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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上海市静
安区日益感到家长拥有正确的教育理
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已成
为进一步提高区域教育质量的重要条
件。尽管大多数家长已经从仅关注成
绩逐步发展为对学业、能力、身心发
展等各方面的关注。但仍有不少家长
对孩子要求严格而忽视自身状况在其
成长中的作用，更有家长迷失在海量
的育儿信息、技巧之中，“怎样把道
理变成具体的方法”“哪种方法最适
合自己的孩子”，是众多家长最大的
苦恼。因此，无论是教育的自身发
展，还是呼应家长的迫切需求，家庭
教育都需要在工作格局、方式、内容
上有所突破，让学校、家庭真正产生
合力。

家教主张

创造美好生活
重构家庭教育
洪明

用专业优势解决现实问题

波子 绘

轻忽运动是舍本逐末
赵石屏
的占 30%，并呈上升趋势；其他孩子户外活动时间
只有 10—20 分钟。也就是说，大约 2/3 的孩子活动
量严重不足。
人的一生都应该坚持锻炼，少年儿童阶段的身体
活动尤其重要。孩子上学以后活动不足，是家长最可
能犯的错误。为了保证学习而限制孩子的活动是很危
险的：肥胖、身高不足、体质差、睡眠不足、营养不
良、懒动、专注力差，都与活动不足有关。

1 充分的身体活动能提升成绩
充分的活动能促进身体的正常发
育。一年级孩子的神经系统、肌肉、骨
骼系统、心肺功能等身体发育还远未成
熟，骨骼生长必须依赖充分的户外活
动，有足够的阳光和氧气才能促进钙、
磷吸收；充分的活动有增强肌细胞内基
因的作用，能加强合成肌凝蛋白、肌纤
蛋白、肌糖原……体育锻炼和游戏时尽
情奔跑、跳跃和剧烈的呼吸，能使孩子
的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神经系统得到
充分发育。即使在慢跑时，大脑的获氧
量也是静坐时的 4 倍。
每天保证有中高强度的活动，孩子
才能保持大脑的灵活、协调。充分的身
体活动对孩子的大脑发育和学习时有充
沛的精力尤为重要，能促进神经系统发
育，促进大脑兴奋与抑制的交替转换，
改善神经系统的均衡和精准，提升思维
的灵活性、协调性。所以说，有的家长

不重视孩子的身体活动，看起来多争取
了几十分钟的学习时间，其实不但不能
提高成绩，还牺牲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有个男孩参加了校足球队，每周有
3 天大运动量训练，3 点半放学后要训
练到 6 点，周末还有两个上午的集中训
练。开始家长担心占时多、训练苦，身
体消耗量大，会影响写作业和看书。结
果孩子精力非常旺盛，往常需要一个小
时的作业，后来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
然后迅速洗漱、收拾书包，9 点就上床
睡觉了。周末不用家长安排、催促，周
五晚上就很专心地把作业全部做完。之
前数学老出错，参加训练后不到一学
期，很少算错题，成绩大有进步，家长
都有点吃惊。
孩子学业成绩欠佳的主要原因就是
睡眠不足和缺乏运动。这个案例生动地
佐证了 《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

南》 中综合 26 项研究数据的分析结果：
增加课内外的身体活动措施，可以明显提
高学习成绩，尤其是数学和阅读的技能。
这一研究也澄清了不少家长“身体活动和
学业成绩难以两全”的模糊认识。
一项调查结果发现，中等强度、低强
度运动的次数都与学业成绩正相关，充分
的身体活动对提高学习较差孩子的成绩更
明显。近年来，来自国际方面的证据也越
来越多地明确了身体活动对学业成绩的促
进作用。
不少家长怕户外活动会耽误学习，非
要孩子坐在书桌前心里才踏实；有的家长
把户外活动作为奖惩手段，孩子成绩不好
就取消户外活动；也有家长担心安全隐
患，孩子待在家里才放心……身体活动成
了可有可无的事情，孩子处于久坐状态，
心肺系统得不到锻炼，脂肪堆积，发胖后
更懒得动，形成恶性循环。

