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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是一个家庭世代相传的守
则和规范，能够影响家庭成员的品
德及其言行。国家倡导广泛开展文
明家庭创建活动，挖掘和整理家训、
家书文化，用优良家书家教培育青
少年。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敬德书院
春季论坛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

“家风家训与立德树人”主题展开研
讨，探寻家风建设、家训传承和协同育
人之道。“最能体现我国家文化特色的
就是关于孝的定义，自然亲爱即为孝，
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是
自然亲爱的表现，属于人的天性。在
这样的家庭结构基础之上，家文化特
别重视家教、家训、家礼、家规等的建
立，由此形成了代代相传的家风。”北
京大学教授楼宇烈表示。

家风是家庭的精神内核

“做孩子榜样，树公益家风”“行
胜于言小事起，成志理想勇担当”

“每天的生活从尊重开始”“书香沁
润心灵，行动启迪智慧”⋯⋯2018年
初，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举办第五届

“十大成志好家风”评选，传递清华
附小成志好家庭的故事，以家庭的
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学
校将始终与家庭同行，培育优良家
风，打好育人根基。”清华附小校长
窦桂梅说。

《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
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
齐其家。”家风和家教在中国具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不仅仅对孩子有教育
意义，对成年人仍然有启迪。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较为
稳定的传统习惯、生活方式和道德规
范的综合表现，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
传统风尚，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
体现着家庭或家族的价值观。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齐家今年
已有 80 岁高龄，他从自己的家庭说

起，认为家庭和谐可以促进社会和
谐。中华文化强调人伦之道，重视
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如夫
妇、父子、兄弟等，这些关系都要建
立在仁义基础之上。人伦之道始于
夫妇之道，夫妇关系必须符合“正
道”，夫妇关系一坏一切都坏。“正
道”就是人类必须遵守的普遍道德
规范。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吴安春看来，家风作为家庭的文化
和传统表现的是一个家庭的气质和
风范。学习研究家风家训，对家庭
教育而言，首要目的是学做人；对于
教师和学校而言，家风家训是教育
成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立德树
人。传世家风的智慧是以道德智慧
为核心，就是伦理道德的德性，德是
具有实践性的。

海淀区教科院院长、敬德书院
执行副院长吴颖惠说，自古至今，家
风家训的目的就是立德树人。中国
传统文化首重德育，“蒙以养正，圣
功也”，一语道出教育的至高目标养
正；再者是尚文教，家庭教育中尤其
重视诗、书、礼、义的学习，然后是社
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

家训是家教最有效的手段

“家训是家教最有效的手段。”
郭齐家说，中国历来重视家庭教育，
家庭在把自己的子女送入社会之
前，要把道德准则、社会规范、价值
观念以及社会角色所需要的知识经
验等，传授给自己的子女。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儿童青少年的教育主
要是在家庭中完成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
致远。”出自诸葛亮 54 岁时写给他 8
岁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诸葛亮
用他对人生的哲理思考，告诫儿子
要恬淡寡欲方可有明确的志向，须
寂寞清静才能达到深远的境界。

当代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在教
育其子汤一介先生时说，家风不可
中断。一个家庭应该有它的家风，
如果家风断了，那么这个大家庭也

就衰落了。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重孝道、

重亲情的国家，其治理、安定主要依
靠 家 族、家 庭 的 维 系 力 量 作 为 基
础。家族是一个“大家庭”，不仅有
族规、族法、族田、族产，还有族训、
家训、族学、家学等。家训的形式有
很多种，如训诫、遗言遗训、书信、诗
歌格言警句、著作等。

郭齐家讲述，他的家族里没有
正式立下什么家训、家规，但他的父
辈在日记里记了很多他爷爷教导的
话语，后经整理定下一个修身的格
言，“叫作《修身格言》，相当于我们
的家训。”郭齐家至今仍能娴熟地背
诵，“大丈夫，成家容易；士君子，立
志何难。进一步，自是平安；让三
分，何等清闲⋯⋯”

