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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国近 20 个省份的代表几
乎挤满了能容纳千人的会场，会议发
言限定每人 10 分钟，每个发言代表
都要主持人“强行”叫停才放下话筒
⋯⋯近日，由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
专业委员会主办的“2016 家校合作
经验交流会”在山东济南举办，会场
内这些场景，厚厚一大本沉甸甸的

“资料汇编”，让人感到家校合作全面
展开的时代仿佛已经到来了。

政府是最大的推动力量

据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
员会常务副理事长鹿永建介绍，早在
十多年前，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民间
教育实验“新教育”就把家校共育作
为十大行动之一提出来，并做了一系
列的探索。以省域为单元来说，近些
年我国最早全面开展家校合作的省份
是山东和江西。山东省教育厅 2009
年就在全国率先全面推动家长委员会
建设，先后印发了一系列文件，为地
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进家委会工作
提供了政策支持，也为专业组织的服
务提供了前提条件。

“家委会全面参与学校各项事务
的时代正在步步逼近。”鹿永建认
为，“当下的家校合作大致可分为九
大主题活动，如家长教师进课堂，缓
解师资力量的不足；家委会参与校车
等安全管理；组织亲师读书小组活

动；参与图书馆管理；参与食堂管
理；参与校外实践活动；参与网评和
辨识媒体；参与宿舍管理；参与学困
生帮扶等，家委会正在逐渐日常化存
在、日常化服务，开始全面参与到学
校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

经过几年的实践，山东省很多学
校的家委会全面参与了学校教育的日
常事务，如枣庄十五中请有专业特长
的学生家长走上讲台，担任家长教
师；济南一中、枣庄舜耕中学、莱芜
市羊里中学等学校的家长日常参与食
堂管理；济南市舜耕小学的家长护卫
队长期坚持巡视校园安全，潍坊浞景
学校的家长参与校车的服务和管理，
临朐东城双语学校组建家长宿舍志愿
工作队，由“全职妈妈”协管学生宿
舍⋯⋯

据了解，政府推动力度较大的还
有苏州市、成都市青羊区和江西省弋
阳县。苏州市政府将家庭教育纳入
2016年政府实事项目，连续三年总投
入达4184万元。青羊区委、区政府把
家庭教育纳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配
备专职工作人员，落实人均每年10元
的社区教育经费保障；把家庭教育纳
入学校办学目标绩效考核评估体系来
督导考核，与每个老师的奖金挂钩；
每一个社区都建有家庭教育指导中
心，家校合作有了连接千家万户的

“毛细血管”。江西省弋阳县把家校合

作作为改善教育生态环境的战略突破
口，以校风改变家风带动民风，极大
改善了学校的社会形象，搭建了大教
育改革的框架。

制度化保障尚属愿景

“目前家校合作面临的问题和困
境是缺少制度性的安排，缺乏法律规
范，没有刚性的执行空间。”中国教
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
永新在会上指出。

自 2012 年教育部颁布 《教育部
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
指导意见》 以来，各地的家校合作工
作首先体现在构建家校沟通、化解家
校矛盾上，但正如朱永新所说，把家
校合作机构等同于家长委员会，存在
着概念的误区。在国际上，家校合作
主要以相对独立于学校和家长组织的
第三方协调机构来运作。比如美国学
校层面的“合作伙伴行动小组”ATP

（Action Team for Partnership），
还有各级“父母教师联合协会”PTA

（Parents —Teacher Association），
这些机构组织都并非“家委会”的概
念。

“在现代学校制度中，家校合作
应该是教育者与家长、社区共同承担
儿童成长的责任，学校、家庭、社区
彼此是伙伴关系，是平等的，教育职

责上不存在谁依附于谁的问题。但目
前家庭教育处于学校教育的从属、下
位，只能配合、依附于学校。”对
此，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
会副理事长、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所长吴重涵主张，以 ATP 作为基本
工作平台，才能保证家校合作的制度
化和平等性。

会上的交流中，有的学校反映家
长可以随时推门进入班级听课，课后
可以向学校反映对老师讲课的看法、
存在的问题等，老师感到很不习惯；
还有的学校，上课过程中家委会成员
可以推门进教室替老师维持秩序，纠
正学生的行为⋯⋯在山东省教育厅副
厅长张志勇看来，这些和家长批改作
业、家长辅导功课、家长陪伴学生学
习 等 现 象 ， 都 是 教 育 职 能 的 “ 僭
越”，让家庭教育成为学校的附庸，
学校教育取代了家庭教育。

