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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周刊
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专业成长平台

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家校关系是围绕着儿童教
育而建立的一种合作性的教育关
系 ， 共 育 承 担 儿 童 发 展 的 责
任。”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康丽颖教授指出，人
的成长有很多不确定性，家庭、
社会、学校这三者的影响是叠加
在一块儿的，这三者都是积极
的，是互信共生的，才有可能对
儿童成长实现正向的影响，实现
整体大于总和。

“妈妈，你好像长大了。”这
句话出自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小学
晁明芳校长收到的一封家长来
信。这位妈妈说：“专家讲座让
我明白了孩子的问题不是问题，
家长对待的方式和方法才是问
题，我开始反思自己，正在按专

家所说的改变自己，现在我已经
不再焦虑生气了。”

晁明芳一到淇滨小学上任就
送给家长“三盏灯”——“赢在
家长”讲习堂、清明寻祖寻家
训、家庭教育指导师集训。“全
校除班主任之外有130名老师参
加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考试，还
有家长自愿参与。有个全职妈妈
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后，还
主动到留守儿童学校去做辅导，
给女儿做成长的榜样。”

如何解决教师参与家校合作
的动力问题，让学校和家庭成为

“彼此的课程资源”，是深圳罗湖
翠北实验小学校长李巍关心的课
题。从教近 30 年的李巍说自己
始终对儿童充满好奇，做了 20

年校长从来没有跟老师发过脾
气。到了深圳这所老师“不差
钱”的学校，李巍引领老师的法
宝竟然只是“真心实意地喜欢小
孩”，基于人性，触动心灵，老
师们心甘情愿地参加每周一次的

“家长夜校”，一起学习如何爱孩
子才是“刚刚好”。

“家校共育要有制度作为保
障和依据，制度是最稀缺的资
源。”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洪明博士认为，虽然家校合
作共育的理念已经融入国家基本
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 都把学校、家庭、社
会合作共育作为基本政策，义务

教育阶段校长标准也明确强调家
校合作共育问题。“但很多家校
合作政策并不被广大教育工作者
所了解和熟知，家校之间越权、
越位的问题仍然很突出”。

制度保障下各种教育要素全
息共生，也是校长们的共识。无
论是徐威所说的深度挖掘盘活家
长资源、搭建家长和社区参与教
育的平台，还是李庆明推进学校
教育社区化、社区教育学校化
的一体化治理战略，目的都是
用制度来规范完善家校合作，
打造家校协同教育的新格局，
建设和谐共振的教育环境，形
成相得益彰的教育共同体，最
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发展机
会。

制度保障下各种教育要素全息共生

最近，网文《一个普通北大
人的命运与冒险》引发各种评论
和转载。作者秋岸是一位北大
学子、留美学生，在“万言书”里
历数了父母给自己带来的痛苦。

秋岸自称在一二年级的文
艺表演活动中，其母不按老师
的要求给他穿短裤，导致他被
老师当众怒斥。一年级时被同
学评价“很聪明但不会剥鸡
蛋”，此话后被其二姨多次提
起，他出现抠指甲的高焦虑行
为，但没得到父母的理解反被
训斥。五年级时去市里上奥数
班书包被人划坏并涂抹，其母
并未安慰他，而是歇斯底里地
教育他“这下你知道外面的世
界很精彩了吧”⋯⋯

初二的时候，秋岸的父母
以“太小不能骑车”“你受不了
当地名校的竞争”为由，拒绝安
排他去更好的学校求学。秋岸
高中时想换座位，向父母求助
反而被斥责，他们甚至用“最卑
贱的狗才想要什么公平”等言
语来否定他。考上北大的那个
暑假，秋岸被母亲“强迫”参加
了一次旅行，导游安排他和两
个小姑娘住在一起，秋岸后来
埋怨父母没有帮他说话，结果
被母亲大骂一顿。2005 年春
节秋岸回家过年，做模型时被二姨讪笑“原来你只有玩模型
的时候动手能力才不那么差”，他逃回学校从此再也没有回
家过年。到美国后，和父母拜托关照他的朋友闹僵，开始寻
求心理咨询，从中认识到自己的创伤源自从小的经历。

需求没有被看见

秋岸的痛苦，来自他的需求从未被父母看见。
他的父母丝毫没有考虑到一个男孩的性别角色需求，

反而要他以丧失男孩应有的本性来应对现实生活。在各种
事件中，孩子内心渴望父母能够给他一些安慰，但是他得到
的却不是理解而是教训。

高中的座位安排自然有老师的通盘考虑，但问题的关键
是秋岸想要更好的环境，以便更有效率地学习。但是这样的
需求并未得到理解和认可，反而遭致否定甚至是伤害。处于
无助而绝望的秋岸连口头上的理解也没有得到满足。