“家风表现为隐性的耳濡目染，
而家训表现为显性的耳提面命。好
家训形成好家风，好家风成就好家
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勇说，家
风是一个家庭的风气，是在长期历
史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风尚、风格
和习性、习气，具有一种隐性形态的
特点。家风的形成，有赖于家训。
家训可以立即实现，而家风的形成
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吴安春说，家长要有一个正确
的教育理念，帮助自身和孩子共同
成长，让家风家训在家族中成为众
人成长的一个重要教育资源，让家
长先成才，并和孩子一起在家风家
训中共同学习和成长。

家风形成最重要的是身教

楼宇烈认为，对于我们传统的
家的文化、家的概念、家训家风，有
很多都被遗忘了，有一些被淡漠甚至
否定了。“我国的家并不是通常意义
的‘小家’，它有各个层次不同的家，
家教、家训、家风也不仅仅是‘小家’
的问题，‘大家’的家风比‘小家’的更
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翟
小宁说，中国人把子孙看得比自己
重要，但有一个根本问题：究竟要给

子孙什么？给他万贯家产，还是给他
一种文化修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
中国文化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要使
子孙达到更好，要使子孙继承发展家
业，就要使子孙的修养比我还好。”

结合分析孟子的核心观点之一
“内圣外王”，翟小宁说，中国文化是修
身文化，注重子孙的修身，由家训、
家规、家书形成一种家庭文化的追
求、文化价值观，进而形成一种家
风。家风一旦形成，这个家庭的文脉
就会源源不断。而家庭的核心价值观
就是积善和成德，由家庭推及学校，
由家风推及校风，进而实现修身、齐
家、治国和平天下的君子目标。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优良
传统不断被发扬光大，家风也不断被

赋予新的内容，一些家风家训中的精
华渐渐融入到了道德教育中，新时代
的家风家训建设与培养需要与时俱
进、不断发展。

“促进家庭文化建设可以通过共
写家训、共谱家庭成长计划、共建家
庭书单、设立家庭活动日、举办家风
座谈会等方式具体实现，而最重要的
是家庭环境的风清气正。”凤凰卫视
集团凤凰青少行政总裁王阳说。

楼宇烈说，礼仪文化最为重要的
是身教。家教家训以及由此而形成的
一种家风，最重要的是身教，身教重
于言教，甚至可以说没有身教是形不
成家风的。在家里面家长要身体力
行，在学校里面老师要身体力行，在
社会上公众人物要身体力行。

修出家庭环境风清气正
本报记者 余闯

一线扫描一线扫描

这是一对爷孙的真实对话：
“宝贝长大后干什么？”
“当爷爷。”
“为什么要当爷爷呀？”
“因为当爷爷可以不上班，天天不用早

起，起床后喂鸟、浇花、看电视，跟孙子玩
儿，也没有人管。当爷爷多好啊！”

这正是隔代抚养的一个弊端。爷爷奋斗
的年代，孙儿无缘目睹；孙儿所看到的，全
都是爷爷轻松自在的生活。在孙儿眼中，爷
爷活得可真滋润啊，要是自己长大后也这样
种花养鸟、没人管、尽情懒该多好啊！

那些亲自带孩子的父母往往忙得一塌糊
涂。闹铃一响赶紧起床，手忙脚乱地叠被、
洗漱、弄早饭、吃早饭，帮孩子收拾停当，
打仗一样送孩子去幼儿园；晚上接孩子回
家，又是一通好忙⋯⋯孩子从小就见证了父
母的辛劳，明白了父母为了他、为了家、为
了工作有多么不易，屋檐下的“励志片”连
续剧般天天上演，孩子心中早早就埋下了一
颗奋斗的种子。父母的“领飞”姿势让他懂
得，飞翔，是自己未来不二的选择。

与爷爷奶奶的“慢节奏”相比，爸爸妈
妈的“快节奏”对孩子有着更为积极的引领
作用。爷爷奶奶曾有的奋斗孙儿没能眼见，
孙儿所见到的是悠然自得、毫无约束的爷爷
奶奶，小孩子讲出“长大后当爷爷”的人生
理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爱炫耀、吹牛皮、臭显摆、提当年勇、夸儿
女能、公共场所毫无顾忌地狂歌漫舞⋯⋯这
些毛病通常会非常奇妙地转移到孩子身上，
使孩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心理学认为，一般 60 岁的老人开始进
入“丧失期”——丧失工作、丧失地位、丧
失亲人、丧失健康⋯⋯这一系列的丧失，往
往会导致老人“看开了”。“看开了”有利也
有弊。利就是不再执着，能够放下了；弊就是
开始熬日子、耍性子、甩脸子，反正外面没有
领导管，家里没有家长管。异性面前也不用
收敛了，利益当前也不必顾忌面子了，“本我”
状态开始上演了。试想，让孩子长期跟着这
种处于“丧失期”的老人，如何奋发向上、形成
温煦的性格呢？

