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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几年，我国每年新报告青年学生 HIV/AIDS 维持在 3 000 例左右，备受社会关注。本文

就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流行特点和预防教育工作的薄弱点进行分析，并就推进学校预防教育工作提
出若干思考，同时通过本期重点号分享广州地区基于自我分类理论设计青年学生性健康和 HIV 感染

风险评估干预微信小程序（
“熊探”
），利用“熊探”帮助青年学生直观感知自身风险程度及其具体问题

所在以及提供个性化干预的经验，以期为全国各地更好地落实新时代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目标
和任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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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nnual number of newly reported HIV/AIDS cases in young
students remained to be 3 000 approximately, which has arisen a serious social concer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n the epi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AIDS in young students in China and the
weak points in preventive health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s on promoting the
preventive health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introduces a WeChat applet for sexual health and HIV
infection risk assessment in young students, which is called "Detective Bear" and developed based
on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in Guangzhou to help young students to be aware of their own risks
and specific problems and provide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 for the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AIDS
prevention health education in school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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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每年新报告青年学生 HIV/AIDS

［3］
施方案（2019-2022 年）》
（
《方案》
）
，教育部和国家

维持在 3 000 例左右［1-2］，备受社会关注。国家高度

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学

健康委员会等十部委联合印发《遏制艾滋病传播实

校艾滋病预防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目标和新要求。

重视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2019 年国家卫生

［4］
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的通知》
（《通知》）
，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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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提出了预防控制艾滋病传播六大工程，其中
之一是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程。
《通知》则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校认真落实学校预防艾滋
病教育工作，青年学生防护意识有所增强，青年学
生艾滋病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但
目前教育工作仍存在着部分地区和学校对防控工
作重视不够，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学生自我防护
意识、知识、能力不足等问题，学校艾滋病预防教育
工作任重道远。本文就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流行
特点、预防教育工作的薄弱点进行分析，并就推进
学校预防教育工作提出若干思考，以期为全国各地
更好地落实新时代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目标
和措施提供参考。
一、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流行特点

1. 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处于低流行水平，但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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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容易受到不良影响，艾滋病的感染风险随之增
加。其脆弱性主要体现在：

（1）开放的性观念和性行为：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2 月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结果显

示，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开房或同居、一夜情或约

炮等偶遇性行为的接受度分别为 64.58%、71.83%

和 21.65%；性取向呈多元化，异性恋、双性恋、同性

恋 和 泛 性 恋 分 别 占 77.28%、8.92%、4.25% 和

1.22［7］。2015-2019 年全国 31 个省份共 67 个青年

学生哨点监测则显示，青年学生首次发生性行为年

龄以 19 岁为主，曾经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为 7.00%~
9.00%，最近 1 年与临时性伴、商业性伴、同性性伴

发 生 性 行 为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1.59%~1.82%、0.19%~

0.33% 和 0.19%~0.23%［5］。

（2）对艾滋病相关知识、HIV 感染风险及安全

增长和低龄化趋势：据疫情分析 ，2010-2019 年我

性行为的认知不足：许多学校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

报 告 病 例 从 2010 年 的 794 例 上 升 到 2019 年 的

害、学校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方式、新型毒品对艾滋

［2］

国新报告青年学生 HIV/AIDS 共 23 307 例，每年新

3 422 例，疫情变化趋势分 2 个阶段，2010-2015 年

率达不到国家考核要求［8］，尤其是对艾滋病的危
病的影响等风险问题的认知正确率尤为低下［9］。

呈上升趋势，2015-2019 年趋于平稳；以男性为主，

虽然青年学生安全套使用率逐年上升，首次性行为

22 岁为主，2010-2019 年各年龄段均呈上升趋势，

2019 年 的 75.81%，上 升 幅 度（20%）超 过 了 2010-

男女性别比达 33.9∶1（22 640∶667）；年龄范围 18~

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从 2015 年的 54.99% 逐年上升至

其中 15~17 岁组上升最快；感染途径以男男性传播

2015 年（13%）；最近 1 次和最近 1 年与各类性伴发

非商业性行为为主，且报告数逐年上升；男学生疫

的趋势（上升幅度波动在 20%），但不同种类性伴使

为主（80.0%），男性与女性的异性性传播均以非婚

生性行为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均呈逐年上升

情报告以 HIV 检测咨询（VCT）为主（46.6%），女学

用安全套的比例存在差异，总体上固定性伴高于临

全国哨点监测数据显示，2010-2019 年青年学

水平极低，即使有性行为的学生检测率也不超过

生以医疗机构为主（52.3%）。

生 HIV 抗 体 阳 性 率 在 0.05%~0.09% 波 动 ，2015-

2019 年保持在稳定低水平状态［5］。此外，2014 年全

时性伴和商业性伴，最低为同性性伴［5］。HIV 检测
12%［10］；国内一项 Meta 分析［11］显示，MSM 学生 HIV

检测率为 44.3%，虽远高于学生总体水平，但与《中

国 8 个大城市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18~20 岁 MSM

［12］
中高危
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

MSM（6.2/100 人年） 。

70% 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中，HIV 新发感染率为 8/100 人年，高于 21~25 岁的
［6］