成长过程中的儿童非常依赖于父母的支持和认可。他
们需要被父母看见、理解、接纳，得到父母的支持。否则就
意味着他们的生命是不被看重与认可的，是毫无价值的，情
感上必然产生被抛弃的感受，从而对未来产生不确定性。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秋岸失去了自我价值感。在绝大多
数人看来能够应付的事情，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不可逾越的
挑战，甚至导致绝望。

否定带来的伤害

秋岸是一个有才智的人，拥有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成
功人生的船票，正在驶向“诗和远方”的彼岸，却在为“活着”
而挣扎。他缺少的不是未来的无限可能，而是应对世间俗
事的心智能力，原因主要来自成长环境。

一二年级的学生非常看重老师“穿短裤参加文艺演出”
的要求，其母否定他的需求，导致他无法完成任务而成为规
则的破坏者。这实质上破坏了儿童成长的正常心智，让孩
子在老师面前失去了自尊和价值。

秋岸的父母拒绝安排他去更好的学校求学，除了否定
孩子的需求，更是在否定他的能力。青春期孩子的自身能
力被否定，就意味着他不可能做好任何事情，更谈不上发挥
潜能，这是一种对未来希望的毁灭。

秋岸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这些困惑，在常人看来或许
仅仅是一种尴尬的存在，完全可以一笑而过，而秋岸却陷入
无限纠结之中无法自拔。除了个人的气质因素，成长过程
中个人价值感的缺失，是导致他敏感而无力的最重要原因。

如果孩子觉得自己的生命在父母眼里毫无价值，永远
无法成为父母眼中的好孩子，就会既渴望被理解、认可与接
纳，又感到绝无可能，就会变得异常敏感，处处草木皆兵。
秋岸总是觉得身边的人都看不起他，都在否定他，其实很多
时候这只是一种幻想而已。

秋岸高一时认为座位不理想，其实他既可以请求父母
帮忙解决，也可以直接找老师申请，甚至还可以找到校领导
申请，毕竟他是班上少有的学霸。但他整个身心沉浸在被
否定与伤害的愤怒中，无法专注于问题本身的解决。

又比如“周边学生的骚扰和闲话”，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是如何能够不受其他干扰而高效率学习。但秋岸的成长有
严重的缺失，导致他的精力专注于索取缺失的方面，而忘了
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满足成长中缺失的理解、认可与接纳的需求并不难，就
是父母承认自己过去的失误，重新理解和接纳孩子的现
实。遗憾的是，秋岸的父母并未看到孩子的挣扎，也就无从
满足他的缺失。秋岸的痛苦，就是父母的忽视和不作为的
教养方式带来的恶果。

体谅解开心结

好在秋岸并未沉溺于自我沉沦的感受中，而是积极地
寻求自我救赎。他换了心理学专业，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
助，现在又写了万字长文来倾诉自己成长中的困惑，这些都
是有效、必要且无害的行为，是一种直面过去、期望未来的
积极举措。

此文所引发的广泛讨论和转载，可以让更多的父母、教
育工作者开始关注每一个成长中儿童内心的需求，让更多
的人意识到，切实关注儿童的成长需求，避免语言暴力、表
情暴力等隐性伤害对儿童精神上的伤害，是创建和谐社会
的当务之急。

万字长文被大量转发，未必会马上换来秋岸想要的理
解、认可与接纳。他一方面要在生活中积极地重塑自我，发
现自己的需求，接纳自己的现实，多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实现更多的自我价值，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用心去爱身边
的人；另一方面，要在适当的时候原谅父母的过失，重新完
成与父母的情感连接，让生命不再是孤独的存在。毕竟，父
母的言行主要是自身的成长缺失所带来的行为偏差，不知
者不为罪。用体谅解开心结，方为解脱之道。

（作者系中亲联家庭教育学院院长）

他
为
何
﹃
拉
黑
拉
黑
﹄
父
母

陶勇

家 校 合 作 发 端 于 上 世 纪 80 年
代。到 2016 年，全国依托幼儿园、中
小学等建立的家长学校达到 338240
所，但家校合作仍然没有一个明晰的、
被广泛接纳的定义。“加强家庭教育的
一项措施”“解决家长的教育焦虑，提
升家长的素质和水平”“以促进学生发
展为目的，家庭和学校两种力量互相
配合、互相支持、互相协调的教育互动
活动”“加强与学校的沟通配合，共同
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五花八门的
定位中，不乏模糊定位、降格定位、错
误定位。

