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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传播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渠道
———专家学者座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建设重要讲话的体会

■徐碧荣

2月1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
上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讲话引发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 2月28日， 国家社科基金“十
二五” 规划教育学重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课题组、 家庭教育课题组， 在北
京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组织召开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家庭建设讲话座谈会。 座谈会
上， 与会的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 相互交
流学习心得体会。

北京师范大学赵忠心教授认为： 习近平
总书记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在今年
春节团拜会上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述了家庭建
设， 关注家庭、 家教、 家风问题， 值得大家
深思。 “家和万事兴”， 家庭历来是传递主
流价值观的重要渠道。 在今天， 家庭仍然具
有这个功能， 也承担着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
德的神圣职责。 重视家庭建设，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 也是历史上治国的经验。

中国教育学会原副会长郭振有认为： 我
们的古人特别强调治家对治国的重要。 《大

学》 指出： “治国必先齐其家， 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无之。” “一家仁， 一国兴仁，
一家让， 一国兴让。” 核心价值观归根到底
是道德。 家庭教育的核心首先不是知识教
育， 而是道德和人格教育。 当今时代， 家庭
教育的地位作用日益凸显。 不能设想缺乏核
心价值观的家庭能培养出有核心价值观的孩
子。 “教育儿童的最佳途径是教育家长。”
培育学生的核心价值观， 必须首先教育家
长。 家长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

山东省青岛市教科所原所长姜宏德教授
认为： 家庭建设包括物质建设、 制度建设
和精神建设三个层面。 当前我国家庭建设
的主要任务， 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家庭， 重点实施好以下几方面的教育： 以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
育； 以仁爱共济、 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
关爱教育； 以正心笃志、 崇德弘毅为重点
的人格修养教育； 以亲人亲情、 父慈子孝为
重点的家庭伦理教育。 加强家庭建设， 还有
一个解决家庭文化贫困的任务。 家庭文化贫
困指的是家庭成员“在知识水平、 科技修
养、 思想道德素质、 价值观念、 主体性、 心
理素质、 思维方式、 行为趋势上落后于当代

社会经济发展， 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
的落后状态。 加强家庭文化建设， 大力开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将是解决家庭文化
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 常务副
院长俞家庆认为： 总书记是站在治国理政的
高度提出关注家庭、 家教、 家风的， 而且阐
述了家庭建设跟传统文化的关系， 强调要把
传统文化普及到千家万户。 对于广大的群众
来讲， 接受传统文化主要是通过家风、 家教
这个渠道来实现， 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也
具有优势， 而且积累有丰富的经验。

习总书记讲的“家庭建设” 超出我们过
去讲的“家庭教育” 范畴。 他是从家庭建设
的角度讲的， 讲到要促进家庭和谐， 促进老
有所养， 还有家庭和谐幸福， 最后讲到， 要
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 民族进步
社会和谐的基点。 这样就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了。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关
颖认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是人生
的第一所学校。” 家是国之基， 家和万事兴。
建好“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是每个家庭和全
社会的神圣使命。 家庭是每个人来到世上最

先接触的环境， 个人生存、 家族延续、 社会继
替、 国家维系都以家庭为基础。 家庭教育在育
人中的基础作用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可替
代的。 对家庭来说， 家风是家庭中稳定的思想、
心理和行为模式， 通过家庭成员接人待物、 为
人处事、 生活方式、 道德行为等方面的特点表
现出来， 其核心是家庭的价值观， 所体现的是
一种特定的家庭文化， 具有强大的育人功能。
一个个家庭的家风构成了整个社会的风气， 家
风正， 可以抵御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 每个家
庭构建良好的家风， 社会风气才有坚实的基础，
家长的“望子成龙” 梦、 国家的民族复兴梦才
有实现的可靠保证。

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王殿卿教授认为： 习
近平总书记今年团拜会讲话， 提出家庭建设的
新课题， 意义重大， 需认真学习、 加深理解、
具体落实。 家国天下， 修齐治平， 家乃国之
本， 本固则邦宁， 家和万事兴等， 是中华民族
所独有的文化特色与传统。 而今， 提出家庭建
设问题， 不仅是对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
扬， 也是要在总结近百年来家庭建设经验与教
训的基础上， 面对家庭建设的新现实， 开创当
代中国齐家与治家之道， 为实现小康与大同奠
定基础。

家庭教育好了

学校教育就会轻松高效

■朱永新

万丈高楼平地而起。 家庭无疑是教育
的基石。 楼越高， 基础越需要牢固。

我每年都要走访上百所学校， 听许多
老师讲述他们的故事。 前不久新教育完美
教室叙事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我
又聆听了9位一线老师在教室里耕耘、 创
造的故事。 所有的老师几乎都无一例外讲
到了家校合作问题。

