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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都需要重视艾滋病防治教育 
 

顾明远 

 

 

 

———————————— 

注：2006 年 12 月 23 日，中国科技会堂，著名教育家、中国

教育学会会长、青爱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顾明远在“中国青少

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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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许嘉璐副委员长、 

尊敬的张怀西副主席、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各位来宾、朋友： 

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教育学会热烈欢迎大

家来参加这次会议，许多朋友抽出宝贵的时

间，有的是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共同商讨学校

艾滋病防治教育和性健康教育的大计。我要代

表中国教育学会感谢组织这次会议的承办单

位以及对这次会议提供赞助的企业。 

教育是一件重要的事业，是人类文明传承

的活动，教育关系到民族的命运、人类的未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

教育工作，把教育优先发展作为国策，放在重

要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再一次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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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工程，作为建设和谐

社会的主要内容。 

2006 年 7-11 月，温家宝总理连续召开了

四次座谈会讨论教育问题，对教育工作发表了

重要讲话，这一切说明我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对

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教育界要认真学习和领

会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精神，为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没

有教育的和谐，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没

有公民素质的提高，也难以建设和谐社会。 

当前教育的热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教育的公平问题，二是素质教育的问题。关

于教育公平问题，这是政府的责任，国家正在

采取各种措施缩小地区的差距，从明年开始农



 

   - 4 - 

村地区将全部实现免费教育，教育投入将向西

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各地区也在想尽各种办法

促进教育的发展，当然问题不可能马上解决，

正在向均衡方向发展。 

关于素质教育的问题，这应该是我们教育

部门和每一所学校应该付的责任，是学校发

展，提高教育素质的主要内容，是每一个工作

者和每一名教师都应该研究和改进的问题，前

面实行素质教育，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样的

人，怎么培养好人的问题，要改善和完善教育

内容的方法，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使我们青少

年都能够生动活泼、健康的成长。没有爱就没

有教育，教师要把无私的爱献给每一个孩子，

这种爱不是一般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一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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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爱，对人类的爱，对我们下一代的爱，

爱孩子就是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健康成长，但

是一种侵害全人类的疾病正在蔓延，危害着人

类的生存，危害着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全，这就

是艾滋病。我们不能对此熟视无睹，我们要行

动起来，阻止艾滋病对青少年的侵害。 

艾滋病的防治教育，党和国家都十分重

视，胡锦涛主席指出“艾滋病防治是关系我中

华民族素质和国家兴旺的大事，要动员全社会

从教育入手”。国务院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

例》更加具体规定，县级地上的政府、教育主

管部门，应该将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将艾滋

病列入主要知识，高等院校和普通中学应该组

织学生学习艾滋病防治的知识。前不仅温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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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还亲切的接见了艾滋病患儿，和他们一起

观看文艺演出，这都说明党和国家对艾滋病的

高度重视。但是落实还不够理想，由于学校教

育存在着沉重的升学压力，艾滋病教育、性教

育常常被学校、家庭忽视，因此需要制造理论，

让全社会都要重视防治艾滋病的教育。同时还

需要有机构、组织推动这项工作。 

中国教育学会是教师个体和政府的之间

桥梁，它承担着经营科学研究和教育改革的职

能，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科学规划中就有

一个重点课题，就是用电影课进行学校艾滋病

防治教育和性健康教育的应用研究，这就是想

积极调动学校教师的资源，来落实多党和国家

领导人关于艾滋病防治教育的知识，和《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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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防治条例》的规定。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教

育学会共同发起青艾工程，与电影课互相配

套，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教育学会的合作，是

把社会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结合起来，这种结

合一定会推动全社会关心艾滋病防治工程。今

天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包括政

府的、人大的，还有社会各界名人、学校以及

艾滋病教育非盈利机构的朋友们，还有来自大

洋彼岸的美国，有来自海峡两岸，有 70 多岁

的老人，还有 20 多岁的风华正茂的朋友，我

们欢聚一堂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

的后代健康成长，我们要忽视全社会都共同关

注青少年青艾工程。我代表中国教育学会，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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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的希望通过青艾工程，表达我们对青年一代

的爱心和责任，也希望通过青艾工程，促进中

国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谢谢大家！ 

 

注：许嘉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进中央主席、青爱工程总顾问 

    张怀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

席、青爱工程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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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性教育势在必行 
 

顾明远 

 

 

 

