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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摘自由云南省妇联权益部原部长、云南省项目管理协

会副会长、大盈江公益慈善协会项目顾问贺平于 2015 年 1 月

撰写的《云南盈江青爱小屋项目实施情况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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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社会效益比较突出 

    “青爱小屋”项目社会效益比较突出。项

目实施受到学生、老师、家长欢迎，得到当地

党委、政府和社会相关部门、团体的肯定。 

在调研时学生直接反馈出他们对“青爱小

屋”的热爱和对小屋活动的喜欢，参加访谈的

学生异口同声说学校没有“青爱小屋”不行，

对学校有“青爱小屋”感到自豪，一致表示很

喜欢小屋的各种活动，都认为“青爱小屋”让

他们成长了。 

同学们反映：最喜欢小屋的活动是听青春

期知识、未婚早孕、同性恋、禁毒防艾、人生

哲理等专题课；参加交通安全、防地震演练、

防空演习，折纸手工、观影活动；还有做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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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做义工，到敬老院帮助老人，在校园捡垃

圾，清洗整理捐赠的衣物，为困境同学捐款等

活动，心里很满足，感觉到自己很有用；特别

喜欢小屋生理方面的名人名言，《早恋》、《感

恩》方面的书籍，这是课堂和学校图书室没有

的。小屋让我们学习到课本上学习不到的知识，

满足了好奇，性健康知识专业。 

男孩们说：小屋让我们会沟通青春期的心

理想法，很有用，帮助我们成长，对早恋和女

性男性青春期的知识有深入的了解，学会自我

调节情绪和青春期的叛逆心理，如改变了青春

期烦闷就想谈恋爱、学抽烟的行为，对禁毒防

艾知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认识了更多的新

型毒品及其危害，也了解如何与艾滋病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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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感到相互的尊重消除歧视很重要。也

知道了毒品的危害、如何拒绝毒品，知道了早

恋和不清洁的性行为对自己的危害，如何预防

艾滋病，不与社会上有不良行为青年为伍，还

可以向他们宣传毒品与艾滋病的危害和怎样预

防的知识。 

“知道了爱一个人，就要对她负责任，要

等自己成长，有能力就是要有了稳定的收入，

有建立一个家庭的条件才考虑谈恋爱。” 

“小屋活动让我知道要有责任心，吸毒违

法的事不能做，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完成

学业，尊重同学，孝敬父母。我喜欢当志愿者，

喜欢志愿者的活动后让我有一颗乐于助人的

心，很快乐，愿意无偿献血，死后捐器官，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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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老人等活动。参加小屋活动让我们感到自己

长大了，懂了很多事。” 

女孩们说：参加小屋活动让我们知道了青

春期知识，知道如何与异性交往，学会与异性

相处的原则，能懂得很多家长不懂也不敢讲的

知识和道理，我们很骄傲自己成长了。在访谈

的 11名女生中，其中有 4 名女生碰到了男生的

追求，她们都会正确处理了，有的请朋友带信，

有的请朋友陪同当面向男同学说清楚。女生们

认为，女生讲通了，让男生想通了，事后大家

就会很自然的做同学，也能正常沟通和讲话，

就没事了。 

女孩们说：小屋活动改变了我们，过去在

我们发育阶段，男生笑话，女生不敢穿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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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热天也总罩着又宽又厚的校服，参加小屋课

程学习和活动后，男生不笑我们了，理解女生

了，我们也认识了女性青春期科学知识，敢穿

薄衣服了，很快乐，我们将这些知识告诉同村

的伙伴，她们很羡慕我们学校有“青爱小屋” 可

以学习这么多课堂上没有的知识。 

女生们认为，通过参加小屋活动，对“人

生怎样选择、怎样做人”有了主见，知道自己

的路自己走，要对自己的事负责，要尊重别人。 

女生们很高兴地说，通过小屋的学习活动，

我们会和家长沟通了，与家长有了共同的话题，

我们用在小屋学习的知识与家长讲，感觉自己

更牛，我们将青春期知识与母亲沟通，妈妈们

认为老师讲的好，老师教孩子们这些知识使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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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们感到高兴和轻松，家长也很高兴听这些知

识，有的家长还羡慕我们在这阶段就能学习这

些知识，她们在这个年纪没有人教，很支持我

们学习，很愿意与我们交流这些知识。 

学生志愿者骨干说：承担志愿者的队长，

学会了责任，学习带团队，当队长自己要带头

学习好，要以身作则，还要组织团队开展活动，

有些累，但很高兴，因为有了收获，能力提升

了。如获得了组织活动的经验，加强了自信心，

责任心，有正义感，以前在人前不敢讲话，人

多不敢上台，现在上台脸不红，心不慌，号召

同学很胆大，声音也大。在责任感方面，做事

态度认真了，听课专心，学习认真了，自己会

给自己压力，感到责任大，事情多，另外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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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代表要做表率，做标杆，时时事事想着带头

作用。 

学校老师反映，自从学校有了“青爱小屋”，

学生变得讲礼貌、守纪律、有爱心、有责任心，

校内风气明显改变，老师认为小屋对自己的帮

助和改变更大。 

家长们说：学校有“青爱小屋”后娃娃们

懂事多了，有礼貌，有爱心，女孩会跟我们家

长沟通女孩发育的知识。“青爱小屋”老师到

村子来办家庭教育等知识讲座，我们很喜欢，

我们家长也明白了好多事理，特别是知道了家

长是孩子的第一个教师，学校是第二老师，爹

妈给孩子第一个成长环境，爹妈的好行为和不

好的行为都会对孩子有直接影响。教育娃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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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大人做起，只靠学校不行。我们家长希

