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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力 家 庭 建 设 涵 养 教 育 生 态

家教周刊 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2017家庭教育国际论坛

特别报道·新闻特写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新的时代背景需
要具有新文化、新理念和新行动的家庭。

当今的家庭，规模不断缩小，通过家
规、家训、家风等形式规范家庭文化的传
统在一定意义上发生了断裂，平等意识、
儿童本位越来越被重视，并且面临着信息
时代和二孩政策的挑战。

现在的孩子都是互联网的原住民，生
活分为现实生活和网络生活两个层面。他
们可以熟练地上网，从互联网获得丰富的
信息、知识和满足交往需要的虚拟空间，
信息来源进一步多元化，人际交往进一步
网络化，置身于前所未有的迅速成长之
中。而互联网的所有信息也无选择地进入
儿童视野，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如果缺乏成年人的引导，尤其是缺乏
亲密、和谐、民主的正确引导，两代人之
间将会造成隔阂、矛盾和冲突。所谓代
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过，堪称为

“代渊”——两代人的心灵深渊。
同时，二孩政策对家庭教育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孩子受到的关注有所下降，能体验
到更为多样化的情感形式，手足之情成为常
态，也产生了新型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二孩出生后，家庭的生活、教育开支
明显增加，父母的焦虑心态容易随之增
强，对于父母的生活能力、教育能力都是
很大的挑战。如何发挥新型家庭对教育的
有利影响，如何让孩子们相互帮助、成
长，如何最高效、最简便地协助父母做好
家庭教育工作，是一个新的难题。

面临这两个挑战的现代家庭教育，需
要爱与智慧同行。

智慧爱是有底线、讲规矩、守原则的
爱。智慧爱的反面是溺爱，只能培养出纯
粹自我中心的自私孩子。

智慧爱是平等尊重、充分自由的爱。
只有意识到孩子与父母在人格上的绝对平
等，才可能尊重孩子，才能给予孩子充分
的自由。很多父母满怀善意地剥夺孩子的
自由，越俎代庖帮助孩子包办一切，扼杀
了孩子得到锻炼的成长机会。

智慧爱是尊重个性、扬长避短的爱。
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天性和潜能，教
育的最高目标就是帮助孩子发现他自己、
成为他自己。把孩子与别人家孩子去比
较，尤其把孩子的缺点与别人家孩子的优
点去比较，盲目攀比，是家庭教育中扼杀
天性、压抑个性的最常见错误。

智慧爱是理性、科学的爱。理性就意
味着有节制，现在的父母总体呈现出教育

“过度化”的倾向，往往在“爱”的名义
下，无节制地把各种东西塞给孩子，导致
孩子的心灵消化不良。科学就意味着懂规
律，掌握孩子的成长规律，让教育事半功
倍，让家庭教育省心省力。反之，听话的
孩子成为父母眼中的宝贝疙瘩，有主见的
孩子反而被责备，生活上的溺爱会演变为
精神上的暴力与控制，轻则训斥谩骂，重
则拳打脚踢，甚至触犯法律。

智慧爱是身心相伴、共同成长的爱。
意味着不过分重视孩子的物质生活和身体
需求，不简单满足孩子的身体成长的需
要，更要满足孩子的心灵发展的需求，关
注心智与人格的不断提升。意味着给孩子
高质量的陪伴，不断学习，用自己的成长
引领孩子的成长。

爱是内心勃发的亘古不变的情感，智
慧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应对方法。以智慧
爱面对教育的挑战，就要关注时代需求，
教育目标从培养有螺丝钉精神的人，转变
为提高人的素养，教给孩子一生有用的东
西。信息时代的教育如果不能走向生活，
形成深层次的素养，就意味着教育的彻底
失败。家庭教育如果不能够和生活紧密联
系起来，就意味着事倍功半。

父母可以在充分了解两个孩子的基础
上，和孩子商议不同的目标，制订不同的
方法，给予不同的协助，从而达到效果的
最大化，把承担多一个孩子的压力，变成
分享多一个孩子共同成长的幸福。

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生了孩子之后，
像对待科学研究一样细心观察两个女儿的
天赋，注意到大女儿伊雷娜在数学上的成
功、小女儿艾芙在音乐上的早熟。在居里
夫人科学有效的引导下，伊雷娜和艾芙在
事业上都取得了成功。

