，更是道德问题、心理问题、社会

问题、法律问题，是让青少年了解人类繁衍、

健壮发展、保护自己的问题。要在青少年了解

生理心理发展的基础上，教育他们尊重异性、

保护自己、遵守道德、遵纪守法、担当责任。

外国发达国家很重视性健康教育，如瑞典等国

不仅教育学生懂得性知识，而且教育未成年青

少年避孕的方法，所以性健康教育的内容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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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 

第三，我们十多年来也摸索到一些经验。

2006 年，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简

称青艾工程，后改为青爱工程）启动。这是由

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教育学会共同创办、民进

中央支持的慈善教育项目。2011年变更到中华

儿童慈善基金会，以青爱工程专项基金形式运

作。2014年，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在北京正式

成立。青爱工程借鉴“希望小学”模式设计的

青爱小屋，已经发展到 20 个省市 500 多所大

中小学幼儿园。 

青爱工程不是盖房子，而是依托学校，在

有意愿、有条件的大中小学幼儿园合作共建青

爱小屋。青爱工程在设计上，充分考虑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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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特点，在一些核心理念上坚持洋为中

用，古为今用。帮助领导、师生、家长、社会，

共同拓展一个爱的空间，形成一个基本共识与

工作机制，它提出来“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性

教育是主战场”。 

其实，青爱工程在做的一件事情，是进行

一个社会动员。提供一个方法，让大家能够有

序地参与进来。它考虑的因素，不单是学校里

面，或者课堂上的问题怎么解决。而是让家长、

领导也有参与机会，并在参与的过程中，消除

误解。转而出钱出力，支持学校开展工作。大

家形成共识、形成合力，这件事情解决起来并

不难。大道至简至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所以成立这么一个青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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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屋，也是出于这个考虑。一屋不扫，何以扫

天下。不谋天下者，不足以谋一隅。这都是辩

证的。 

经过几年来的运作，青爱小屋的建设已经

成为一个长效机制。通过资金投入、师资培训、

资料提供、经验交流、活动指导、物资捐赠等

手段，持续进行爱的陪伴，帮助学校克服惯性，

逐步形成能力、获得实效，不少小屋在校内外

已有较大影响，获得各方认同。 

 例如，江苏省江阴市前年启动青爱工程，

共有 80 多所中小学递交规划和申报书。首批

通过了 10个小屋名额。这 10个小屋起到了带

动一片的作用。全市的学校争相仿效，按照青

爱小屋“牌房师书课，社影讲家功”十个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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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总要求去做建设。所以去年又验收、授牌

了 28个新成立的青爱小屋。 

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2012年成立 6个青

爱小屋，2014 年新增 36个，覆盖全县中小学，

旁边的梁河县还搞了两个。像四川，200 多个

大中小学幼儿园建立青爱小屋或者心联小屋，

形成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成体系的性教育。其

他像在辽宁、大庆、青海、重庆、河南、江阴

南通，也都有成片的小屋试点。有的地方，做

得相当好。 

 可以说，解决问题的“钨丝”，现在已经

找到了。现在的问题是生产多少个灯泡。我们

有个初步的目标，叫做“万间小屋，万方福田”。

希望通过政府的号召，有成千上万所学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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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把这个办法拿过去。我们相信，资源不是

问题。全社会先富起来的人，都愿意种这个福

田。就是还没有富起来的人，大家也会愿意种

这个福田。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希望孩子安

全，不希望受到伤害。 

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可以有多种形式，只要

观念转变了，任务明确了，基层的首创精神是

很可观的。办法在基层，在人民群众中间。例

如在我的家乡江阴市云亭中学，那里建有一个

青春走廊，天花板上装修着卵子、精子的图案、

墙上装有信息技术软件，学生无需和老师面对

面的谈性的问题，学生可以通过软件了解他

（她）困惑的问题。性健康教育也可以和学校

的心理咨询室结合起来。总之，内容是很丰富



 

   - 13 - 

的，形式也可以是多样的。我们开展的“青爱

小层”可以说是一个已经成形的、比较成熟的

形式，值得推广。 

现在比较大的困难，我认为还是统一认

识。今天开这个座谈会，就是希望各方面能够

坐到一起来。大家来到这个会上，说明愿意承

担一份责任，愿意给出一个姿态。这对全国人

民来讲，就是一个信号。说明我们政府支持基

层的学校做这件事，说明我们响应了总理关于

“合理结合”以及“必要一课”的批示精神。 

其次是组织工作。一个县、一个市，一个

省，关键是领导要重视。要把艾滋病防治工作，

和性健康教育，做合理的结合。这样子，资源

可以共享。不然，各搞各的，哪一项都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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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总理批示，指示“合理结合”，我们认

为批得好。不然，教育部门认为，艾滋病防治

主要是卫生部门的事情；而卫生部门认为，性

教育是教育部门的事情。这样子容易踢皮球。 

刘延东副总理批的是“必要一课”。必要

一课怎么落实？还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去年 9月 9号，习主席到北师大，讲“爱

