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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觉得读本的尺度过
大吗？

A、 太大了。 过于直白。
51.76%

B、比较合适。 认识生殖
器官和其他器官应该是一样
的。 47.87%

C、 说不清， 没看过。
0.37%

2. 对于校方收回读本的
行为，你怎么看？

A、赞成。 已经被质疑就
应该更加慎重处理。 55.83%

B、反对。 被质疑就收回
是儿童性教育的一种倒退。
35.48%

C、无所谓。 8.69%

3. 你认为儿童性教育应
该从什么时候开始？

A、幼儿园。 33.3%
B、一年级。 30.86%
C、五六年级。 35.84%

4. 你认为儿童性教育应
该怎样开展？

A、 学校开设专门课程。
46.15%

B、学校、家长等在沟通
的基础上自由选择。 41.54%

C、 由家长进行教育。
5.79%

D、在学校、社区等设立
咨询机构， 为孩子提供服务。
6.52%

■ 本报记者 王勇

半数网友认为学校应开设
儿童性教育专门课程

近日，杭州萧山一位家长发微
博称，学校通过“读书漂流”活动，
发给正在读二年级的女儿一本性
教育读本，出现部分过于直白的词
汇，包括“阴茎”“阴道”等男女生殖
器名称。

这位家长表示，自己不反对性
教育，但这种直接把性教育读本发
给学生自己阅读的方式不妥。由此
引起各方关于儿童性教育的争议。

性教育书籍名为 《珍爱生
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二
年级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 该书第 2 页“主题一人的诞生”
内容中，包含了“爸爸妈妈相亲相
爱”、“爸爸的阴茎放入妈妈的阴
道”、“爸爸的精子进入妈妈的子
宫”三个过程，并配有图画。在另一
幅图中，展示了两个场景，其主旨
为教育孩子防范性侵。

吐槽的家长表示，自己并非质
疑性教育读本的内容尺度，而是认
为学校直接将此书发给二年级学
生阅读不妥。

涉事学校已决定将该书收回，
但校方表示性教育课程在中小学
开展很有必要，因此，将来会在合
适的时机继续推进相关课程。面对

争议，校方负责人解释称，因事先
未与家长沟通，才造成误会，毕竟
家长们的年龄及接受程度不同，存
在意见分歧也难免。

编写此书的北京师范大学儿童
性教育课题组在其官方微信“爱与
生命”作出回应，表示性教育实践中
的确面临一些所谓“敏感”话题，课
题组希望性知识能和其他科学知识
一样，被自然、准确地传递给儿童，
让儿童感觉到认识生殖器官， 跟认
识身体的其他器官一样， 懂得这些
器官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好。

“事实上，孩子在我们的性健
康教育课上能自然、大方地说出生
殖器官的科学名称，而且年龄越小
越自然。 ”课题组强调。

北京性健康研究会理事黄莉
莉认为，《珍爱生命———小学生性
健康教育读本》在内容和尺度上并
无不妥。 她认为，最理想的情况是
由家长和老师指导孩子阅读性教
育书籍，由孩子直接阅读的方式确
实欠妥。 不过，上述家长描述的情
况如果出现， 家长也不必担心，因
为即使不让孩子读，孩子也会从其
他渠道获得。

目前，关于此事的争论在各大

网络平台仍在继续。 那么对于这一
事件究竟该如何看，儿童性教育究
竟该如何做呢？ 公益时报联合问卷
网、 凤凰公益推出本期“益调查”
———儿童性教育读本被吐槽尺度
大，你怎么看？

调查从 3月 9日 15时开始，截
至 3月 13日 9时， 共 1105名网友
参与。 调查结果显示过半网友认为
性教育读本对生殖器等的直白描述
尺度太大，相应的 55.83%的网友赞
成学校收回读本， 认为已经被质疑
就应该更加慎重处理。由此可见，儿
童性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此同时， 网友对开展儿童性
教育又并不反对。 35.84%的网友认
为儿童性教育应该从五六年级开
始，儿童进入青春期，是比较好的时
期；33.3%的网友则认为幼儿园就可
以开始， 此时孩子已经开始意识到
男女有别；30.86%的网友赞同在一
年级开始性教育。 这些数据显示出
网友并不反对从小开展性教育。

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开展儿童
性教育。 46.15%的网友认为应该由
学校开设专门课程进行教学 ；
41.54%的网友则表示应该由学校、
家长等在沟通的基础上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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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5,300,000.00 0.00 5,300,000.00

5,300,000.00 0.00 5,300,000.00

0.00 0.00 0.00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28,627,088.98 27,376,078.51 流动负债 550.00 857.46

其中：货币资金 28,508,088.98 27,257,078.51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21,479.67 20,959.12 负债合计 550.00 857.46

净资产合计 28,648,018.65 27,396,180.17

资产总计 28,648,568.65 27,397,037.63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8,648,568.65 27,397,037.63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7,143,989.92 2,172,973.24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1,504,028.73 25,223,206.93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784,559.10 1,800,000.00 5,584,559.10

其中：捐赠收入 3,500,000.00 1,800,000.00 5,3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65,380.90 6,771,016.68 6,836,397.58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6,771,016.68 6,771,016.68

（二）管理费用 65,380.90 0.00 65,380.90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3,719,178.20 -4,971,016.68 -1,251,838.48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神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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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3 月 13 日 9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