目前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处于低流行水平；虽

人群接受艾滋病检测并知晓检测结果的比例超过
（3）活跃的互联网交友行为：一项全国 8 771 人

然近 5 年整体疫情上升趋势有所减缓，但 15~17 岁

参与的互联网交友行为调查发现，发生过网约性行

性传播有快速的上升期，但男性与女性的非婚非商

占 62.03%，本人或性伴发生意外怀孕约 3%，遇到

组新发现率仍呈上升态势；异性性传播虽不像男男
业性传播均以相对较慢的速度逐年递增，低年龄组
学生和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问题不可忽视；男学
生仍是受艾滋病影响最大的人群。

2. 我国青年学生感染 HIV 的脆弱性在增加：目

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新时
期，人们性观念改变巨大，愈趋自由、开放、多元。
青年学生由于处于成长期，心智尚未成熟，性心理

为者占 13.4%；网约性行为者当中，15~24 岁青少年

感染 HIV/STD 问题约 4%；多性伴现象较常见，自报

最近 1 年 1~5 和 6~10 个网约对象的分别有 766 人

（65.08%）和 102 人（8.67%），还有 39 人（4.76%）网

约对象数超过 20 个［13］。尤其是 MSM 青年学生的线

上社交网络更为活跃，有调查发现 MSM 青年学生
中，借助交友软件寻找性伴占 55.9%［14］。近几年大

学生，甚至中小学生用手机或电脑设备，通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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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与性相关的文字、语音、照片或视频交流互动

（
“文爱”
）现象愈发多见。广东省调查显示，37 所

高等学校的 45 392 名青年学生当中，发生过“文爱”

行为者占 4.1%

［15］

。

二、我国青年学生人群艾滋病预防教育工作的

薄弱点

1. 教育责任落实不到位：早在“十二五”期间，

我国就对各类学校的艾滋病预防教育计划、课时、

师资和教材提出了要求。然而，一项覆盖 15 个省

几十所高校的调研显示，能全面落实有关要求的学

校寥寥无几，普遍未制定教学计划，缺乏师资，课
［8］

时、教材得不到保证 ，未能有效发挥课堂教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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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的思考

1. 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

道作用，保证教育全面可及：学校是青年学生预防
艾滋病教育的重要阵地。对此，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应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加强督导考核。各级学校应

认真落实《方案》和《通知》精神，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做到责无旁贷；主动对照国家有关政策要求，查
找和改进存在问题；真抓实干，使教育工作形成常
态，形成机制，形成氛围；保证计划、课程、师资和教

材的四落实；有效落实初中学段 6 个课时、高中学
段 4 个课时、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不少于 1 个