2 素质教育当从操场开始
有的家长限制孩子的身体活动，
“不准跑出汗”“不要弄脏衣服”，出汗
恰恰是衡量活动是否充分的标准。孩子
每天的活动量都应该达到出汗的程度。
现在一年级孩子最缺的是充分的身
体活动，最大的潜在威胁是久坐和精神
压力。很多研究都证明，充分的身体活
动与孩子的心理健康高度正相关，喜欢
运动、每天身体活动充分的孩子，
心理问
题的发生率明显低于活动不足的孩子。
一年级孩子才六七岁，神经发育不
够完善，还比较脆弱，一整天听课、练
习、作业，大脑消耗很大，容易身心倦
怠、情绪压抑、行为被动。及时消除孩
子的用脑疲劳，恢复孩子原本生气勃勃
的精神状态，就成为家庭教育的一个重

要任务。
有位家长咨询求助，说女儿每次体
检 都 是“肥胖 ”，孩 子 对这 个词很敏
感，也很自卑，在学校怕同学嘲笑她
胖，离同学远远的；在家吃饭的时候，
家长说句“少吃点”，她都会伤心地哭
着说：
“你们也嫌我胖！”专家建议家长
暂停英语、绘画这类放学后又继续坐着
听课的补习班，送孩子接受系统的体育
训练。
休闲式的打羽毛球、跳台阶活动量
不够充分，不能根本矫正孩子的肥胖问
题。家长陪孩子参加了多种体育项目的
试练习，孩子选择了拉丁舞班。坚持训
练一段时间后，体重逐渐下降，体态也
匀称起来，面貌焕然一新。孩子每天去

训练，不需要“坚持”，而是“很喜欢”。
家长没想到充分的身体活动作用如此巨
大，让女孩对自己信心满满。
体育训练能从根本上预防儿童肥胖。
身体活动减少、不吃早餐、经常吃西式快
餐，是我国儿童肥胖的主要原因，其中久
坐对儿童健康的危害极大。
参加体育项目训练，还能提升孩子在
同伴中的多种社会性品质，增进合作能
力，学会与人协调、共赢、共处。所以家
长为孩子选择课外活动时，应该首选体育
项目，用充分的身体活动消除久坐和精神
压力对孩子的潜在威胁。
儿童的身体素质是第一位的，家长请
记住要为孩子建立起终身受益的健身好习
惯。素质教育要从操场开始。

3 家庭教育要有体质锻炼计划
有小学校长告诉我说，现在学校布
置的回家跳绳、跳台阶，好多家长不当
回事，有的家长都半学期了还没给孩子
准备好跳绳，直到全班测验孩子不及
格，家长一听要记入体育成绩，才赶快
去买了一根跳绳。可见有的家长的确不
知道充分的身体活动对孩子有多重要，
不知道活动不足对孩子有多大危害。
据研究，人在充分运动时，大脑会
分泌一种叫作“内啡肽”的物质。内啡
肽被称作快乐素，能使人感到愉快、精
神焕发，能消除疲劳、增强自信和意
志。经常运动的孩子少忧愁、心态阳
光。所以，充分的身体活动不仅是消除
大脑疲惫的有效途径，也是优化孩子精
神状态的有效途径。

体质是一个人的身体素质，包括体
态、心肺功能、速度、耐力、柔韧、力
量、灵敏、抗病、环境适应。但多数家
长不知道什么是体质，有些家长能说出
孩子的“身高、体重、血色素”“吃饭
睡眠好”“能抵抗疾病”等，还有家长
说“这是学校体育课的任务，我不知
道”。所以说，大多数家庭教育都缺少
孩子的体质锻炼计划。
学校的教育大纲有学生体质训练的
课程，但各地各校的具体条件不同。如
果小学没有标准操场、缺少体育设施，
家庭的体质训练就更加至关重要。这件
事情不能等学校的体育设施齐备了才开
始，家长自己要给孩子创造条件，让孩
子从一年级起就得到系统的体质训练。

