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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2日，由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广安家庭发展研究
院联合研制的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规
范》（以下简称 《规范》） 正式发布。

中国有 3 亿多有未成年人的家
庭，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和子女教育
等诸多问题困扰着、冲击着人们焦虑
不安的心灵。另一方面，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却呈现理论研究薄弱与实践需
求强劲、专业人才较少与社会需求量
大、机构宣传夸大与指导效果欠佳的
多重矛盾。

提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专业化
水平，一直是困扰家庭教育工作者的
现实问题。比如，有些家庭教育指导
者只经过几天理论性课程学习，没有
经过案例实践就上岗，服务效果不
佳；有些所谓的“专家”把家长批得
痛哭流涕，却提供不了有效的改善方
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规范化、专业
化、制度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指导服务本土化
传统融合现代

《规范》 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中
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汪卫东教授
基于 30 年临床心理治疗实践形成的
人格发展理论——系统发展理论，是
针对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心理特点、
交往模式等研制出来的。

《规范》 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中
华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与唯物辩
证法思想的有机统一。即体现家庭整
体发展与个人发展相统一，全过程服
务与全方位服务相统一，家庭内外关
系、男女婚姻前后关系、夫妻性与情
关系、个人身心关系平衡的观点。

比起西方的人际关系，中国人际
关系具有“差序格局”和“关系主
义”特点，《规范》 的服务内容有家
庭内外人际关系咨询与指导，帮助个
人处理家庭内外关系，尤其是中国特

色的“婆媳关系”。针对中华传统文
化不重视夫妻性关系的特点，还有夫
妻性关系咨询与指导。设置“家庭养
老与康复咨询”的指导服务则是为了
适应中国人居家养老的特点。

在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知识要求
上，《规范》 提出了要具备“中国传
统文化知识”，因为“含蓄”“好面
子”“忍”等都是中国人的特点，不
了解这一点就难以做好咨询。

《规范》中还有“家庭财产关系咨
询”，指导转型期的现代家庭更好地处
理婚姻前后财产关系，减少家庭矛盾。

课程设置综合化
阶梯式分层培养

为了保证家庭教育指导者培养的
专业性，《规范》 的课程设置思路是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必修和选修相结
合、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相配套。

为了让家庭教育指导者培养底子
牢靠、术业专攻、实践过硬，课程分
为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
从夯实家庭教育指导者基本人文素养
考虑，基础性课程包括医学基础、哲
学和法学方面的课程。如果想在某一
咨询领域深入学习和实践，成为专
家，就可以选修相关课程，比如针对
特殊人群咨询的理论和实践课程。

针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跨领域、
跨部门的特点，《规范》 提出建立多
部门合作的家庭教育指导者培养联席
会议制度，齐抓共管，形成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的协同力量。

在培养机构方面，《规范》提出的
人才培养格局是，设有与家庭教育相
关学科方向的高校、科研院所、优质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进行分工合作。
高校和科研院所可以利用学术研究优
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者理论素质培
养。优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可以
进行实践训练。

专业设置上，《规范》提出高校开
设家庭教育本科选修或辅修课程，设
置家庭教育硕士和博士研究方向，进

行专业人才职前培养。在资格申请
上，提出“高中及以上学历（或学位）获
得者可以根据所获学历（或学位）及是
否与家庭教育相关，在修满10—25个
家庭教育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学分，
分析 50—100 个家庭教育案例后，申
请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资格”。

中国目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实践
的人有各种身份、各种学历，《规范》提
出以高中为起点学历，高中、大专、本
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等不同学历起
点的人，按照各自学历和专业背景进
行相应的系统课程学习和实践训练，
来满足众多家庭的咨询指导需求。

在专业提升方面，《规范》 提出
每年必须进行至少 2 学分的家庭教育
专业课程学习、至少 10 个家庭教育
案例分析的实践课程学习。

服务理念发展性
促进自我教育

《规范》 的基本理念是促进家庭
发展、个人发展，“发展”是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的落脚点。围绕着“发
展”建构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其最终目标是每个人都学会自我教
育，实现自我发展。