———————————— 

注：2011 年 8 月 20 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著名教育家、中国

教育学会会长、青爱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顾明远在“青爱五

年·誓师大庆”活动上的讲话。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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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严隽琪副委员长，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老师、朋友们： 

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举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这是关系到青少年健康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民

族未来的问题。过去我们一提起性教育，大家

都回避这个问题，认为这是很敏感的问题，见

不得阳光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

的，任何动物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有性的要

求，人类也需要生殖，但是人类是高级的动物，

是有理性的动物。人的性行为当然与动物有本

质的不同。它不仅是一个生理行为，也是一个

道德行为。因此，给适龄儿童进行性健康的教

育，使他们获得性健康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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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以前，恰恰就是在一百年以前，1911

年，鲁迅在这家二级师范学校教书，就曾经给

学生讲过生殖的问题，生殖的知识。在那个封

建时代，还讲生殖知识。在我们这个现代化的

时代，反而不敢讲了。 

 周恩来总理，在上个世纪，1959年，就提

出过要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但是没有得到社

会的重视。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的时候

了。现在的青少年，生理、性成熟已经提前，

但心理上很不成熟。因此存在着生理和心理的

差距和矛盾。再加上现在媒体不断地反映男女

两性关系，因此不明事理的青少年也容易犯错

误。少女怀孕堕胎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据卫生

部统计，全国艾滋病患者里头就有不少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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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个学校如果有这么一名患艾滋病的学

生，这个学校可以说鸡犬不宁。 

 前几天，就是 8 月 9 日，中央发布了《中

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1-2020 年》在发展领域主

要目标和措施当中，既有专门一条：提高适龄

儿童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普及率。因此，开展性

健康教育是利国利民，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大

事，要引起各界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重视。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青爱工程

的，青爱工程全程是中国青少年防治艾滋病教

育工程，这是一项爱心工程，所以叫青爱工程。

据卫生部统计，全国现在已经有艾滋病患者七

十万人，其中有一部分是青少年，而且有增长

的趋势。因此对艾滋病的及早防治，要预防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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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病，就要进行性健康的教育。 

 我们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慈善总会合作

五年了，也得到了民进中央的大力支持。从 06

年启动，到今年，整整五年。通过各种方式进

行。我们提出来要学校建设青爱小屋。我们原

来计划在一万所中小学建立青爱小屋，推动学

校开展防艾、性教育、心理健康及慈善教育。 

 五年来，我们已经在 17 个省市，200 多所

中小学、幼儿园建立了青爱小屋（心联小屋）。

心联小屋是在汶川地震以后，对青少年进行心

理辅导、心理援助而成立的。通过几年摸索试

点，总结出了青爱小屋这种模式，较好地改变

了学校开展青春期教育、防艾教育、心理健康

及慈善教育的问题。建立一所青爱小屋大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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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5万元人民币。小屋的配备有必要的仪器设

备、图书资料，由学校心理健康老师来负责，

聘请校内外志愿者参加，对学生进行艾滋病防

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在家长当中，在社会

上，宣传对青少年的关爱、艾滋病的防治和性

教育的知识，消解“谈性色变”的主力。 

 经过五年试点，我们觉得青爱小屋这种形

式比较新，理念也比较新。 

第一是长期性，有了小屋就有了基地，能

够坚持，能够积淀，能够发展。 

第二是开放性，可以动员各种资源，政府

的资源、社会的资源、家庭的资源，可以与计

生部门、妇联等部门对接。 

第三是规范性，我们为小屋设计了十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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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功能和规章制度，学校按照这些规章制度开

展工作就能取得成效。 

 青爱工程是一项慈善事业，是爱心工程。

五年来，得到各位党政领导、各位爱心人士、

校长、老师和家长们的关心和支持。为此，我

代表中国教育学会感谢大家！特别要感谢民进

中央主席严隽琪副委员长，专程赶来参加这次

大会和大庆基地的揭牌仪式。感谢各部委、各

省市的领导出席本次会议，这是对我们很大的

支持。得到你们的支持，我们开展这项工作都

会有更大的信心。 

 大庆市委市政府决定在今明两年建立 400

所小屋。大庆油田冠名支持青爱工程大庆基

地，为此我祝愿大庆的模式能够取得成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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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国人做一个样板，将来能够推广。 

    同时我也要感谢大庆市委市政府对这项

工程的支持，对这次会议的支持。预祝会议圆

满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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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