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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学前班教育、择校行为、课外班学
习或者课外作业，这三项小学阶段最为
常见的家庭教育行为，并不能换来小学
生学习上的优势和理想的学业成就。

近日， 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
《小学生家庭教
育现状调查》课
题组对北京、黑
龙江、 江西和山
东四省市（每一
省份选取不同行
政级别的市、县）
2万名家长和2万
名小学生分别进
行了家庭教育相
关问题的调查。

本次调查将
家庭教育中的影
响因素划分为显
性因素（主要包
括物质经济类有
形的、 可量化的
投入） 和隐性因
素（包括家庭氛
围、 亲子关系和
家庭文化娱乐行
为等无形的、不
易量化的， 但会
间接反作用于小
学生学业的因
素）。

只盯着孩子的问题往往事倍功半，
甚至会给孩子的成长制造障碍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中国
教育报家庭教育特聘专家， 中国社会学会家
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关颖

家庭教育是最具广泛性和基础性的教育
活动。

在我国13.7亿人口中， 有超过4亿户家
庭， 近3亿18岁以下的儿童， 这就意味着数
以几亿计的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都是教育的
载体， 父母从孩子出生就开始了对他的教育
里程。 每个人都曾经是孩子， 都在家庭环境
中成长， 接受父母或家中其他成年人的教育
和影响； 长大成人、 结婚生子的人， 又理所
当然地成了家庭中孩子的保护者和教育者，
为下一代人的成长付出心血、 履行义务。 从
这个意义上说， 家庭教育与全社会的每个人
有关。

然而家庭教育又不是家庭的私事， 孩子
是父母的未来， 家庭的未来， 国家的未来。
对父母来说， 孩子既是独立的生命个体， 又
是父母生命的延续。 父母希望孩子比自己更
幸福、 更完美， 希望自身生活中的缺憾在孩
子身上得到补偿，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对家庭来说， 孩子教育得好， 才有可能是幸
福美满的； 而哪个家庭的孩子出了问题， 肯
定全家不得安宁， 绝无幸福而言。 对社会和
国家来说， 家庭教育出全面发展、 符合社会
要求的孩子， 培养了社会的栋梁之材， 是对
社会和国家的最大贡献； 而如果哪个家庭养
育了一匹“害群之马”， 无疑是对社会和国
家不负责任， 是对人类的犯罪。

毋庸置疑， 家庭教育的意义重大而深
远， 如今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更达到了空
前的程度。 以社会学视角来看， 个体、 家
庭、 社会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 各种教育载
体协调运行、 优势互补， 才能达到既定的育
人目标。 所以， 当父母面对孩子的时候， 当
整个社会关注家庭教育问题的时候， 眼界应
当是开阔的。

在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 一些父母下了
相当大的功夫教育孩子， 却伤透了脑筋， 遇
到许多问题而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对孩子
管得越多， 孩子身上的毛病越多？ 为什么孩
子总是跟大人“顶牛”？ 为什么父母为孩子
付出了那么多， 孩子却“不领情” ……如果
眼睛只盯着孩子的问题， 只试图改变孩子，
就很难找到问题的症结， 很难对症下药。 当
我们以现代社会的儿童观来审视， 就不难发
现， 是父母把孩子当作了自己的附庸， 忽视
了孩子自身的生存、 发展规律和需求， 处理
问题时站在了与孩子对立的立场上。 归根结
底， 是没有把孩子当作一个权利的主体。 于
是， 父母自认为“为了孩子好” 的辛苦付
出， 并不能得到孩子的认同， 不能为孩子的
成长助力， 许多教育行为事倍功半， 甚至是
在给孩子的成长制造障碍、 帮倒忙。

事实上， 家庭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 孩
子的问题总是父母的问题、 家庭问题、 社会
问题的综合反映。

孩子生活在家庭中， 家庭结构、 家庭关
系、 家庭生活方式、 家庭文化氛围等构成家
庭的生态系统， 既是家庭教育的要素也共同
作用于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的成功取决于家
庭整体要素的优化。

父母的教育观念、 教育方式、 教育能力
构成的教育素质， 体现在教育行为上是一个
持续的过程。 父母要与不同特质的孩子积极
互动， 首先要注重修炼“内功”。

社会环境不断发生新的变化， 家庭教育
必然会面临着许多的新问题。 如果只着眼于
家庭教育本身， 而不了解影响孩子成长的社
会因素， 就难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孩子的教育
问题。 比如， 新媒介对孩子生活的渗透无孔
不入， 父母就不能熟视无睹， 必须努力学习
跟上潮流才能与孩子对话； 现代社会对人才
的评价标准与过去不同了， 听大人话、 老实
巴交的孩子在社会上并不受青睐， 所以要认
识到培养孩子的社会适应性更为重要； 再比
如社会价值观多元化、 各类传播鱼龙混杂，
父母只有不断学习、 拓展视野， 也才能在孩
子教育上明辨是非真假， 不随波逐流……