孙思邈是这样为老年人画像的：“多退
少进，日月不等，万事零落，心无聊赖，健
忘嗔怒，性情变异。”如果孩子立志活成一
个无所事事的爷爷，企不让人堪忧。

（作者单位：唐山开滦一中）

长大后当爷爷
张丽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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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模式下的走班选科指导方案》

新高考背景下选科，是盲选还是科学地选？
学生选科遇到的问题

新高考实行“3+‘6 选 3’”的选考模式，
这意味着，将有 20 种不同的组合供学生选择。
并且，不同的选科组合直接关系到未来大学专
业选择，乃至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面对如此
众多选择，学生该如何选择呢？

有机构对近万名高考生和大学新生调查发
现：有 10%的高考生对自己所报考的专业“完
全不了解”；高达 66％的在校大学生表示如果
可能将改变专业。很多高分考生直到高考结束
都不知道自己究竟适合什么专业，匆匆选择一
个热门的、高薪的专业方向进了名校之门，然
后才发现，那并不是自己擅长的和兴趣所在，
从而限制了自身能力优势的发挥。

在国内目前新高考改革的背景下，高一的
学生从一入学就要开始选科，以往的重大人生

选择提前了三年。而大部分的学生和家长对新
政下的选科并不熟悉，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急需
科学、专业的选科指导方案。

仅按照分数来选科？

学生在理化生政史地这 6 门学科中，到底
选择哪 3 门呢？从理论上看，“6 选 3”学生选科
应该是结合学生的兴趣、理想决定。但是从国
内的教育现状来看，由于中学阶段普遍缺乏专
业、长期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所以大部分学
生不清楚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未来的发展目标，
对职业内容基本不了解，所以不知道自己未来
想干什么、能干什么、适合干什么。

鉴于以往高考填报志愿的经验，学生选什
么，大部分还是通过考试分数确定的。多数教
师、家长对学生的建议是选择自己学得好、分数
高的学科，或者是相对容易学的科目，比如文科

的整体难度会小于理科，以往纯理科的组合要比
纯文科的组合更吃亏，那可能就会较少人选择。
或有些学校有自己的优势学科，那学校会鼓励更
多的学生选该校的优势学科。因此仅从分数看，
大部分学生都会选择自己学得更好的科目，会选
择对手比较弱的科目，会选择优秀老师教的科目。

新高考模式下的走班选科探索

国内目前现有的一些选科和职业规划方
案，仅从非智力因素，如学生人格特质和职业
兴趣的角度对学生进行简单评测，仅通过单次
测评，就得出学生的人格特质和职业偏好，并
没有充分考虑学生未来的学科发展潜力，也就
是学科能力等真正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因素。

香港大学博士、国际测评专家、试达测评
研究院院长李文建博士基于大数据分析，给出
新高考模式下科学选科权威解析，出版了国内

首本专业走班选科指导书籍—— 《新高考模式
下的走班选科指导方案》，是被全国 1500 多所
学校力荐的更实用走班选科帮手。

本书提出，在选科的时候，针对学生的学
科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提供个性化的选科建
议。本书从新高考背景下学校、老师、学生、
家长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给出科学合理的选
科指导，是帮助学生做好高中阶段的职业生涯
规划、走班选科的好帮手。

书籍购买途径

《新高考模式下的走班选科指导方案》 由人
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已于 2018 年 4 月在京东、
当当、孔夫子网等上线，近期也会在新华书
店、图书中心等连锁实体店与大家见面。

如需购买，可以上京东网搜索：新高考模
式下的走班选科指导方案，下单购买即可。

2014 年 9 月，国家“关于深化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新高
考改革拉开帷幕，浙江、上海成为首批新高
考试点省市。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
期间，国家教育部门负责人指出，至2020
年新的高考改革制度全面建立起来。