吴重涵认为，老师的教学职能不
应该简单地交给家长，家长不应该被
当作学校的劳动力来使用。从大教育
的角度来看，家校合作本身就属于跨
界行动，意味着对行动范畴和边界的
重新划定，有待于制度化的规范。

趋同化必将走向个性化

通览“资料汇编”中的 112 篇论
文，不难发现目前的家校合作呈现出
比较明显的同质化现象。家委会的作

用主要体现在组织春游、秋游、运动
会等集体活动，家长以志愿者的方式
参加，活动主要在校内。如家长参与
学校值班、站岗、大扫除、讲课、亲
子活动等，热闹和谐的背后，似乎并
未满足家校合作的深度需求。

吴重涵指出，这种学校指定、家
长配合的集体化家校合作，难以满足
父母和学生个性化的需求。“虽然从
趋同化走向个性化很难在短时间内见
效，却是教育的本质回归，是未来家
校合作的方向。”

对此，朱永新建议把中国教育学
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改造成中国的
PTA，以更民主、更开放、更专业的
角度为家庭和学校提供支持，推动父
母学校的发展，让父母有机会学习做
父母的智慧，不要“无证驾驶”。

张志勇强调要明确家校合作中双
方的权利和边界。“在教育教学方
面，学校是主角，家委会是配角和帮
助者，家委会要支持而不盲从；在学
校管理方面，学校是主导，家委会是
监督者和咨询者，要做到监督而不越
位；在提升家庭教育和家长水平及一
些校外实践活动方面，家委会应敢于
当主角，学校要甘于当配角。”

吴重涵认为家校更良性的合作需
要制度化推进。他呼吁从政策上加强
引导和考核的具体导向作用，倡导科
学、朴实、有效的家校合作行动。

家校合作期待更多专业支持
本报记者 杨咏梅

家教主张

热点聚焦

有人讲教育的问题不仅是教育的问
题，意为学校教育问题背后有它存在的社
会基础。整个教育体系赖以存在的社会系
统，当然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家长是
学校教育最可依靠的力量。但是，令人担
忧的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的边界
越来越模糊，这对家庭教育非常危险。

首先，家庭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附庸，
家庭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其次，学校教
育职能的僭越，让家长批改作业，让家长辅
导功课，让家长陪伴孩子学习等。明确学
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边界的关键，是教师教
育教学领域的专业教育活动不能向家长转
移。家庭教育不应该围绕学校开设的课程
转，不应该围绕孩子应对学校的升学考试
转。

家庭教育有自己独特的使命，它应该
以教孩子学会生活、学会做人、促进孩子健
康成长为主。家庭教育也有指导督促孩子
完成学校布置的学习任务、学会学习的职
责，但是不能成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更
不能成为唯一的目标。

我们要重新认识家庭教育的独特价
值。家庭教育的独特价值是注重孩子的道
德发育。韩国前教育部部长文龙鳞强调，
道德教育完全是父母的责任。他认为人的
道德学习是有关键期的。根据目前的研究
发现，道德学习及道德推论和道德感性能
力是大脑前额叶担任的工作，敏感期在 3
到 8 岁之间，是人的道德观念形成的最关
键时期，10 岁之前儿童的道德发育已经基
本完成。也就是说，道德学习的决定性时
期是在 10 岁之前。按照这样的结论，道德
教育是家庭教育最主要的任务。

家庭教育另一个独特价值是为学生书
本知识的学习提供经验基础，家庭教育要更
多地承担起为学生的书本学习和接受学校
教育提供实践活动和实践经验背景的任务。

如果我们认同上述两个观点，道德发
育和书本学习的经验准备是家庭教育的主
要任务，就可以找到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的边界。

家庭教育应该涵盖德育、劳动教育、美
育、体育、读书、自然教育、社会教育和内省
教育。德育是榜样的引领；应该让孩子从
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家长应该有健身
习惯、审美的能力；再一个是读书，让孩子
走进大自然，走进社会，认识社会。人类的
学习有三种方式，一个是书本学习，一个是
实践学习，再一个是反思性学习，就是内
省。让孩子懂得反思，懂得思考，是家庭教
育应该承担的重要责任和使命。