家校合作绝不仅仅是加强家庭教
育的一项措施，要有更高的站位，亟待
实现教育思想、培养模式、学校制度的
三个根本性转变。

家校合作要实现教育思想从“小”
到“大”、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以往没有实施家校合作，是因为
小教育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占据着主
导地位，认为学校教育就是教育的全
部。而现代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有现代
教育观念、大教育观念，要看到教育包
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2015年10月11日，教育部面向教
育系统颁布《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
的指导意见》，将指导家庭教育工作正
式列入教育系统工作序列，是彰显现
代教育思想的一个标志性文件。近年
来各地异军突起的家校合作实验，则
开创了现代教育思想的创新探索。

家校合作是研究人才培养模式转
变的重大课题，是人才培养体制改革
的创新探索，应当具有并体现素质教
育的理念与特征。

党的十九大重申了教育改革发展
的总体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

“发展素质教育”，分别是《教育规划纲
要》确定的到 2020 年教育发展的战略
目标和教育工作的战略主题。这“两
个战略”，方向是实现教育现代化，路
径是走素质教育这个全新的育人模式
之路。

当下教育关注的课程改革和培养
模式，都是育人的要害问题，都关涉素
质教育这个“全新的育人模式”。2017
年 9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教育
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而具体地
提出，加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
教育的有机结合，构建各级党政机关、
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街道、社区、
镇村、家庭共同育人的格局。

2010 年《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六
大改革，改革路径变化为“以人才培养
体制改革为核心，深化教育体制改
革”。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成为中国教
育六大改革的第一项改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家校合作应
当准确定位为素质教育培养模式的组
成内容之一，应当为构建中国基础教
育“全新的育人模式”贡献智慧和方
案。素质教育模式是国家政策，不管

“未来教育”如何变化，国家政策是绕
不过去的，家校合作的“素质教育”的
理念与特征不言而喻。

现代学校制度需要探索和构建以
学校为主导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三结合”的育人模式，指导促
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本世纪初，教育部提出中小学建
立现代学校制度。“社会参与”与学校
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结合的培
养模式是现代学校制度的主要特征和
必备条件。2012 年 3 月教育部颁布

《关于中小学幼儿园建立家长委员会
的指导意见》，指出这是建立现代学校
制度的需要。只单一注重学校教育的
传统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人
才培养需求和教育追求，迟早要被淘
汰。一所学校的顶层设计如果没有家
校合作，只能成为一所优秀的传统学
校，称不上优秀的现代学校。

当前世界教育开始从家校合作走
向“家、校、社合作”。据说美国已成立

“学校、家庭、社会（社区）合作委员
会”，出台了《家庭与学校合作的国家
标准》，开展“家、校、社合作”教育的研
究。我国 2007 年 5 月颁布的“家庭教
育十一五规划”，已将主管社区事务的
民政部联合为“规划”的责任部委，为
教育培养模式从家校合作走向“家、
校、社合作”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作者系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

家校合作
亟待三个转变

傅国亮

家教主张家教主张

家校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我
们的教师是否适应社会的呼应，
有没有相关的胜任力，目前家校
合作双方互为工具的困局如何解
决，除了指导家庭这个对成人的
干预是否还有其他的切入点⋯⋯
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副主任王东的一连串设问，引发
与会者对家校合作中教师面临的
挑战的关注。

王东提到 2017 年他们所做
的北京市一个区家校合作现状的
调查，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家校
合作对教师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了工作
难度。“有意思的是，33.5%的教师
认为自己与家长沟通的能力比较

欠缺，却有66.4%的家长认为教师
缺少与他们沟通的技巧，这个自评
与他评的差距，生动地体现了教师
胜任力面临很大的挑战。”

“家长参与家校合作有自己
的利益诉求，学校希望家长作为
资源开发者来帮助学校，双方各
为己利、互为‘工具’，居于中间的
教师如何实现两者的共育和合
作？”王东认为目前现有的教师培
训缺少家庭素养的内容，也缺乏
系统的专业知识支撑。推进家校
合作时如何避免给教师增负，如
何避免给中小学增加可能无效的
工作，教师如何避免成为强化学
校教育、同化家庭教育的力量，是
值得思考的问题。

王东的研究得到了北京市海
淀区民族小学德育副校长徐威的
印证。“近几年我们家长的学历不
断攀升，有本科以上学历的达到
87%。有的年轻老师说：‘我最怕
开家长会了，我觉得那些父母都
是我家长。’面对高素质、高需求
的家长，我们的家校工作走进了
建立在教育共识基础上的集体行
走时代。”徐威形象地说。