家庭教育指导者面临的咨询内
容，涵盖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阶
段，包括孕期保健、婴幼儿养育、学
习指导、工作咨询、家庭建设、亲密
关系建立、安心养老等内容。

社会迅速变化带来越来越多的不
确定性，现代人面临的不稳定和不可
预测因素越来越多，学会自我教育，时
时学习、终身学习显得越来越重要。

拿中国家长非常关心的孩子学
习来说，孩子学习好坏与很多因素有
关。除了学习习惯、学习态度，人际
关系和谐的家庭，孩子心理安全、情
绪稳定，就能以最好的精神状态去学
习，成绩自然会好；若父母天天吵架、
家庭冷如荒漠，孩子每天胆战心惊，怎
么会有心情学习？成绩何以会好？
所以，家长学会自我教育，创造良好关

系，营造一个氛围良好、和谐融洽的家
庭环境，是教育孩子的基本前提。

孩子出现问题，很多家长经常想的
是怎么对付孩子。其实家长首先应该自
问，我在教育孩子上是不是有什么问
题？好端端的小苗怎么育成了“歪脖
树”？家长要不断自我反思，学会自我教

育，实现建设和谐家庭与自我发展的统
一，才能养育出身心健康的孩子。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本文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本科
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院级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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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规范》

家庭教育最终要走向自我教育
单志艳

微论坛微论坛

这几年常带孩子出去旅游，陆陆
续续接触过不同国家的人，观察他们
对待孩子的方式，我发现中国父母最
舍不得“放手”。

在泰国北部旅游时，与一群西班
牙人在酒店游泳池待了大半天。有两
个西班牙小女孩，小的大概不到 4 岁，
大的 10 岁左右。姐姐一会儿蛙泳，一
会儿蝶泳，一会儿又潜水，妹妹学姐姐
奋力把头扎进水里也能游三四米。姐
姐教了一会儿妹妹就自己游开了，妹
妹不甘示弱自己游了起来，游着游着
离开了池边，在水里扑腾着狠狠地喝
了几口水，才终于抓到泳池边缘爬出
水面。小姑娘的父母一直在餐桌旁悠
然地喝着咖啡，既没有过去安慰妹妹，
也没有责备姐姐。妹妹没有哭，转身
继续学，而姐姐根本就不知道刚刚发
生的事，依然快乐地游着。

如果是中国的父母，往往会立刻
冲过去关心小的，反复讲游泳的危险，
甚至让她以后害怕游泳；也会责备大
的，让她因为妹妹呛水饱受委屈，以至
于以后不敢自由地玩耍，随时都要负
担起照看妹妹的责任。而这对西班牙
父母似乎视而不见，其实是放手让孩
子自己去争取生存的机会。

联想到曾经在北京看到的一幕：三
个家长一齐“摁”着刚学完芭蕾舞的小姑
娘做英语作业，一会儿要求孩子站资，一
会儿责怪孩子发音不准，一会儿爸爸急
了，一会儿奶奶又说她精神不集中，一会
儿妈妈又在旁边提示⋯⋯小姑娘眼里
泪水直打转，声音直颤抖。好不容易背
完了英语，三个人又一起上去帮孩子穿
衣服，孩子就像个任人摆弄的小木偶。

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可以让孩子
自己处理，写作业、收拾个人物品、运动、
做家务、处理和其他小朋友的矛盾等。
虽然他们刚开始也许做得不尽如人意，
但只要家长舍得放手，给他们练习的机
会，做多了就习惯了，也就做顺了。

外国的父母更清楚孩子是独立的
生命个体，不是父母的附属物，所以他
们更愿意顺其自然，不去干预孩子的
成长。现在舍得放手，孩子将来才更
适应社会，我们将来才会放心。