都说眼界决定境界， 对家庭教育的认识
尤其如此。 当然， 需要放开眼界的， 不仅是
孩子的父母， 还有那些家庭教育的指导者、
教育领域的决策者。 而且， 父母教育素质的
提升， 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支
持， 家庭教育的优化需要与学校和社会各类
教育载体形成合力。

学前班课外班都没多大用

热点观察·四省市小学生家庭教育状态调查（上）

家教主张

家庭教育
不是私事

■张敬培

调查结果反映出目前小学生家庭教
育的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

家长对子女优先关注现实性因素，
对发展性因素的关注度较低

家长的教育关注点能直接反映其教
育态度和期望。调查发现，家长现阶段最
关心孩子的方面从高到低依次为： 健康
安全（65.95%）、习惯养成（55.47%）、日
常学习（53.58%）、人际交往（37.89%）、
自 理 能 力 （33.75% ）、 性 格 养 成
（28.09%）、兴趣爱好（19.47%）、情绪情
感（11.93%）。 综合来看，健康安全、日常
学习都属于现实性因素， 家长对这两项
关注度较高， 而除去习惯养成排在第二
位之外，家长对于人际交往、自理能力、
性格养成、兴趣爱好、情绪情感等关乎子
女未来成长的发展性因素关注度较低。
可见， 家庭教育立足点仍旧将子女“成
才”置于首位，而对子女“成人”这一教育
的终极目标较为忽视。

学生减负并未减压， 学习仍是家庭
教育重中之重

近六成学生对学习感到不同程度的
“累”， 且该数据随年级增高而直线上
升。 家长方面， 尽管有35.27%的家长
认为子女学业负担较重， 但仍将学习作
为家庭教育的重点， 超过81.50%的学
生放学后仍有不同程度的 （课外班或家
长布置的） 额外作业， 亲子沟通中也有
近五成家庭将学习作为主要话题。 由
此， 子女学业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家
长对其的教育方式： 成绩好的学生能获
得更多自主权， 亲子沟通更融洽； 成绩
较差的学生则受到更多的约束， 其情绪
情感需求也易被家长忽视。

成绩成为家长对自身和配偶评价的
重要标尺

在家长的自我评价中， 子女成绩优
秀的家长认为自己在家庭教育方面做得
“很好” 的为34.91%， 子女成绩较差的
家长仅为5.12%； 认为自己在家庭教育
方面做得较差的家长中， 子女成绩好的

家长比例仅为2.96%， 子女成绩差的家
长则高达33.69%。 在家长对配偶的评
价中， 子女成绩越好， 家长对配偶的评
价越高： 子女成绩优秀的家长认为配偶
非常合格的为37.59%， 比子女成绩较
差的学生家长高4.85%， 反之亦然。 可
见， 这种以“学习” 为标尺的评价方
式， 无疑会影响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的
判断力和自信度， 甚至引发夫妻矛盾。

“人机时间” 过多， 家庭文化娱乐
氛围不足

小学生家长回家后主要的娱乐活动
为“看电视、 玩电脑或手机” 的高达
45.63%， “人机对话” 大量挤占了亲
子互动时间。 与此同时， 家庭文化娱乐
活动则远远不足， “经常组织家庭娱乐
活动” 的家庭仅占17.92%。 学生回家
后几乎没有户外活动和阅读时间的比例
分别为40.03%和17.81%， 超过1小时的
分别为14.44%和13.18%， 且这一现象
随学生年级升高有所加剧， 对建立亲密
的亲子关系和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

造成了不利影响。
母亲在家庭性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

且女生比男生接受性教育更为充分
尽管当下社会对涉“性” 话题有所开

放， 但家长对子女进行性教育时， “说什
么”、 “如何说” 仍然存在观念和能力上的
双重阻碍。 调查显示， 超过七成的家长曾
对子女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性教育， 但内容
多集中于性别教育和性器官卫生保健， 对
防范性骚扰、 生命教育等较少涉及。 而阻
碍家庭性教育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是家长
的性教育能力不足 （50.60%）， 对性教育
的教授内容和方法均缺乏认知； 另一方面
则与态度保守有关 （26.36%）。 此外， 家
庭性教育还呈现出两大性别特点： 一是母
亲受教育程度相关度较高， 在家庭性教育
的作用比父亲更为重要； 二是从接受性教
育的广度和深度看， 女生比男生得到家长
重视的比例更高， 尤其在“防范性骚扰”
方面差异尤为明显。