徐威介绍说，民族小学的家
校合作走过了三个阶段。最初是
家长出力当志愿者、出智到学校
来做活动，现在运行的是项目
制。学校在网上列了十个专委
会，家长自愿申报项目组织团
队。两三个月的工夫，古诗通关

网站出来了，食育项目开始推进
了，机器人和编程、知识产权教育
项目也有家长积极承担，初步构
建形成一个多层次融合、有序运
行的家校合作新模式。“未来要成
为学生、教师、家长、社区多角色
体验、多圈组合，共同参与建设、
共同参与治理、共同分享成果的
超级教育社区”。

在谈到整合资源的四个方
面（队伍建设、主题活动、制度建
设、活动模式）时，有丰富培训经
验的曹萍说：“队伍建设最需要重
视的主力军是班主任老师，从理
论到实践，素质、技能、知识都需
要极大支持，否则班主任老师真
的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

建立互信共生的家校关系面临胜任力挑战

“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
向善、共建共享”，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原党委书记陆士桢教授用这
16 个字解读了“习近平家庭建设
思想”。陆士桢认为我国三代领
导人的执政重点各有侧重，毛泽
东是政治治国，邓小平是经济治
国，习近平则是文化治国，治国理
政的基点是文化道德价值观的建
设，其中家庭建设、家庭教育是重
要的一环。

“中国文化强调公德和私德
的有机统一；家庭教育要实现爱的
代际传递；向上是强调立志，向善
是强调践行善行；共建共享是要党
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齐抓

共管，同时推进家庭服务体系建
设，加强专业化发展。”陆士桢认为
全社会要树立大家庭教育观，才能
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原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傅国亮
也从大教育观的角度梳理了我国
家校合作的发展历程，强调现代
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有现代教育观
念，现代学校制度要探索和构建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
结合的育人模式。

“我们废除了原来的家长委
员会，成立由学校、家庭、社区、公
安、卫生、交通、城管等各方代表
组成的家校社协商委员会，创设

一种和平、尊严、包容、平等的氛
围，打造价值认同、齐抓共管、和
谐互动、资源分享的教育共同体，
构建了一支无坚不摧的教育力
量。”宁波赫德学校校长李庆明博
士用自己在深圳当校长 9 年“零
投诉”的经历，见证了要教育好学
生先教育好家长、要办好学校先
引领好社区的大教育观念。

“成功学校真正的秘密，就在
于成功地领导了家庭。”有 18 年
基层工作经验的李庆明深感家校
关系的复杂性，在越来越多元化
的家校沟通方式中，他特别看重
家访。“这种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
交流，是打通家校壁垒、化解家校

误解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有成效
的手段。”李庆明当过 4所学校的
校长，在每所学校都坚持全员家
访制度，家长的反馈是“老师走进
了我们的家庭，同时也真正走进
了我们的心灵世界”。

“家校合作已成为历史发展
的必然，开放性的学校、有大格局
的领导一定要善于借势。”中国青
少年研究中心处级调研员曹萍指
出，目前最大的势就是国家之势，
家校合作、家庭教育已经成为治
国理政、文化建设的基点，学校要
占领立德树人这个制高点，努力
营造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良
好环境，培养德才兼备的孩子。

学校成功的秘密在于成功地领导了家庭

“一所学校的顶层设计中如果没有家校合作，只能成
为一所优秀的传统学校，称不上优秀的现代学校”“所有
人都说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但你准备让你的孩子往哪
儿跑？”“学校、家庭和社区三者对孩子的影响是叠加的”

“家校合作既是家庭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学校教育工
作的一部分”“学校承担建立和谐家校关系的责任，要有
意识、有方法、有能力”⋯⋯在 1 月 27 日于北京召开的

“2018家校合作论坛”上，与会专家热议“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学校的责任与边界”这一主题，来自全国各地学校

的校长们直呼过瘾。论坛由新家庭教育研究院主办，益爱教
育承办，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评价这场
论坛“小规模、高质量、有深度”，是“2018年家庭教育的
第一枝报春花”，其中的政策解读、实践成果和问题研究报
告发人深省。孙云晓特别强调重视家校合作中的边界问题，

“学校越过家校合作的边界，就会破坏家庭教育的职能”，让
家庭教育以生活教育为中心的功能缺失，使得家庭教育中的
家风、家教的建设无从谈起。

家校合作怎样才能家校合作怎样才能““刚刚好刚刚好””
本报记者 杨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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