学校教育当然需要家长参与。家长参
与学校教育主要有三大领域：第一，民主管
理。家长委员会建设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家长教育。家长参
与学校教育的重要方面就是自我成长、团
队成长、伙伴成长，共同进步；第三，家长是
重要的课程供给者之一。一些讲座、短期
课程、实践课程家长是可以承担的。不过，
履行课程供给者角色要有一个前提，就是
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或者是作为学校相
应课程的辅助者。同时，可利用家长所联
系的广泛社会资源，有计划地让学生走进
社会。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应该有四种关
系。第一个是同心，就是家庭和学校都希
望孩子好，都希望孩子成人成才，这是家校
合作的基础。第二是同向，学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的理念必须统一，这最关键。第三
是同行，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是相互合作
与支持的关系。第四是同力，老师和家长
可以互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志工。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联接依靠家长
委员会。我们的目标是形成学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共同体，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创造良
好的环境。要做好这个共同体的发育需要
有家长委员会。每一个班级都要建立家长
委员会，以保证所有家长参与教育的机会，
保证所有家长民主管理的权利。在班级家
长委员会的基础上选举产生年级家长委员
会，然后再产生学校家长委员会，之后再推
动成立市、县中小学家长委员会联合会。

没有家长不爱自己的孩子，没有家长
不关心孩子所在的学校，没有家长不关心
孩子在学校里正在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没
有家长不愿意为孩子所上的这个学校贡献
一点力量。所以家长是学校教育最可依靠
的力量，是学校教育的同盟军。

（作者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家校合作
要注意边界

张志勇

长期以来，大家都声称家校合作
很重要，但究竟对谁重要，有多重
要，却少有人能说得清楚。缺乏规范
的跟踪研究，缺乏可测量的评估，甚
至缺乏基于学校发展规划的行动计
划，导致我们沉迷于家校合作活动中
的热闹。

江西省教科所对家庭教育政策的
深度介入，从借鉴国外理论和经验起
步，以系统分期的试点试验为基础，
以规范的实证研究破解实践难题、探
索创新之路，使家庭教育政策呈现逻
辑之美，闪烁创新的光芒，体现了研
究人员和研究成果的专业分量。

以研究为基础的家校合作之路更宽广
——江西省制度化推进家校合作的实践案例

吴重涵 王梅雾 张俊

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家校合作

2016 年 1 月 4 日上午，新年上班
的第一天，江西省教科所的会议室
里，江西省教育厅基教处和教科所的
同志在研读 《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
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大家讨论的第
一个问题，是像有些省市那样转发一
下，还是起草一个结合江西实际、有
实质内容的贯彻实施意见？一番讨论
后，决定由教科所先拿出一个实施意
见稿，再由基教处最后把关。一个月
后，包含教科所 5 年多家校合作系统
研究成果和 20 多年举办家长学校经
验的 《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
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实施
意见》 发到了江西省 11 个社区市，
100个县 （区） 教育局长的案头。

像这样对家庭教育政策的深度介
入，教科所已经有多次。近 6 年来，
教科所联合或独立起草了家校合作、
家长委员会、家庭教育等 40 多个省
级文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省域家庭
教育政策制度规范。“家校合作”和

“家庭教育”亦纳入了 2014 年江西省
委省政府发布的 《关于深化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并成为
其中的一个亮点。可以说，江西省遇
到家庭教育相关政策和文件的制定，
已经形成了“以研究为基础”的路径
依赖。

早在 2011 年，江西省教科所和
教育厅基教处共同受领了江西省政府
教育体制改革首批重点项目“创新中
小学家校合作教育机制”。项目组找到
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爱普斯坦教授凝
聚近 30 年心血结晶的成果《学校、家
庭和社区合作伙伴：行动手册》（第三
版），发现这本手册基于“全美家校
合作伙伴学校联盟”（NNPS） 多所学
校的实践总结，集爱普斯坦研究团队
近 30 年 的 实 证 研 究 理 论 和 实 务 操
作之大成，具有很强的科学权威性。

该手册对家校合作工作从学校到
学区到州各级教育组织的责任，从建
立跨界组织到专业培训及制订工作计

划全过程，从家校合作的生动案例到6
种实践类型的提炼概括，从组织到计
划再到专业工作组的种种工作技巧
⋯⋯给项目组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实践
框架支撑。于是，项目组以该手册为蓝
本，实地考察了台湾地区和山东省的
经验，参考了国外家校合作其他研究
成果，制订出一套带有模仿痕迹的家
校合作工作方案草案。一个超越了经
验的实验框架初步搭建了起来。

从模仿起步制定家校合作模式

按照社会学的规范，项目组制
订了一个全省范围 10 年试验计划，
决定分 2012-2014 （实际 69 所学校
参加），2015-2017 （实际 107 所学
校和两个县参加），2018-2021三个
实验期展开试验和跟踪研究工作，
以总结出适应国情和省情的家校合
作行动模式。