“新高考”改革关注学生个体发展，
践行“因材施教”的理念，为学生提供了
更多的选择和自主性，综合考虑了学生
学业水平和学科兴趣，并鼓励学生考虑
自身特点，将中学阶段的学习与高等教
育阶段的发展乃至学生的终身发展做衔
接，是我国人才培养和选拔模式的重大
发展。然而，“新高考”落地过程中也给
各相关方带来较大的挑战：学生在学科
倾向不明显、难以确定选考科目时，如何
选择考试科目？如何加强对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能力的培养？

“未来教育·名师课程”的创新发展之路
——全国继教网“未来教育”活动“名师课程馆建设”纪实

分享课程 创新未来

本次活动在全国微课程倡导者李
玉平老师的微课程开发团队、长春市
宽城区教育部门以及宽城区自强小学
的支持下进行。它通过学生学习馆、
教师研修馆、手机微课程开发课程馆
和综合课程馆等，展示了各类课程开
发的成果，受到了教师和专家的一致
好评。

全国微课程倡导者李玉平老师在
《课程馆链接世界》 专题报告中，着
重解析了微课程要基于优势和确定培
训方向；在 《未来教育的机遇——课
程馆引领新的思维模式》 学术沙龙环
节，继教网西南子公司总经理刘阳认
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须与时俱进，

且应唤醒教师的内驱力促进教育事业
的发展。正如继教网刁学军董事长说
的那样：“课程馆的建设与展示更能
集合微课程基地学校的精品课程，带
来微课程开发、运用、研究等方面全
面创新。”

实地参与 触摸时代

活动中，由继教网西南子公司旗
下产品换课网带来的 VR 课程，让全
体参与者感受到了信息技术带来的乐
趣。中国高质量学习微课程研究中心
丁清尚评价说，课程馆的建立把课
程、人、基地有效链接，将教师成果
通过策略化、可视化、课程化的手段
实现了标准化。

长春市宽城区自强小学马巧燕校

长的感受是：课程馆以课程为载体，
融研训、实践、探究、体验于一体，
实现了众多的学习链接。吉林省中小
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执
行办公室的宋海英说，课程馆实现了
线上与线下一体化设计的应用价值。
用华南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副院长
武丽志的话讲，教育应结合课程馆的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优势，创新一种
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的混合学习
模式。

云师链接 创新教育

近年来，全国中小学继教网西南
子公司技术团队自主研发了全面 PC
端 、 移 动 端 和 微 信 小 程 序 的 手 机
APP——优师云。该软件能通过教师

的学习行为跟踪和数据统计分析，了
解教师对教学和学习的基本要求，采
用全新的音视频云服务技术，从课程
存储到课程安全、从查看课程到选择
课程、从购买支付到开始学习，打造
出了新型的在线课程体验服务，为教
育主管部门提供了决策依据。

不仅如此，这支研发团队还基
于大数据进行个性化精准学习资源
和优质教研活动的推送，使教师在
自学、互学、展学和领学中得心应
手。现在，优师云可以为教师提供
积极的分享和价值体现的平台，作
为混合式研修培训模式的支撑，对
校本研修的管理、高级别教师工作
坊建设起到了专业引领的作用，将
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
的创新与发展。

目前，全国微课程倡导者李玉

平、中国高质量学习微课程研究中心
丁清尚等专家名师，已与继教网西南
子公司形成战略合作共建课程馆。名
师课程馆作为互联网技术与教师培训
深度融合的新成果，将成为未来教育
教师培训的新趋势和新路径。

（卢玉勤 何咏怡）

由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
（以下简称继教网）西南子公司和东
北子公司主办的“未来教育”系列活
动之“名师课程馆建设”论坛，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至 29 日在吉林省长春市
举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本次活动的宗旨是：贯彻落实国
家教育部门关于《教育信息化 2.0 行
动计划》的精神，积极推进“互联网＋
教育”的创新发展；深刻解读《教师教
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为
乡村小学培养补充全科教师、“一专
多能”教师的专业队伍建设。尤以名
师课程馆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建立

“用得好、辐射广、可持续”的工作坊
研修机制，为全面提升学校品质和打
造优质教育品牌探索了新路。

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未来
教育”活动“名师课程馆建设”研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