生命的成长， 必须经历四个重要的场
域， 依次分别是： 母亲的子宫、 家庭、 教
室和职场。 家庭和教室是与学生生命关系
最大的生命场。 离开了母亲的子宫以后，
儿童就生活在家庭里， 在父母的影响与养
育下成长。 到了学龄阶段， 儿童来到了一
个叫做学校的地方， 在一个叫做教室的地
方成长。 教室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 就是
他们生活的家园。 从此， 白天在教室， 晚
上在家庭， 上学在教室， 放学在家庭。 教
室离不开家庭， 家庭也离不开教室。 教室
和家庭紧密相联。 一间好的教室， 一定会
吸引父母的全力参与。 父母的教育素养也
直接导致家庭教育的品质， 直接影响到学
校教育的效果。

关于家庭， 前不久， 我在中国教育报
发表了一篇文章 《家庭教育为什么很重
要》， 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仅微信转
播就达数十万人次。 是的， 中国有4亿家
庭， 太需要也太欠缺好的教育了。 在这篇
文章中， 我从四个方面讲了家庭教育的重
要性。 首先， 家庭是人生最重要的场所。
人生是从家庭开始的。 父母亲对孩子的成
长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他带给孩子什
么， 往往就决定孩子会成为什么。 其次，
童年是人生最神奇的阶段。 儿童对我们而
言还是一个黑匣子， 儿童的很多神奇之
处、 伟大之处我们没有认识到。 儿童是怎
么认识这个世界的？ 儿童的个性又是怎么
形成的？ 我们必须很谦卑地承认对这些问
题的认识还很不充分， 还需要更多地探
索。 第三， 父母是孩子最长久的老师。 父
母本身就是儿童最初的世界， 他们不仅是
第一任老师， 实际上也是儿童终身的老
师。 第四， 家庭是人真正诞生的摇篮。 人
的行为习惯、 个性特点、 认知风格等， 都
是在家庭中初步形成的。 人的所有问题，
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儿童时代， 追溯到家庭
生活。

我经常跟很多老师讲， 孩子来到你的
教室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半成品了。 他的
人格特征， 他的认知风格， 他的行为习
惯， 他的很多基础性的东西已经形成。 有
一些孩子的基础已经很好， 你只要继续呵
护他， 帮助他， 给他更好的滋润， 让他发
展得更快。 有一些不是很理想， 就需要你
用心矫正， 而这种矫正， 有父母们的支持
和帮助就一定会事半功倍， 有时甚至需要
矫正的正是父母。 因此， 无论面对哪种类
型的孩子， 没有父母参与的教育， 一定是
残缺的教育， 一定是不完全的教育。

阅读和家庭是整个教育最重要的基
石， 而阅读与家庭两个基石， 本身又可以
合并成为一个更大的家庭基石。 因为， 阅
读的种子是在家庭播下的。 在 《朗读手
册》 一书的绪论部分， 有一首最受美国人
喜爱的诗 《阅读的妈妈》， 其中有这样一
段： “你或许拥有无限的财富， 一箱箱的
珠宝与一柜柜的黄金。 但你永远不会比我
富有———我有一位读书给我听的妈妈。”
如果在进入学校以前， 孩子就已经热爱阅
读， 具有初步的阅读习惯、 阅读兴趣与阅
读能力， 我们的教育就会更加顺利， 更有
成效。

前不久我受中国教育学会的委托， 担
任了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经过一
段时间的调研， 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家庭教
育的意义。 基于对家庭教育意义与价值的
高度认同， 在国务院领导和教育部以及相
关企业的大力支持下，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
教育专业委员会决定与中国家庭教育传媒
联盟合作， 实施中国家庭教育知识传播激
励计划， 在光明日报、 中国教育报、 少年
儿童研究、 中国妇女报、 父母课堂等报
刊， 介绍全国家庭教育优秀案例， 传播更
多的家庭教育科学知识， 分享更多的家庭
教育好经验。

家庭好了， 教育才会好； 父母好了，
孩子才会好； 家庭教育好了， 学校教育就
会轻松高效，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却管用的
道理， 需要我们全力践行。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家庭
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自信的孩子未来生活品质更高

■边玉芳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自信将影响孩子
的行为和心理健康， 进而影响到孩子未来的
生存和发展状态。 自信的孩子未来生活品质
更高， 经济前景更好、 心理更健康。 而不自
信的孩子， 未来出现抑郁和问题行为的可能
性更高， 对生活的满意度也较低。 塑造孩子
的自信心， 父母有相当大的责任。