家庭制订体质训练计划的原则是身
体第一，优先保证孩子的运动时间，保
证孩子的身体健康发育。课外补习应该
首选体育项目班，选择足球、游泳、羽
毛球、舞蹈、跆拳道等能够充分活动的
运动项目。
孩子每天三点半放学以后的安排，
应该首选学校的体育活动班，体校的训
练队，学校和家庭应保证孩子每周不少
于三次的中高强度的身体训练。充分的
运动与上学的静坐时间配合起来，动静
之间张弛有度，好处明显，能焕发出儿
童旺盛的精力，让孩子朝气勃勃地投入
每天的学习。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重庆市
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陈小文

第三方助力家校同向而行

优秀案例

“6—17 岁儿童青少年，每日累计 60 分钟的中高
强度身体活动，包括每周至少 3 天的高强度身体活
动，以及增强肌肉力量、骨骼健康的抗阻活动。”这是
《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对“充分的身体活
动”的基本要求，多数一年级孩子却未能达到。
据我的一个调查，某直辖市小学的一年级孩子
放学后能在户外玩耍、活动、锻炼一小时以上的只
占 35%，而且呈逐渐下降趋势；完全没有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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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幼小衔接之三

家庭是生活的场所，比起学校教育
来说，家庭教育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在于
它与生活的天然联系。家庭教育的问题
从根儿上说是家庭生活的异化，从而导
致了家庭教育的异化。重构家庭教育，
就是重构家庭生活，让儿童在美好生活
中享受美好的教育，过上美好的生活。
家庭生活的异化，一方面体现为家
庭生活远离生活真谛而变得单调：忽视
了精神生活，忽视了共同生活，忽视全
体生活，忽视了生活本身。有的家长过
度关注物质生活，忽视精神成长；过度
关注孩子的成长，忽视了与孩子共同成
长。有的家长过度关注孩子，忽视了自
身，更忽视老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调查发现，七成以上的家长认同“自己
孝敬老人不足，关心孩子有余”。
另一方面，家庭生活的异化导致家
庭教育的异化。在功利主义教育影响
下，家庭教育不是为了生活的教育，不
是为了培养生活力的教育，而是为了单
纯获取知识、升入更好学校，进而为了
获取社会竞争优势的教育。家庭教育不
是基于生活、围绕家庭生活而开展的教
育，而是围绕学校学习内容不断开辟各
种知识学习场所、把丰富生活变成一个
个校外课堂的教育。
在许多家庭，其实已经没有了真正
意义上的家庭教育，家庭已经沦为学校
的附庸，学校已经沦为升学的附庸，生
活已经被升学所奴役。
要重构家庭教育，生活中就要遵循
以下几个原则。其一，改进家庭教育，
其实就是改进家庭生活。好的教育需要
好的生活，好的生活需要好的教育；反
之，不好的生活会导致不好的教育，不
好的教育也会导致不好的生活。因此，
改进家庭教育需要从反思和改进家庭生
活开始，父母要学会引领孩子一起过合
理的生活。
其二，儿童教育生活具有优先性，
但不具有替代性。儿童教育生活是家庭
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儿童受教育权的体
现。但家庭生活是多元的，是所有人的
共同生活，是为了所有人的生活。儿童
教育生活固然重要，但不能代替其他生
活，更不能以牺牲家庭中其他人的生活
为代价。夫妻一方打着为了孩子的名
义，忽视另一方及老人的存在，是一种
极不明智的做法，不仅破坏了家庭和
谐，损害家人的利益，还会助长孩子自
私，不利于孩子成长。
其三， 家 庭 教 育 是 多 彩 的 教 育 。
每一种生活都有着自身的魅力，都具
有 教 育的意义。阅读可以增 长知 识 、
提升境界，旅行可以扩大视野、丰富
阅历，交往可以密切情感、提升适应
性，劳动可以锻炼意志、提高责任
感，艺术 可以 陶冶情 操 、改 善品 位 ，
闲暇可以闲情逸致、修养身心……家
庭教育应该与家庭其他生活方式构成
和谐关系，儿童的教育生活不能代替
和排斥其他生活类型。
其四，家庭教育应该与学校教育形
成和谐关系。家庭教育的特点是生活教
育，其优势在于情感的发育、智慧的启
迪、德行的养成和人格的培育，丰富的