试 验 中 曾 有 一 位 校 长 担 忧 地
说：“老师的教学负担本来就很重，
又要搞家校合作活动，确实很累。”
这是校长们普遍的担忧，就像很多
学校热衷于搞开放日、家长会、志
愿服务进社区等主题活动，至于这
些活动服务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哪个
方面，服务于儿童成长的哪些环
节，如何评估活动效果，校长却难
言其详。

对此，项目组老师并不急着安
抚和解释，而是按照程序调阅学校
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要点和家校合
作活动记录，访谈校领导、教师和
家长，观摩家校合作活动，再与学
校领导和相关口子上的同志座谈，
追问为什么要开展这样的家校合作
活动，该活动服务于学校发展规划
的什么目标。在项目组即将离开之
际，这位校长改变了认识：“原来家
校合作不是另起炉灶的一项工作，

而是在学校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要
点框架下，结合儿童成长目标，通
过提高家长能力，动员家长参与，
更广泛地调动和利用育人资源，提
高育人效率，改善学校工作质量，
优化整体工作环境。你们启发了
我，原来工作还是我们原本计划的
那几项，是在这几项工作中看看哪
个环节可以家校合作共同开展，而
不是做加法增加老师的负担。”

试验从培训入手，纳入省培计
划，每年分两批，按照初级培训和
高级培训两种培训方案对校长、教
师开展培训；利用江西省家长学校
对家长开展培训。培训以组织计划
和实务操作为目标，突出互动作业
环节，不断增添鲜活的案例，注重
交流、讨论和总结经验教训。很多
参加培训的校长和老师反映，培训
的收获“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驻校调研是项目推进的基本手
段。囿于项目组的力量，对分布全
省的上百所实验学校和两个试点县
都进行实地指导，有些力不从心。
于是，项目组又在试点学校中确定
了 29 个核心试点校开展实地指导。
每到一个试点校，项目组都会按照
12 个标准程序，开展调研和指导工
作。

家校合作是提高效率不是另起炉灶
借鉴美国 NNPS 行动模式，是否

适合江西省家校合作的实际情况，能
否解决现实问题？如何实现本土化改
造和实践创新？怎样才能开展好家校
合作，使学校、家长和学生真正受
益？要解答上述问题，尤其是要在借
鉴的基础上进行家校合作模式的创
新，除了进行试点试验，还要进行扎
实的科学研究，探讨和揭示实践中种
种表象下的深层原因。

2012 年和 2015 年，项目组分别
展开了两轮家校合作大样本跟踪调
查，样本共包含了试点学校的 24 万
余位老师、学生和家长，形成了省级
层面的科研数据库，实现了对家校合
作的动态跟踪。

在“参与的特征”“参与的阻碍”
“参与的力量”和“制度化的参与”这
个逻辑链条上，我们以探索实践问题
的本质为出发点，在认清规律的基础
上，对已有的实践模型进行改进和创
新。当前试验学校达成的共识是：家
校合作不以活动为目的；家长委员会
只是家校合作的手段；家校合作不是
另起炉灶，而要结合学校发展和儿童
成长的目标；家校合作的制度化程
度，根本上取决于学校和家庭共识的
大小。这一系列基本判断，必须建立
在大量的规范实证研究基础之上。规

范的科学研究不但明确了制度化家校
合作的学理，还为行政和实践改进提
供了科学指导。

在整个过程中，项目组始终做到
研究人员专家的身份不丢，研究的本
分不丢。规范的研究成果应用在政策
制定中，反过来也体现了研究人员和
研究成果的真正价值所在。教科所从
事家庭教育研究和政策推动，是一个
整体性工作，本身也是一个试验，看
看教育研究与政策推动、教育研究与
实践推进之间，究竟什么样的互动模
式比较理想⋯⋯现在看来，研究人员
要坚持自己的专业和专家身份，才能
形成与教育行政人员的身份和知识结
构的互补，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
中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

教育研究要为政策制定和教育实
践服务。然而现实中，由于政策的复
杂性，直接以研究为基础制定各类教
育政策，却很少见。绝大多数情况
下，政策制定实际上还是依靠价值理
念和经验，而不是以系统的研究为基
础来制定教育政策。这在行内，甚至
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这或许正是江西省家庭教育政策“以
研究为基础”的重要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江西省教育科学研
究所）

制定政策注重科学指导和实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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