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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宝宝是从哪里来的？”这
是许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好奇
的问题，但父母往往不知如何回
答。性教育对于许多家长来说是
一件棘手的事，最近，一条性教育
咨询“热线”的开通，也许能为不
少人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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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8日，由著名性学家、性
教育专家方刚发起并担任总督导
的“方刚性教育热线”正式开通。
虽然名为“热线”，但这并非是电
话，而是一个工作用的私人微信
号（微信号为“f
gxj
yr
x”），由性
教育专业人士以回答文字留言提
问的方式，提供性教育公益咨询
服务。据介绍，
这是全国第一条性
教育咨询热线。除了方刚之外，
另
一位提供咨询服务的性教育专家
是全国首批国家高级性教育讲
师、
督导师王晓斌。王晓斌来自厦
门，她告诉记者，
“热线”开通的
第一天，他们就收到了 200多人
的添加申请，紧接着就是接二连
三的咨询提问，
“性教育的需求可
见一斑”。
王晓斌介绍，他们收到了各
种各样的提问：
“孩子爱看大人洗

澡怎么办？”“常看 AV、有嫖娼
想法怎么办？”“学生向老师询问
隐私话题该如何回答？”……许多
家长和老师对如何和孩子谈论性
话题一筹莫展，有些青少年对于
性感到困惑与迷茫，也会寻求专
业人士的指导。
“性教育不仅是生理知识的
教育，也是人格成长和亲密关系
的整体教育。它不仅包含性生理
知识，还包括心理知识、性别平
等、
尊重和爱的教育。”王晓斌表
示，她希望能通过这条“热线”，
为大家打开性教育的大门。

!"#$
./0 国
家首批高级性教
育讲师! 性教育
督导师" 赋权型
性教育系列丛书
编委!分支主编"
中国性学会会
员" 家庭暴力辅
导师" 国际注册
催眠 治 疗师 "高
级性与亲密关系
咨询师" 全国人
才管理中心认证

]^UVW_`abc

性教育冬夏令营

王晓斌从事了 10多年的音
乐教育、
治疗和心理咨询工作。其
间，她遇到了许多需要开展性教
育的家庭，也碰到了很多与性教
育有关的个案，这些都促使她开
始学习和摸索性教育方面的专业
知识。后来，
她跟随性教育专家方
刚进行专业化、
系统化的学习。
在她看来，家长对性教育的
态度主要是两种：一种是谈性色
变，另一种是想谈但不知该怎么
谈。后者的需求与“热线”一拍即
合。有趣的是，
即使对性话题讳莫
如深，不少“谈性色变”的家长也
很愿意添加微信进行咨询。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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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斌表示：
“虽然这类家长更多
的是问我该如何‘阻止’孩子的
性相关行为，但他们既然愿意和
我谈论这方面话题，我相信他们
对性教育的观念将会慢慢改变。”
在从事性教育工作的过程当
中，王晓斌最大的感触是：解答一
个人的性教育困惑，可能会改变
他的一生。有位曾被性骚扰的女
孩向她咨询，字里行间充满着对
“不纯洁身体” 的自卑和对未来

生活的绝望。这时，
帮助对方树立
正确的性观念和身体观念，给予
正确的引导，对咨询者的未来无
疑至关重要。
王晓斌告诉记者，目前性教
育主要有校园教育、家庭教育、同
伴教育、民间性教育这四种形式，
但目前前三种性教育形式的开展
都比较困难。她认为，
目前性教育
的突破口在于民间性教育，通过
民间专业人士的咨询服务、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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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的契机，将会有越来越多
的青少年喜爱足球。
现场，冠名赞助商卡尔美发
布 了 24支 参赛 队 伍 的 专 属 战
袍。其中，中国队战袍运用国庆
红奠定主基调，辅以象牙白、玄
青黑点缀些许金作为色彩闭环。
据悉，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
杯是国际大体联全新创办的世
界范围内顶级大学生足球赛事，
首届赛事落户中国晋江的同时，
未来连续 4届赛事也都将由晋
江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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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美 2019年国际大学生体育联
合会足球世界杯，将于 11月 21
至 12月 1日在泉州晋江举行。
昨日，充满着晋江特色的吉祥物
“金刚狼”正式亮相；同时，足球
先生 路 易斯·菲 戈 出 任 形 象 大
使。
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
秘书处秘书长、中国大学生体育
协会副主席薛彦青表示，相信借
着晋江市举办国际大体联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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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从厦门市交通研究中心了解
到，同安城区将新增三条社区
微循环公交线路。
受同安区相关 部 门委 托，
厦门市交通研究中心专门编制
了同安中心城区社区微循环公
交规划。规划提出，针对上下
班、上下学较为固定的办公集

中区和学区，开通定制通勤通
学公交。同时根据需求开通社
区微循环公交，联系有出行需
求的场所，定时定线定站（或不
定站），与公共交通枢纽点形成
衔接。
厦门市交通研究中心也公
布了三条线路的沿线站点和行
驶线路图。社区一线：大溪地

-BRT枢 纽 站 -老 城 南 工 业
区；
社区二线：城北 -旧城 -区
政府 -BRT城南站；社区三线：
梧侣社区 -四口圳。
厦门市交通研究中心还透
露，公交公司将进一步细化社
区微循环公交的运营方案，力
争于明年春节前开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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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夏令营、讲座等方式，逐步普及
性教育知识，而这也是他们开通
“方刚性教育热线”的目的之一。
对于接下来的性教育工作安
排，
王晓斌有着自己的思路。她准
备到一些没有开展过性教育的城
市举办性教育冬夏令营，在上课
的同时完善性教育课程研究；另
外，她将继续学习、交流和借鉴国
外经验，探索中国民间性教育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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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循环公交也称为袖珍公
交$以路 程短 %站 点少 !速度 快 !客
流 相对 集 中明 确为 特 点$ 作 为 主
干公共 交通 &主 干公 交线 路 %轨道
交 通 等 '的 接 驳 车 $解 决 乘 客 (最
后一公里)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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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批保障性商品房（社会批
次） 申请家庭注意啦！市住房保
障和房屋管理局、市社会保障性
住房建设中心委托厦门安居集团
有限公司，于 2019年 9月 16日
-10月 30日 （共 30个工作日）
办理该批次选房工作。
申请人可于 2019年 9月 10
日 -9月 12日持身份证原件、结
婚证原件及《厦门市保障性住房
申请受理回执单》到户籍所在地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领取
《选房通知书》及《厦门市 2018
年第二批保障性商品房（社会批
次）选房购房手册》。
有关选房、购房手续办理须
知详见领取的 《厦门市 2018年
第二批保障性商品房 （社 会 批
次）选房购房手册》，每户具体选
房时间安排可上“厦门市住房保
障和房屋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查
询。在此特别提醒，
鉴于本批次安
排的房源均为期房，考虑在建项
目安全问题不安排现场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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