（作者系该课题组负责人、 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教育科技研发中心主任）

多数家长忽视子女的兴趣和情绪

家长蓝精灵提问：
我儿子今年

5岁，这段时间好
像忽然对性的话
题开始感兴趣，
问宝宝是怎么生
出来的， 喜欢看
妈妈洗澡， 最近
还发现他偷偷地
玩儿自己的小鸡
鸡， 弄得我们非
常紧张， 又不知
道怎么教育他，
怎么办？

这位家长面临的性教育难题， 是很多
家长经常问到的。对于儿童性教育的“度”，
我是这样来把握的： 成人跟随着孩子的认
知发展走，孩子问什么你答什么，孩子提出
了与性有关的问题， 这是他对性的认知发
展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们按照这个认
知程度来清楚地回答孩子， 给孩子一个明
确的答案，就把握住了尺度，就尊重了孩子
的认知发展。

儿童在3岁到5岁这个阶段，对自己生
命的来源开始了探索， 他们会提出很多与
自己生命来源相关的问题“我从哪里来？ ”
“妈妈的肚子里为什么会有孩子？”“孩子是
从肚子生出来还是从屁股生出来” ……作
为父母和老师， 需要满足孩子们对这个问
题的兴趣， 帮助孩子解决这一系列成长中
的困惑。

在儿童性教育中，无论是父母还是老
师，都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有问必答， 有问才答。
只要孩子提出了与性有关的问题，父母和
老师就有责任帮助孩子解答，但是，孩子
在没有提出问题的时候，成人不要过于主
动给孩子讲解性知识。

第二个原则是成人的答案要符合孩
子认知的年龄。 比如3岁的孩子问：“妈妈
我从哪里来？”成人需要用3岁孩子能够明
白的语言告知，“你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
来的”，这样的答案孩子能够明白，不要给
3岁的孩子讲解精子是怎么产生的， 太复
杂了孩子无法明白。

第三个原则是答案要直截了当， 不要
弯弯绕。 有一个孩子问：“妈妈我从哪里来
的？”妈妈回答：“你是人工授精。”孩子不明

白什么是人工授精，马上问：“妈妈，什么是
人工授精？ ”妈妈就没办法回答了，所以成
人的答案当中不可以有你自己不知道的东
西，你必须每一句话都要非常清晰。

第四个原则是性教育一定要跟我们
这个民族的文化和习俗相容，在给孩子讲
解性的话题时，不要有“性交”、“做爱”这
样的词语。

第五个原则是慎用国外大尺度性教
育绘本。

对于6岁之前的儿童， 我不主张用大
尺度的绘本。一些大尺度的绘本将性爱的
细节细化到了生殖器接触的剖面图示，这
样会引起孩子对两性性活动细节的关注。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德国的绘本，画面非常
详细地描述了两性性交的细节，有一幅阴
茎在阴道里面的剖面图。来找我咨询的一

个妈妈说，4岁的女孩问：“我是从哪里来
的？”结果这个妈妈给她看了这本绘本以后，
孩子的注意力不再是了解自己生命的来源，
而转为关注绘本里男人的生殖器在妈妈肚
子里为什么会变弯曲了。孩子开始关注性活
动的细节，从性心理发展来说，这样的做法
就破坏了儿童性心理发展的轨迹。

不同年龄孩子的性教育有着不同的方
法和内容尺度，这些方法和尺度是建立在孩
子认知发展的基础上，不是成人主观臆想出
来的。每个年龄阶段孩子的性教育都要遵循
孩子的成长规律， 尊重孩子的认知发展规
律，掌握性教育的尺度。

（作者系家庭教育研究者，著有《善解童
贞1———0-6岁孩子的性发展与性关怀》、
《善解童贞2———6-13岁孩子的性发展与性
教育》）

家长点题 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如何掌握尺度

■楼晓悦 徐璐 赵凌云

调查发现， 近三成家庭感觉教育支出
负担过重， 逾五成家庭仅“刚好能承受”
教育支出压力， 课外班等显性学业支持投
入过度， 性价比较低。

学前班没给孩子带来任何
学业优势

在“幼儿园小学化” 被明令禁止后，
出现在幼小衔接交叉路口的学前班， 能否
让孩子在小学低年级出现短暂的学业优势
呢？ 本次调查中有高达八成的小学生入学
前都上过学前班， 但成绩优秀的小学生中，