时代越是变化剧烈，我们越要注意变
化之中的不变，清晰家庭教育的定位，把握
家庭教育的本质，深刻理解家庭和学校的
分工，把智慧与爱更紧密地结合，用更多的
方法、更大的力量来完成教育的使命。

爱和智慧的完美结合，是推进家庭教
育的不二法门。与智慧同行，爱才有深邃
隽永的价值。与爱同行，智慧才有生命的
温度。只有拥有足够的教育智慧，父母才
能有真正的爱。

（作者系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
副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家庭教
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本文摘编自作者在
2017 家庭教育国际论坛的主旨发言，已
经审核）

爱与智慧同行
应对两大挑战

朱永新

“热起来”走向“专起来”
本报记者 杨咏梅

如何建设新家庭？如何
给予孩子智慧爱？10 月 28
日 于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举 办 的
2017 家庭教育国际论坛上，
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
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兼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
长朱永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师资教育系客座讲师马库斯、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校社会
组织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史蒂文、新西兰教育部鲁道夫
斯坦纳/华德福早教中心代表
凯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
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中国
家庭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
委员会副理事长卢勤、台湾嘉
义大学教授曾迎新等国内外
专家，就论坛主题“新家庭·智
慧爱”各抒己见，共同探讨家
庭教育的智慧。

新变化带来新挑战

互联网时代飞速发展，
“二孩”政策开放，家庭教育迎
来了很多新的变化。

“不吃早餐的孩子越来越
多了，过去是没有时间吃早
餐，现在更多的是不想吃早
餐。”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
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公
布了关于少年儿童健康生活
习惯的20个“黑”数据。超过
五成中小学生睡眠时间达不
到教育部对小学生每天睡眠
10 小时、初中生 9 小时以上
的要求。睡眠不足的主要原
因是作业多，但看电视、上网、
玩游戏也成了孩子不睡觉的
主观原因。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
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岳坤分
享的《中国城市家庭教养中的
祖辈参与问题调查报告》显
示，79.7%的城市家庭存在祖
辈参与儿童家庭教养现象。
祖辈参与家庭教养的比例，在
幼儿园之前和幼儿园期间超
过七成，小学阶段仍超过六
成，而单一的祖辈教养的儿童
问题行为最多。

“家庭收入、学历、社会地
位越高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
期望、投入越高。”上海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
发布调研结果：上海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补课现象越来越严
重，这与当下家庭的高期望、
高要求以及对孩子成长的过
分焦虑密切相关。

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所长吴重涵在《学校里的家长
志愿者：现状、群体特征与效
用》报告中指出，提高父母志
愿者参与的比例不仅要考虑
学校的需要，也要从满足多样
化、个性化的父母意愿入手。

新挑战孕育新功课

“充满爱的温暖与引导的
氛围可以促进儿童的快乐感、好
奇心和敬畏心的健康发展。”凯
西指出，在有着健康社会关系的
社区环境中，儿童的健康发育
最容易实现。马库斯则认为父
母是家庭中的关键人物，因此
需要提高社会情绪能力，要给
予孩子自主权、提升孩子自我
效能感、提高孩子关联感。

基于中国文化的背景，台
湾的家长对“性教育”的话题常
常避而不谈。台湾嘉义大学助
理教授朱惠英认为，性教育应
该是每一位关心子女身心健康
成长的家长都应该做的事情，
帮助孩子了解自己、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身体，让孩子有疑
惑敢于放心开口求问，才能从
根本上减少不必要的悲剧。

在 10 月 28 日下午以“家
庭建设”“家庭教育的智慧”

“家庭教育专业化”“传统文化
在家庭中的传承”为主题的 4
个分论坛上，杭州市娃哈哈幼
儿园、杭州师范大学第一附属
小学、杭州市金都天长小学、
杭州市时代小学分别从自身
办学特色展示了不同的家校
合育策略。

娃哈哈幼儿园园长张群
提出“慧育·智爱”是家园合力
的新路径，指出幼儿园唯有认
识到家庭对孩子发展的重要
性，并与家长有效合作，共商
教育对策，才能使教育适应孩
子的需要。杭师附小校长孙
丽女分享了“煲汤式家长课
程”的实践研究。孙丽女认
为，家长的成长就仿佛“煲汤”
的过程，要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家 长 需 要 一 个 比 较 长 的 过
程。金都天长小学的校训是