（作者系湖南省津市市作家协会会员）

放手，才能放心
周金萍

王文萱 （6岁 北京防化红黄蓝幼儿园） 绘

微言

未来学校的发展理念
互联教育+现代教育+智能教育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雷玲校长认为，以
全球视野更新教育理念，为人类生活重塑教
育，培养未来人的核心素养，就要基于“互联
教育+现代教育+智能教育”，引领当今教育实现
变革，走向未来学校。

近年来，学校积极重视培养学生的人文
性、科学性、艺术性、数制性和超越性，将

“互联教育+现代教育+智能教育”融入未来学校
的发展理念中。这种全新的教育教学模式，蕴
含着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实践范式，它已不再
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而是一种全新的思维
方式和革命性的颠覆。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经验是：让教育
在互联网时代具有跨界、融合、开放、共享、

体验、大数据等显著特征。学校确立了“互联
教育+现代教育+智能教育”的理念，用全新的
思维方式和发展理念，引领学校成为走向未
来的学校，学校成为“全国教育网络系统示
范单位、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道德教育实验学
校、青少年创新素质培养实验基地联盟校、中
国创客教育先锋学校、西安市科技教育示范学
校”等。

未来学校的发展路径
互联平台+数字平台+信息平台

用互联网思维建设未来学校，开展智能校
园建设。近年来，学校建立了以学习者为中心
的教育环境，实现了日常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定
制化。学校通过数字化教室、儿童创客教育中
心、3D 打印实验室、AR/VR 学习中心、STEAM
教育学习空间、项目学习实验室、机器人工

坊、数制工坊、数字美术实验室等先进的教育
平台，开创了学校走向未来的崭新途径。

为实现创新发展，学校倡导教师深度学习
和跨界学习，开展基于未来学校发展的教师阅
读活动，引领教师阅读人工智能相关理论，转
变教师观念，推荐教师阅读 《人工智能的未
来》《与机器人共舞》 等书籍，帮助教师获得与
信息化教学相匹配的意识和能力。

未来学校的特色创新
互联资源+教育资源+国际资源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大力实施智能教
育，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
育、STEAM 教育、人工智能科普教育等。现
在，学校正在尝试“私人定制式”的未来课
程、建立混合式学习方式、线上线下学分制选
修课、大数据学情课程，满足不同学习方式，

实现分层发展。同时开发了基于未来学校发展
的校本教材 《3D 打印与美术欣赏》《STEAM 校
本教材》 等，促进未来学校课程体系的不断完
善。

雷玲校长说，未来学校的创新发展要依靠
资源，它不仅仅是学校自身的资源，还有社
区、社会、国内和国际的资源。近年来，学校
开展研学活动，参观科技馆、数字博物馆、城
市未来实验室、交通大学快速制造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交通大学机器人工坊、钱学森博物馆
等，让学生离开书本亲历科技的发展。学校还
运用数字化教材、大数据精准教育服务，使学
生的学习变得更加便捷，建立了“用数据决
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新型管理机
制，全面提升学校现代化管理能力。

目前，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全校师生在
党的十九大精神鼓舞下，向着未来教育的目标
阔步前进⋯⋯

创新驱动发展 引领未来教育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未来教育发展纪实

2015 年国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互联网+教育”；2017 年国家印发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西安交通
大学附属小学积极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潮
流，围绕走向未来学校这一主题，如何
培养学生具备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
发展需要的关键品格和关键能力，如何
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人才，进行
了有意义的教育创新活动。

学校被授予“中国基础教育品牌总
评榜改革创新示范学校、全国素质教育
先进示范校、全国教育网络系统示范单
位、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道德教育实验
学校”和“陕西省示范小学、陕西省艺
术教育示范学校、陕西省现代教育技术
示范学校”等多项称号，走出了一条创
新发展的未来教育特色之路——