望这样的活动继续做下去。 

县教育局长评价说：“青爱小屋”专责教

师的课，专业化、系统化，教学活动方法比较

科学，对学生很有益。 

    团县委书记说：“青爱小屋”开展的活动

对学校教育活动和促进学生的转变有很突出的

作用，“青爱小屋”学生志愿者们积极参加、

团委组织的社会环境卫生保护活动，救灾、救

助等活动，协会一号召就来 200 多名，在我们

县影响很大。    

    县委副书记认为：盈江县“青爱小屋”项

目工作探索了一条在边疆地区、山区、多民族

地区学校开展帮助青少年树立艾滋病防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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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接受健全的性健康教育，养成完整人格的

教育方式，项目形成的模式和工作经验可广泛

覆盖和推广。 

德宏州关工委主任评价说：“青爱小屋”

项目的实施为德宏州盈江县的禁毒防艾工作锦

上添花，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活动弥补了学校

教育的空白点。 

    二、项目具有了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 

    项目具有了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主要表

现为：一是盈江县“青爱小屋”项目标杆点成

功建立，“十个一功能”基本到位；二是“青

爱小屋”教师和学生骨干队伍初步形成；三是

项目已经实现以县为区域，以学校为依托，纳



 

   - 11 - 

入县教育局学校德育和安全工作的行政管理体

系。 

    建立项目标杆点，践行“十个一功能”项

目目标。 

    经过两年的努力，设置在盈江县第三初级

中学的 000284 号青爱小屋，成为盈江县“青爱

小屋”标杆，“十个一功能”基本到位，该小

屋专责老师受到团县委、县教育局和大盈江公

益慈善协会的表彰，成为培训其他专责老师的

骨干。三中的校长等领导和其他老师都成为小

屋老师志愿者骨干，在带动全县“青爱小屋”

教师落实“十个一功能”行动方面起到了榜样

的作用。 

盈江县第三初级中学的 000284 号青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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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按照 “牌、房、师、书、课、社、影、讲、

家、功”的“十个一功能”要求努力探索小屋

在学校的实践。 

在“牌“字功能上，建立了学校的“青爱

小屋”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由学校校长，副

校长和教导主任组成小屋领导小组，专责老师

和志愿者骨干老师都是工作机构成员。制定了

小屋在学校的管理规定，工作程序，以及开展

预防艾滋病，进行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开展慈

善和感恩活动的工作计划。 

在“房”字功能上，学校安排了一间活动

室，配备了相应的电脑、教学电器设备，提供

了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的影碟、书籍、教材，布

置了心理交流小角落，学生心愿和手工展示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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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建立了小屋工作档案、资料库，制定

了同学活动时间和小屋管理制度。 

在“师”字功能上，落实学校思品德老师

为小屋专责老师，动员学校生物、化学、美术

老师为小屋活动志愿者骨干老师，所有班主任

都是小屋活动志愿者老师。现在盈江县三中有

专职教师 70人，已有 3名校领导和 4名专责老

师组成的“青爱小屋”7 人核心骨干队伍，有

“青爱小屋”教师志愿者骨干 15人。小屋主要

专责老师聂老师勇于实践探索“青爱小屋”活

动在学校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的方式方法，

已成为盈江县“青爱小屋”专责教师的技术骨

干老师，可以对全县“青爱小屋”专责老师开

展工作培训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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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字功上，目前盈江县第三初级中

学 000284号青爱小屋已建立专有的书架，配置

了艾滋病防治、性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

公益慈善相关的教材、读本、参考书，并不断

逐步地积累相关书籍。同时组织学生志愿者骨

干为阅读带头人开展艾滋病防治、性健康教育、

心理健康书籍的读书与讨论活动。 

在“课”、“影”、“讲”字功上，学校

建立了以“青爱小屋”活动计划为主的学生性

健康教育活动机制，倡导和推动了“男孩女孩

不一样”，“女生的悄悄话”、“男孩的青春

期护理”等讲座活动；开展以性健康和禁毒防

艾为主的观影和心得交流活动；组织全校开展

“青爱小屋”主题班会活动，把性健康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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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防艾渗透到不同年级学科及班主任工作当

中，将相关工作纳入学校常规的教育计划之中。 

在“社”、“家”、“功”方面，学校正

在努力的探索和实践中，目前三中已在八年级

和九年级建立了“青爱小屋”学生志愿者组织，

有学生志愿者骨干 xxx名；学生志愿者积极参

与“青爱小屋”主题班会，读书和观影的活动

以及和大盈江公益慈善协会组织的救助困境学

生，关爱老人，倡导环境保护等方面活动，学

习做公益、做慈善。学校领导将“青爱小屋”

进家庭、进社区宣传性健康知识，宣传禁毒防

艾纳入学校家长和社会工作计划实践。  

 

注：2012 年 11月 1日，青爱工程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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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盈江公益慈善协会合作建立“青爱工程盈

江工作站”，编号:002号。现已在盈江县、梁

河县 42所学校援建青爱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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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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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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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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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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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