“学得扎实，玩出名堂”，校长
傅颂九介绍了学校“和美优
礼，智慧育儿”的理念，还特别

提到妈妈合唱团在融合家校
关系中的特殊作用。时代小学
是弄堂里的一所“小而美”的
学校，校长唐彩斌每个学期都
给家长写一封信，每次都重申

“您越是理解我们，我们越能
充满信心；您越是信任我们，
我们越能集中精力；您越是支
持我们，我 们 越 能 做 得 更
好”。

新功课需要新动力

多位专家指出，父母要警
惕以爱的名义做反教育的事
情，用缺乏智慧的爱摧毁孩子
的自由和发展。

“智慧的爱，知道使用孩
子，孩子从小就被‘委以重
任’，长大后会更有责任感。
智慧的爱，喜欢激励孩子，不
用孩子的短处与别人家孩子
的长处比较。智慧的爱，注意
让孩子分享，爱分享的人内心
世界就会变得很大，会懂得为
别人着想。智慧的爱，事事相
信孩子，能发现孩子身上的闪
光点。智慧的爱，善于管教孩
子，帮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智慧的爱，看重过
程，对于孩子而言，体验成功
与失败都同样重要。”卢勤从
6 个角度阐释了她对“智慧
爱”的理解。

父母的智慧，实质上就是
放平心态，永远用乐观积极的
心态去面对人生。“家长们应
该学会放下，用智慧的眼光认
识孩子，用智慧的方式走进孩
子的世界，和孩子建立亲密、
温暖的关系。”卢勤如是说。

孙云晓认为，新家庭与智
慧爱是相辅相成的，也是互为
前提的。实现智慧爱离不开
建设新家庭，建设新家庭必然
追求智慧爱。他建议家长和
孩子一起学习、成长，以身示
范，引导孩子认识自己、悦纳
自己、控制自己。

浙江省教育学会会长张
绪培建议家长把补短的教育
变成扬长的教育，让每个孩子
成为最好的自己。“现在很多
孩子的学习是建立在家长和
社会的压力下，而不是源于自
己的原动力。只有让孩子认
识自己，他才会有原动力，而
孩子一旦获得原动力，那才是
人力资源的真正大解放。”

本次论坛由中国教育学
会主办，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
育专业委员会、杭州市上城区
教育局承办，新教育研究院协
办，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
有限公司公益支持。论坛还
展示了入选“中国家庭教育知
识传播激励计划家校合作优
秀案例”的30个案例，闭幕式
上，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李婧
娟从孙云晓手中接过“接力
棒”，主持人宣布2018家庭教
育国际论坛将于 2018 年 10
月在苏州召开。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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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贾文艺

本报记者

李凌

杨咏梅

“家长的参与、校长的支持力度和学区领导人 （教育局
长） 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影响家校伙伴关系 （家校合作） 的重
要因素。”在2017家庭教育国际论坛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学校社会组织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副教授史蒂文的观
点，引发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论坛的“中国家庭教育知识传播激励计划家校合作优秀案
例”表彰和展示环节，全景式扫描了近年的优秀案例。用中国
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委会常务副理事长鹿永建的话来说，“家
校合作在全国各地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家委会正在全面参与学
校的各项事务。”

公共服务 蔚然成风

据了解，在省级层面，最早
全面开展家校合作的是山东和江
西。山东省教育厅 2009 年以来
印发了一系列全面推动家长委员
会建设的文件，成立省中小学家
长委员会项目组，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积极推进家委会工作，引进
第三方专业组织开展专业培训和
督导，校长与家长携手打造系列
主题活动应对教育难题。江西省
教科所从 2011 年开始深度介入
40 多个省级家庭教育相关政策
和文件的制定，以全球视野和以
研究为基础的家校合作二轮试
点，用国内家校合作领域学术研
究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促进家校
合作实践的推进。