“没上过学前班” 的比“上过学前班” 的孩
子多10.89%， 在成绩较差的小学生中， 上
过学前班的比没上过的多大约10%左右。
可见， 学前班不仅不能帮助小学生在学习
早期赢得任何学业优势， 而且也不能对其
小学阶段的学业产生积极作用。

显然， 这种让孩子提前脱离幼儿园、
过早小学化的学业支持， 看似先行一步，
实际意义不大。 从某种程度上讲， 反而因
为使孩子过早接触学科知识， 学习与之生
理、 心理发展特点不符合的过难学习内容
而引发其挫败感， 降低孩子学习的自信心
和兴趣。 访谈中还发现， 家长们一致有

“学前班毕竟不是正规小学教育” 的想法，
所以一开始就弱化了培养孩子良好学习意
识和习惯的想法， 自身也未能适应孩子角
色的转变， 不知如何进行学业辅导和支
持。 以上种种原因， 都使上过学前班的孩
子进入小学后， 反而会有学业上的倦怠和
松懈。

择校的效果令人失望

家长的择校动机源于对优质教育资源
的追求， 希望让子女享有更优质的教育资
源， 获得学业上的长足动力与支持。 但是，
择校到底能不能提高小学生学业水平？ 本
次调查通过对比“择校生” 和“就近入学”
小学生的学业情况， 发现择校生中成绩优
秀的学生为29.95%， 就近入学学生中成绩
优秀的为28.48%， 二者相差甚微； 同样，
在良好、 中等和较差等其他学业水平中，
二者的数据也较为接近。 可见， 择校并不
能让成绩优秀或良好的小学生比例因此升
高， 并不能给家长带来期待中的效果。

课外班与课外作业并不能提
升孩子的成绩

现今的教育市场上各种儿童兴趣班、 补
习班五花八门。 访谈发现， 家长给孩子报班
的目的， 无论是短期提高学习兴趣和能力，
还是觉得对子女未来发展有好处， 都对课外
班抱有提升孩子学习成绩的期望。 本次调查
显示， 近九成小学生都在上“班”。 成绩优
秀的学生中， 有63.82%的参加了课外班；
成绩较差的学生中， 更有高达93.95%都参
加了课外班。 由此看来， 学习成绩欠佳的小
学生是报课外班的主力， 而在课外班上耗费
的大量金钱、 精力和宝贵时间是否能扭转

“学习成绩较差” 现状， 还需进一步关注。
课外班的作业能否促进小学生的学业

表现呢？ 调查中表示有课外班作业的小学
生高达81.50%。 其中， 79.08%成绩优秀的
小学生和91.79%的成绩较差的学生每日都
会有课外班作业。 访谈中问及家长“作业
对孩子成绩的提高有作用吗？” 受访的10位
家长中有7位觉得“作用有限”， 有1位觉得

“应该有作用”， 另外2位表示“没感觉”。 而
这10位家长的子女却一致认为“不知道”、

“说不清楚”。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额外作
业时间与小学生学业水平之间并没有直接关
系， 更多的作业时间并不一定带来更好的学
习成绩。

正如美国家庭作业问题专家威斯顿、 奥
斯古德和凯所说， 学生家庭作业的时间与学
习成绩呈曲线关系， 即当作业时间达到最佳
时间点时， 学生成绩最好， 一旦超过这个时
间成绩会下降。库伯也曾指出，家庭作业时间
所产生的效果与学生年龄密切相关， 低年龄
段（小学中低年级）孩子家庭作业时间与学习
成绩的相关性几乎为零。由此看来，给孩子布
置额外作业的效用确实有待斟酌。

总之， 学前班教育、 择校行为、 课外班
学习或者课外作业， 这三项小学阶段最为常
见的家庭教育行为， 并不能换来小学生学习
上的优势和理想的学业成就。 可以说， 此类
投入性价比较低， 不仅不能带来合理的收
益， 反而存在投入过度造成的负面效应， 如
孩子学习兴趣和自信心的减弱， 重复学习带
来的倦怠、 注意力涣散等不良学习习惯， 过
度、 过早学习让孩子身心俱疲， 易产生厌
学、 逆反等不良心态等， 这都会在基础教育
阶段给个体带来难以预计、 不可估量的消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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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加课外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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