父母要从自身做起， 学会无条
件接纳孩子

父母是否曾经对孩子说过：
“只要你考班级前三名， 我就给你买玩

具。”
“你要是再哭， 妈妈就不要你了！”
……
很多家长在接纳孩子方面存在误区， 认

为自己很爱孩子， 但是表现出来的方式却让
孩子觉得“爸爸妈妈是不爱我的， 至少， 爱
我是有条件的”。 究其原因， 是因为父母在
爱孩子的同时， 无形中附加了很多条件， 并
且父母更关注这些条件的结果， 而忽略了过
程。

研究表明， 重要他人对孩子的态度和评
价， 是影响孩子自信心最重要的因素， 这里
的“重要他人” 主要指的是孩子父母。

积极心理学认为， 父母无条件地接纳孩
子， 能满足孩子的情感需要， 给孩子挑战困
难的勇气， 有利于激发孩子的积极性和成就
感， 从而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无条件
接纳， 是指父母对孩子传达的爱、 关注、 支
持和激励是无条件的， 是不附加任何外在条
件的。

家长日常的话语中， “只要”、 “只
有”、 “如果” 等句式， 都是父母增设的条
件， 用这些条件去跟孩子讨价还价， 似乎向
孩子传达一种信息： “表现好” 是父母爱孩
子的条件， 孩子满足不了这个条件， 就得不
到父母的爱。

这种附加条件的爱， 非常不利于孩子自
信心的培养。 它会让孩子也学会通过这些

“条件” 来衡量自己的价值。 比如有的孩子
会认为： 一旦我考试没能让爸爸妈妈满意，
我就是个没用的人， 爸爸妈妈从此就不喜欢
我了。

如果长期达不到父母设定的条件， 就会
让孩子怀疑自己、 否定自己， 认为自己是一
个“无能”、 “无用”、 “失败”、 “被父母
抛弃” 的孩子， 因此丧失自信心， 形成恶性
循环。

很多家长过分关注这些附加条件的结
果， 甚至把孩子的成绩作为自己高兴与否的
晴雨表， 致使孩子感觉不到父母真正的爱。

因此， 我们倡导家长要学会将“孩子行
为” 和“孩子个人” 区分开来看待。 也就是
说， 无论孩子的“行为” 如何， 父母是否赞
同都应该一直关爱、 激励、 接受孩子这个

“人”。
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 父母应该给予

孩子无条件的信任和悦纳， 让孩子不管遇到
什么挫折困难， 都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注
和支持。

可能会有家长产生疑惑： 无条件接纳孩
子是一味地纵容孩子吗？ 无条件接纳孩子不
等于无条件纵容孩子的不良行为， 你接纳的
是孩子这个“人”， 而非孩子的这些“行
为”， 当孩子出现不良行为时， 依然需要纠
正引导。

让孩子在“表现良好” 中获得
“真实自信”， 而非在“感觉良好”
中获得“虚假自信”

很多家长有一个疑惑： “我平时都是无
条件接纳孩子的， 经常表扬孩子， 很少批评
孩子， 为什么孩子还是不太自信， 总觉得自
己比不上别人呢？”

有的家长会误解“无条件接纳孩子” 这
个概念。 “无条件接纳孩子” 不是一味地表
扬， 不是一味地让孩子“感觉良好”。 那些
建立在单纯感觉良好的“虚假自信” 不是真
实的自信， 对孩子发展弊大于利。

比如这个案例： 小明经过刻苦训练参加
学校橄榄球队员选拔赛， 可惜表现欠佳， 只
接到一个球， 而且没有实现一次传球成功。
爸爸看到他难过， 一味地说“我相信你是最
棒的”， “我相信你和其他人一样好”。 听了
爸爸的话， 小明的闷闷不乐并没有缓解。

这个父亲本来怀着一番好意， 看到孩子
内心受到伤害， 想去安慰他， 想让孩子“感
觉良好”。 像许多父母一样， 他选择无条件

称赞的方法来提高孩子的自信心， 但该方法
起了反作用。

我们能感觉到， 这个父亲忽略了客观事
实， 一味地称赞孩子的表现， 让孩子觉得父
亲没有真正理解他， 在欺骗他。 父亲毫无根
据地称赞， 只会使小明更加气馁， 也降低了
他的自信心。

著名积极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提出：
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可以不先教孩子“表现
良好” 而直接教孩子“感觉良好” 的。

我们建议这位父亲这样做： 尊重、 理解
孩子由失败带来的负性情绪， 给予孩子充分
的理解， 和孩子一起共同接受失败这一事
实； 待孩子情绪平复后， 和孩子一起分析造
成失败的原因， 帮助孩子下次“表现良好”，
从而让孩子真正获得成功带来的“感觉良
好”， 而非追求空洞的“感觉良好”。