市（县）级层面，政府推动力
度较大的有江苏省的苏州市、昆
山市、海安县，广东省的中山市，
山东省的潍坊市、淄博市，江西省
的弋阳县、泸溪县。

苏州市政府将家庭教育纳入
政府实事项目，教育行政部门主
导，整合各部门的资源和力量，以
课程建设的方式推进家庭教育，
普及家庭教育知识，提升家长教
育素养，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

昆山市内联学校、学科、学
段，外联社区、部门、社会组织（团
体），构建“共育、共建、共享、共
生”家校合作模式。海安县成立
全国首个独立编制、独立办公、独
立核算的家长学校总校，推出《家
庭教育父母操作手册》，将大目标
化为具体细致的“小动作”。

中山市落实中小学幼儿园生
均 7 元的家庭教育专项经费，把
家庭教育纳入政府公务员培训系
统，推出“雁阵飞”模式，鼓励家长
在积极参与中结伴成长。

潍坊市从 2002 年开始启动
亲子共成长工程，探索出一条“依
托名家培养本土专家、依托城市
带动农村、依托班主任帮助家长、
依托学校影响家庭和社区”的大
教育新模式。淄博市建立“互联
网＋教、学、评、管”共育新机制，
引导家长方便、快捷地了解教育
与教学管理全过程，实现了家长
全面支持教育的社会效应。

弋阳县“以良好的校风影响
家风改变民风”，家校合作成为改
善教育生态的战略突破口，家长
由旁观者变成“合伙人”，获得感
与认同感明显提升，有力地助推
弋阳成为区域教育深化改革创新
发展的“实验田”。

区级层面的典型有成都市青
羊区和杭州市上城区。青羊区着
力实施“全域家校合作供给侧结
构改革”，落实每年人均10元的
社区教育经费保障，家庭教育指
导中心配备 6 名专职工作人员，
家庭教育纳入学校办学目标绩效

考核评估体系，每个社区都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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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城区将多年来人们千呼万唤的

“家长执照”落地，原来各自为政
的妇联、民政、教育、卫计、关工委
等部门形成了提升家长教育素养
的工作链，架构起综合、专业、现
代、科学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

基层创新 一校一品

有了行政搭台、专业引领、
社会支持的运行机制，基层学校
在因地制宜的实践中探索出丰富
的路径，呈现出一校一品的可喜
局面。

家长会变得不再千篇一律。
农村家长不愿来学校，潍坊市宋
庄中学就把家长会开到农家院，
把泛泛而谈的大锅饭变为有的
放矢的小炉灶，家校之间有了更
深的双向互动。湖北武昌实验小
学的家长会注重前期充分调研、
会上暖心互动、会后跟踪总结。
杭州上城区胜利实验学校开创

“满足个性、精准服务、全员沟通、
全面发展”的家长会体系，使家校
双方的沟通具有针对性且富有成
效。弋阳县圭峰中学教育集团连

续 4 年把家长会开到省外，使在
外打工的家长真正成为学校工作
的支持者、配合者。

家校活动更接地气。成都
青羊区文翁实验中学用“五一
个 ” 工 程 手 把 手 带 动 家 长 成
长：一周至少面对面和孩子认
真坦诚地交流半小时，一学期
至少读一本家庭教育书籍，听
一次家庭教育讲座，交一本家
长课堂笔记，参加一次家长课
堂考试，全部完成可以领到一
张 “ 家长合格证书”。弋阳县
弋江镇陶湾学校在全校各班建
立校外学习小组，家长志愿者
监管，教师引导，孩子们互帮
互助，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的
赞许。

父教缺位有所改善。成都市
泡桐树小学让爸爸站在家校合力
的中央，订制度，给舞台，充分
调动“泡爸”们的参与积极性。
浙江省象山县石浦镇中心幼儿园
成立“父子联盟”，“拥有一颗童
心，重返一次童年”，发挥爸爸
们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幼儿社会
体验课程自组织模式的探究。

家校合作日趋常态化、制度
化、契约化。山东省枣庄市第十
五中以家委会参与开发实践活动
课程撬动变革，实现家长全员参

与、全面参与、持续参与。深圳
市罗湖区家委联合会覆盖全区
79 所学校，大胆尝试建立独立
运行机制，注册为有独立法人的
NGO 组织，靠志愿精神和规章
制度高效运行，解决了困扰家校
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工作主体和工
作经费难题。地处杭州良渚文化
村的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20
条 《家长公约》 的契约精神在家
校之间为孩子营造了健康和谐的
成长环境。