传承国乐文化 奏响华夏乐章
——潍坊市潍城区青年路小学打开传统国乐文化新篇章

传承经典
释放“品牌”育人力量

从 1999 年 7 月，学校组建民族管
弦乐团至今，已经成功举办民乐专场
音乐会数十场。

青年路小学民族管弦乐团自成立
以来，培养了学生的兴趣，发展了学
生的特长。2009 年，学校将民乐教学
纳入校本课程系列，扩大艺术教育的
内涵。校本课程采用选修课形式，以
民乐教学为主，同时开设美术、舞
蹈、合唱、书法、棋类、球类等课
程，其目的就是让学生人人选择一门
自己有兴趣的课程参与学习，这一举
措把学校的艺术教育推向深化研究与
提升阶段。学校“坚持教育公平原
则，让每个学生都成为艺术教育的受
益者”，使学生通过选修课学习，每

人至少具备一种艺术特长。雅乐传真
情，琴韵润童心。

“童”韵悠扬
把课堂还给孩子

学校“童音”课堂打破传统教学
模式，巧妙地把课堂还给学生，推动

“ 要 学 生 学 ” 到 “ 学 生 要 学 ” 的 转
化，诠释“学生第一”的教育理念，
真正实现了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
习，提高了课堂效率。

学校深入研究童音课堂，通过独
学、对学、组学、群学、展示等环
节，让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并独立解决
问题，学习效率极大提高。当学生成
为课堂的主角，就有了个性的张扬、
思维的碰撞，过去的无精打采已被精
神焕发取代，童音课堂的魅力开始绽
放异彩。

近年来，学校先后开放课堂近2000
节，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及香港地区 180
余个考察团一万余人到校参观交流。

《基于童音课堂改革，对学生自主学习
合 作 探 究 能 力 的 研 究》成 功 立 项 为
2016 年度潍坊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
究课题，并荣获潍坊市政府部门成果奖。

“长”势喜人
促进学生综合素质能力提升

国家教育部门 《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纲要 （试行）》 明确规定：“新课
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使学
生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

学校基于重构“学生幸福成长”
的课程结构体系，深化“学为中心”
的基本教学模式，启动了 《“长”课
程，为学生的幸福成长奠基》 课题项

目。长：一读“zhang”，意为生长、
成长、发展；二读“chang”，意为特
长、专长、优势、长处，即从学生的
长远出发，让他们和谐生长且学有专
长。在这种思想引领下，为使“长”
课程顺利实施并落地，2016 年学校采
取了“5+6”工作法，把国家、地方
与校本三级课程融合成为德育与养
成、人文与素养、体育与健康、科技
与实践四大板块 51 门课程。通过合理
确立分类依据，学校认真分析教师特
质、学科特性及联系，确立了基本素
质课程和整合大课程。基本素质课程
有音乐、体育、美术、信息技术、科
学；整合大课程有“语文+”（语文、
阅读、写字、传统文化和品德与社
会）、“数学+”（数学、综合实践活
动）、“英语+”（英语、英语兴趣阅读
绘本），有效拓展了学校育人课程体
系内涵。

“魅”力无限
激发学生成长内在潜能

在绿色评价的引领下，学校推出
了“七彩童年·魅力学生”评价体系，为
每个学生建立七彩童年成长档案，设
置七彩童年荣誉册。学生可根据兴
趣、爱好、特长获取相应的荣誉册，积
满七种颜色，将被授予青年路小学“魅
力学生”奖章，第二次获得该项殊荣为

“二星魅力学生”，依次类推。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青

年路小学全体师生秉承着“为学生幸
福成长奠基”的办学理念，践行“尚
德尚美、乐学乐行”的校训，与时俱
进，在国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奏
响了富有时代特色教育、办人民满意
学校的最强音！

（李丽丽 于莉莉）

潍坊市潍城区青年路小学
被小商品城、润扬新城、金沙
商业区所包围，与潍坊汽车
站、火车站、人民公园毗邻，
学生 73.1%是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

在特殊的区域，面对复杂
的生源和家长群体，市、区各
级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家长满
意度测评中，学校已连续四年
全面获得家长及社会的满意。

其重要的秘诀就是学校
19 年 民 乐 教 学 的 坚 守 与 传
承，不仅为社会培养造就了一
批批人才，而且带动了学校各
项工作的全面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