课时教育，抓好入学新生预防艾滋病第一课；保证

一主渠道作用。

教育覆盖率，保障每个学生都有获得教育的权利。

除了传播知识、信念，更要促进知信行合一。我国

性：学生身心发育程度不一，HIV 感染风险的影响

2. 教育效果不佳：艾滋病预防教育内涵丰富，

学生知识和风险认知不足、知行分离、知而不信、信

2. 教育做到普适化、个性化，提高教育的有效

因素较为复杂［16］。加强分类施教，增强青年学生对

而不行问题严重［8］。究其原因，主要是众多学校的

感染风险的自我感知力，有效提高自我防护的主观

课堂教育模式较为单一，多以知识单向灌输为主，

能动性，极为重要。同时，新时代的青年学生思维

缺乏互动性、趣味性，且内容空泛，目标混沌，尤其

独立，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

是对于心智发育程度不一的学生，未能做到分类

他们相信事实，不愿意被动地听空洞的灌输。因

施教。

此，一是应针对处于不同心理、情感、行为阶段的学

3. 安全行为促进缺乏支持性环境：调查显示，

我国青年学生安全套使用率和 HIV 检测率低的原

因，除了学生普遍低估自身感染 HIV 风险且缺乏做

生群体，加强开发不同的教育方案和教材；二是在
教育形式上，应大力创设双向/多向交流、互动平
台，尤其是充分发挥同伴教育作用，用精心设置的

出合理决定的能力或付诸行动的能力之外，许多学

场景，让青年学生身临其境，用同伴影响同伴，引发

校对推广安全套使用存在顾虑，宣传不足，且与疾

积极思考和进行技能训练；三是在教育内容上，应

控和计生等专业机构缺乏合作，安全套发放设施与

加强疫情和感染案例宣传，通过警示性教育，让青

［16］

检测服务便利性低

。

4. 互联网预防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目前，

普遍存在网络不良性信息较为泛滥的现象，陌陌、

年学生感知艾滋病就在身边，同时懂得哪些是危险
行为、如何避免、应对和改变危险行为。

3. 着力安全行为促进，营造促进安全套使用和

探探、Bluded 等网络社交软件匿名、成本低、便捷，

检测行为的良好氛围：艾滋病预防教育的核心目标

使得青少年提前或较早获取不良性信息，更容易发

是预防新发感染。推广使用安全套和促进检测是

生偶遇性行为。然而，在青少年性觉醒提早的同

预防艾滋病新发感染的重要策略［17］。改变危险行

时，性安全和性责任的知识却没有因为互联网的便

为，养成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和主动寻求检测等安

捷得到足够的传播和普及，信息不对称、不平衡使

全行为的影响因素复杂。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人

网约性行为的安全风险隐患远远高于传统性行为。

可通过其社交网络进行观察和人际沟通习得行为。

5. 性教育跟不上青年学生性观念开放的步伐：

在我国，一边是青少年渴求了解性知识、对性跃跃

欲试，另一边学校、家长、社会对青少年性教育普遍
讳莫如深，甚至抵触性教育。当年性教育缺失的一
代家长未能担负起孩子性教育启蒙的责任。调查

显示［7］，即使到了大学阶段，只有 52% 的同学曾经
在学校里接受过性教育；57% 的大学生从来没有和
父母谈论过“性”。

有研究显示，同伴压力是发生高危性行为的危险因
［18-20］
，有 超 过
素 之 一（OR=6.97，95%CI：4.24~9.69）

10.0% 的青少年认为存在同伴压力促使高危性行

为发生，超过 45.0% 的青少年认为同伴压力无法拒

“ 象与骑象人”积极心理学理论则认为，令行
绝［19］。
为改变困难，看似是人的问题，实际是情境环境问
题［21］。由此可见，要促进安全套使用和检测行为，
就应高度重视营造支持性环境。为此建议，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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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加强合作建设、优化安全
套发放和检测服务点，服务点做到便利、隐蔽、环境

· 1915 ·

练学生尤其是 MSM 的决策技能，让学生有能力对

吸毒、不安全的性行为等不良行为说“不”，对恋爱、

布置温馨，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另一方面创设与学

交友做出明智的决定。在教育内容上，做到分类施

生文化和环境相适应的同伴教育活动，激发青年学

教，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教育以及低年龄组、性态

生防艾社团及志愿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度较保守的学生时，应着力安全行为养成教育，抓

帮助同伴识别易感染 HIV 行为，提高安全套使用和

好性道德、性责任、预防和拒绝不安全性行为技能

4. 针对青年学生高度依赖互联网生活学习娱

着力减少危险行为发生教育，促进安全套使用和检

检测意识和行动力，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

乐的特点，加强互联网+艾滋病预防的开发应用：有

研究显示，大众传媒与新媒体所传播的具有性诱导
影像增加了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可能，尤其是发生

高 危 性 行 为 的 可 能 性 增 加 1.23 倍（95%CI：1.13~
3.12）

教育；面向性观念和性行为开放的重点人群时，则
测。另外，有研究发现，亲子间交流 STD 话题可增

加 子 女 对 艾 滋 病 知 识 的 了 解 与 掌 握（r=0.195，P<

［33］
0.01）
，学校可积极利用家长课堂帮助当年性教

育极度匮乏年代成长起来的家长们补习性知识。

［19，22-23］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既会增加艾滋

病感染风险，也是艾滋病预防教育的良好工具。实
践探索证明，数字游戏用于青年学生艾滋病教育具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家庭的寄

托。青年学生一旦感染 HIV，需要终生服药，不但

自身身心都会受到疾病折磨，还会影响家庭幸福、

有巨大的潜力［24-25］，应加强在全国各地学校的推广

影响社会稳定，加强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具有重大

应用。近年来，我国各地许多学校积极利用网站、

意义。近期，全国不同学段校长、首届全国中小学

“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和网络直播平台等形式

和高校健康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发出《校园抗

开展宣传教育干预，但鲜见符合学生偏好的交互式

［34］
艾防艾倡议书》
，期待未来各级学校能切实落实

数字游戏。本期重点号分享广州市数字化游戏探

《方案》和《通知》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着力薄弱

索——基于自我分类理论设计青年学生性健康和

问题，不断优化和创新与青年学生心理行为相适应

HIV 感染风险评估干预微信小程序（
“熊探”
），不仅

的教育模式和方案，艾滋病预防教育工作能取得良

帮助学生直观感知自身风险所在，包括自我分类是

好成效，让每一位青年学生远离艾滋病。

否正确、知信行认知处于哪个水平以及误区是哪

利益冲突

些，同时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干预处方，还可帮助学
生对知信行误区进行自我学习和纠错，以及获取安
全套、检测等干预服务的链接，经验值得借鉴［26-30］。
此外，对于在日新月异的网络环境中现阶段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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