孩子无谓的感觉良好并不是真正的良
好， 会造成虚假的自信， 导致孩子过分乐
观， 不利于孩子发展。 过于乐观的孩子往往
对现实困难估计不足， 对自己的能力往往拔
高估计， 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 从而造成

“眼高手低”， 一旦遇到真正挑战， 仍然会遭
受挫败， 影响自信心。

因此， 父母要学会合理称赞孩子。 称赞
一定是有理由的， 要向孩子讲明是因为孩子
在哪方面表现好才获得的称赞。 称赞在某种
程度上是一种引导和强化， 父母可以借助

“称赞的理由” 让孩子所表现出的良好行为
再次出现， 从而固化成良好的习惯。

比如， 父母带孩子外出时， 孩子主动和
叔叔阿姨打招呼问好， 父母就可以告诉孩
子： “今天你主动和邻居打招呼， 很懂礼
貌， 做得非常好。”

另外， 父母要学会控制称赞的程度， 使之
与孩子取得的成绩相匹配， 不要过分夸大。 例
如： 要等孩子真正把玩具汽车安装成功后再给
予称赞， 并说明称赞的理由， 而且不要把孩子
的这个成绩当成最了不起的事情， 要留着去称
赞真正的更高成就， 正所谓“留有余地”。

对于孩子做出的某些良好行为， 父母不仅
可以用口头语言， 还可以用肢体语言表达对孩
子的赞赏和鼓励， 比如给孩子一个拥抱， 摸摸
孩子的头， 搂搂孩子的肩， 这些方式有时候胜
过言语。

“表现良好” 是“感觉良好” 的根基， 孩子
在表现良好之后通过获得成功体验， 从而建立
起来的自信心才是真实的、 长久的。

父母要引导孩子学会恰当的解释
风格， 乐观对待成功和失败

心理学研究表明， 父母和孩子对成功或失
败的归因方式， 直接影响孩子自信心的建立和
发展。 心理学家花费20年的时间， 通过对50万
名儿童和成人进行研究， 发现了人群中存在悲
观解释风格和乐观解释风格。 自信的人面对成
功和失败往往有着乐观的解释风格， 而缺乏自
信的人往往有着悲观的解释风格。

如何解释某一件好的或坏的事为什么会发
生在自己身上， 有两个重要方面： 从纵向的时
间跨度看， 永久性 （总是VS偶尔）： 认为事情
是永久不断地发生， 还是偶然暂时地发生； 从
横向的影响范围看， 普遍性 （一般情况VS特殊
情况）： 认为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如此， 还是
认为这仅仅是生活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如果孩子习惯将不好的事情视为“有时
候”、 “最近” 等特殊情况下造成的结果， 是短
暂的、 可以改变的， 而习惯将好的事情视为

“总是”， 认为由于自身努力学习或讨人喜欢才
使好事发生， 那么， 孩子是乐观解释风格， 更
容易获得自信心。

如果孩子习惯将不好的事情视为“永远”
或者“从不”， 认为是永久的、 不可改变的， 而
习惯将好事视为“有时候” 或者“偶尔幸运”
等特殊情况下出现的， 那么孩子是悲观解释风
格， 更容易丧失自信心， 需引起父母的关注。

研究表明， 一个人的归因倾向可以训练，
通过训练一个人的解释方式可以提高自信心。
一个男孩一直被同伴排斥， 他如果认为“我从
来就没有朋友”、 “没有人喜欢我” 等， 那么很
容易造成人际交往中的自卑。 这个时候父母可
以引导孩子形成乐观的解释方式： “他们只是
今天对我很凶”、 “他们生我的气”、 “我最近
对他们的行为也不太好”， 帮助孩子认识到现状
可以改变， 从而帮助孩子建立信心。

学会怎么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非常
重要。 不同年龄的孩子有不同的归因特点。 例
如， 学龄前的孩子容易因为一件“负面” 的事
情而全盘否定自己， 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青春
期的孩子比较重视同龄人的看法和对事情的解
释， 有乐观解释风格朋友的孩子更容易采用乐
观的解释风格。

心理学研究表明， 孩子的自信心主要来自
于重要感、 自我胜任感和外表感三方面。 家长
学会无条件接纳孩子， 就是要让孩子获得“重
要感”。 家长让孩子在“表现良好” 中获得“真
实自信”， 就是要让孩子获得“自我胜任感”。
让孩子学会恰当的解释风格， 其实跟“重要感”
和“自我胜任感” 都有密切关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
所所长）

热点聚焦

家教主张
■成绩优良的学生一半以上充满自信，成绩差

的学生接近90%缺乏学习自信心。
■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和评价，是影响孩子自信

心最重要的因素。
■父母和孩子对成功或失败的归因方式，直接影

响孩子自信心的建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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