弱势群体得到更多帮扶。哈
尔滨的街道干部赵晓春是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坚持 9 年给农民工
家长学校上了百余堂公益课，收
到 12000 余条反馈，惠及 2.7 万
余名农民工家长。海南省把普法
故事“演”进校园，用舞台剧演
绎家庭教育问题，演遍全省的

“为了明天——海南省法治文艺
进校园全省巡回演出”，每场座
无虚席，观众印象深刻。甘肃武
威第十中学针对单亲家庭教育的
误区提出十二条法则，帮助单亲
父母教育好孩子。

要“专起来”“深下去”

会上，来自基层的教育局
长、中学校长和普通家长，还
围绕家校合作的现状和困境进
行了对话。鹿永建总结说，家校
合作要形成真共同体需经历四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伪共同
体阶段，求同不谈异，呈现虚伪的
和谐；第二个阶段是混乱阶段，充
分展现不同的观点、个性和利益
诉求，充满争吵甚至冲突；第三阶
段是倒空阶段，为了共同愿景放
下自我，彼此倾听、信赖；第四阶
段才是真共同体的美妙境界，共
同面对困难，沉默时不会感到
不安，有冲突但可以解决。

“中国目前的家长委员会在
共同体建设方面多数尚处于伪
共同体阶段，进行的是有限的合
作，遇到实质性的困难和矛盾就
停下来。一些家校双方满足于
这个初级阶段，有见好就收、小
富即安的心态。如果没有优秀
的专业组织和专家的持续帮助，
家校合作就容易回避问题，为了
表面的和谐一致牺牲合作的深
度与广度，失去深度开掘的热情
和兴趣，难免走向形式化、表面
化、僵尸化。这是需要警惕和避
免的。”鹿永建强调说。

“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家长
参与、学校组织、社会支持”，是

《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
的指导意见》中对家庭教育工作
格局的定义，全国各地的家校合
作实践，基础不同，成效不同，但

“热起来”之后对“专起来”“深下
去”的渴望是相同的。走专业化
建设道路，形成家校合作真共同
体，才能真正实现亲子家校共成
长的愿景。

山东：家校合作九大主题活动应对教育难题

江西：家庭教育政策制定以研究为基础

江苏苏州：家庭教育纳入政府公共服务

江苏昆山：构建“共育、共建、共享、共生”家校合作模式

江苏海安：推出《家庭教育父母操作手册》

广东中山：“雁阵飞”让家长结伴成长

山东潍坊：这里每周都有家庭教育“大餐”

山东淄博：构建“互联网+教、学、测、评、管”家校共育新机制

江西弋阳：旁观者变成“合伙人”

江西芦溪：推行“五个一”，惠及千万家

成都市青羊区：打造有温度的教育共生体

杭州市上城区：推出“星级家长执照”认证改善教育生态

山东临朐县辛寨镇：家校合作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山东潍坊宋庄初中：家长会开到农家院

江苏新沂市新安小学：用《新父母成绩单》引领新父母成长

厦门市梧侣学校：家校共育策略研究与实践

浙江宁波海曙区南苑小学:构建开放包容和谐的家校关系

山东枣庄第十五中：灵动了课堂，撬动了变革

成都青羊区文翁实验中学：“五一个”工程带动家长成长

山东临朐东城双语学校：栽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四川宜宾市人民路小学：“家校共育”添新乐

北京顺义西辛小学教育集团：家校协同共育，学生幸福成长

施一公：只怕辜负父亲的期望

赵晓春：不让农民工子女输在家庭教育上

韩世国、张铭：世界那么大，带孩子援疆吧

韦文斌：为孩子开启人生的可能性

李跃明：靠拾荒将儿子从囚犯培养成大学生

熊敬敏：我庆幸没有扼杀儿子的兴趣

刘称莲：我家的“游戏时间”和“家庭日”

在铺满落叶的操在铺满落叶的操
场上场上，，杭州市时代小学杭州市时代小学
的学生和父母参加的学生和父母参加““秋秋
天的落叶天的落叶””项目学习成项目学习成
果展示活动果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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