是教育的灵魂”；第二天李克强总理讲政府要

有三个清单，其中就有“责任清单”。必要一

课，是爱的教育，必须要进这个责任清单。所

以作为一个普通的老师，一个一线教育工作

者，我对今天到位的各位领导表示敬意。感谢

你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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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座谈会，各方面的领导都来了。社

会爱心人士也来了。大家坐到一起，共同面对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非常难得。今天这

个座谈会，会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一笔。至于

具体问题，都有办法解决，比如师资的问题，

教材的问题，以及钱的问题，实际上都不是问

题。师资的问题，无非是培训，教材嘛，我们

有很多专家，做了一辈子的艾滋病预防、做了

一辈子性教育，都是现成的。做了很多的试点，

效果都相当好。 

但是怎么推广呢？需要有一个模式，可以

普遍地复制，很容易地复制。所以这十年来，

由于各方面的努力、支持，青爱工程工作团队

的坚持，有一个小屋的模式出来了。虽然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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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完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前期这个

十年的探索，非常的宝贵。 

作为这个项目的创办人之一，我代表整个

工作团队，感谢十年来大力支持这项工作的一

线老师、各级领导，各位爱心慈善家。积善之

家，必有余庆。你们所做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你们付出的辛苦，是光荣的。你们付出了爱心，

你们承担了责任，代表着社会的正能量。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这一项

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工作，一定会很快取得

成效。 

新年到了，提前恭祝大家合家欢乐、万事

如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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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爱工程简介 

 

    青爱工程，是对青少年进行爱的教育。原名“青艾工

程”，全称“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经其首任

形象大使白岩松建议，于 2009年改名“青爱工程”。项目启

动伊始，针对艾滋病防治，青爱工程明确主张：青少年艾滋

病防治，学校是基本面，性教育是主战场。 

    创建“青爱小屋”是青爱工程主推的项目。即是与大中

小学幼儿园共建“青爱小屋”，给学校赋能，帮助学校建立

开展以下五方面教育的能力：防艾、性健康、心理健康、传

统文化及慈善教育。传统文化是 2014 年建议加入的内容。 

五个方面的教育，处理五个维度的关系：艾滋病防治处理两

种生命的关系、性健康教育处理性别关系、心理健康教育处

理身心关系、公益慈善理念培育处理人我关系，传统文化教

育处理我与天地、祖先之关系。 

    青爱工程的 LOGO，是由青少年的青字头，加上艾滋病的

艾字，组成一个责任的“责”字。意在引导青少年建构“我”

与“天下”的关系：天下兴亡，我的责任。这个责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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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要有一个切入点，有一个抓手，即是小屋。这个 LOGO，

周围是五片艾叶，所谓“先有一个圈子，后有一个时代”，

代表社会各阶层携手关心青少年，关心祖国未来。五片艾叶，

象征五星、五环、五行，乃至五个手指，一手托起兴亡之责；

又代表“工农商学兵”及社会各行各业共同关注青少年。 

    在方法论层面，青爱工程主张从小事做起，“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广大青少年，皆是志在天下，但首先要做好

眼前的事，立足现实，“志向要远些，目标要近些；选择要

远些，行动要近些。”中国古人还有一句名言，与前一句相

辅相成，即“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小屋虽是一隅，

若无大局观，小屋也做不好。 

    青爱工程自 2006 年启动，到 2014 年底，已在全国 20 个

省市 500 多所大中小学幼儿园援建了“青爱小屋”或“心联

小屋”（灾区版青爱小屋），基本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

情、与当前中国教育体制相适应的学校性健康教育、慈善教

育的途径，颇受社会各界关注。全国各地积极申报“青爱小

屋”的学校、教育局、文明办、宣传部、计生协、科协等机

构日渐增多。 

    青爱工程最初由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教育学会主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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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央是其支持单位。2011 年进入第二个五年，主办单位之

一由中华慈善总会变更为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简

称中华儿慈会），并在中华儿慈会名下设立了“青爱工程”

专项基金。2014 年，青爱工程在既有框架之下，注册了独立

法人机构——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九、十届全

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担任青

爱工程总顾问。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任青爱

工程首席顾问。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中华慈善总会会

长范宝俊任青爱工程首任领导小组组长。白岩松任首任形象

大使。 

    青爱小屋是永久设施，是慈善机制。体制内外的资源，

都可贡献于其中。通过学校及社会各界的持续关爱、不断援

助，使小屋能力日益成长，社会共识在此凝聚，日积月累，

移风易俗。青爱工程的使命是“促进青少年爱的教育，创建

负责任的社会组织，以良好社会影响回馈捐赠人和支持者，

使爱和善人人可及”。愿景是“万间小屋，万方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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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爱工程办公室 

电话：010-84404273 

传真：010-84404273-804 

E-mail: apepcy@apepcy.org 

网址：www.apepcy.org 

地址：北京朝阳曙光西里甲 5号凤凰城 B1座 3503室 

邮编：100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