生活是家庭教育的主要途径；而学校教
育是专业而正规的教育，其优势是知识
与技能的教育、公民素质的教育，是系
统化、专业化的教育。家庭教育应该保
持其独立性和优势，不能沦为学校教育
的附庸；同时，家庭教育在最终目标上
要与学校教育保持高度一致，要以家庭
的直接知识丰富学校的间接知识，家庭
生活需要检验学校教育效果。
其五，家庭教育是培养生活主人的
教育。接受教育说到底还是为了美好生
活，家庭教育是生活的教育，其目的在
于培养能够创设理想生活的主人，其要
义是通过生活学会更好地生活。儿童早
期生活能力低下，许多生活体验是被替
代的。但是，随着儿童主体意识的增
长，家长需要不断地放手，从替代成长
变成自我成长，最终变成具有明确生活
目标、具备生活能力的生活主人。
家庭教育是家长引导孩子怀着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反思家庭已有生活，遵
循生活逻辑，设计理想生活，并在生活
中把握教育契机，不断提升生活能力的
过程。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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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静安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于 2008 年 9 月正式挂牌成立，由区
教育局直接领导和管理，是具备独立
法人资质、全额财政拨款的事业单
位。中心共有 5 名教师，均拥有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或上海市学校中级心
理咨询师资质，其中一名教师还具有
生涯规划指导师资质。这些教师来自
教育一线，拥有丰富的教学经历，熟
悉小学和初高中教育特点和各年级家
长的需求。
中心的核心工作就是家庭教育，
主要包括谋划全局、设立标准、提供
指导、汇聚资源、孵化创意、策划项
目。因理念差异，家校之间容易出现
由互不理解造成的隔阂。此时，中心
的第三方身份更容易帮助双方摆脱思
维定式，从更为客观的角度查找问题
根源，促使家长、学校各自改善行
为。另外，中心教师长期的一线执教
经历、为人父母的亲身体验，与学校
和家庭都容易产生共鸣，而心理学和
家庭教育的专业背景，接触过大量的
具体案例，使中心的工作在接地气的
同时保持专业水准，对学校和家庭具有引领作用。
中心具有孵化学校家校互动项目的职责。比如以头脑风暴的形
式，共同分析、发掘学校现行家庭教育工作中的优势，以项目来呈现
学校的创新火花。越来越多的学校建立了家庭教育创新实践项目，陈
鹤琴小学的家长教练项目已是第八个年头了，市西小学的双休日亲子
俱乐部已经成为家长争相加入的热门活动。一些学校的项目则在体制
机制上着力，静安小学的家校育儿坊、七一中学家校互动管理新模式
的研究等，都是关乎学校全局的综合实践项目。不过，无论项目规模
大小，它都指向该校家庭教育工作当下的重点和难点，与学校办学发
展、文化建设紧密结合，从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家庭教育的指导看得见摸得着
当前互联网是家长最主要的获得信息的渠道。中心信息平台目前
包括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静安家长慕课平台。中心注重微信
的服务功能，如在微信平台提供暑期生活资源指南，在假期开始时就
通过 《暑期计划模块化》 等文章与家长探讨如何避免假期计划的形式
化、功利化。
家庭教育信息平台呈现的信息必须具有可读性、针对性、原创
性、可操作，引导、启发、鼓励家长克服冲动盲从、理性思考。为保
证信息发布的科学、实用、及时，平台尤其对流行观点进行反复讨
论，形成科学的表达。例如“只要你努力，就会成功”是家长常用的
金句。这一观点指向结果，且以结果来确定努力的真实性，一旦结果
不如预期就会对孩子带来更大的伤害。因此，我们发送微信 《我的期
望并不高》、慕课“怎样鼓励更有效”等系列内容，让家长从关注结果
转为关注过程，将所谓的成功化为成长。
静安家长慕课平台，是一个 24 小时在线的网络视频家长教育平
台。两年间，慕课平台囊括全区所有小学，以每年 8 到 10 部的速
度，策划、制作区域特色主题微课。同时，静安教育大讲堂也在慕课
网络同步直播。很多家庭不仅父母在学习，祖辈也在学习，最多的一
个家庭达到 6 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在学。
幼升小、小升初是家长最为焦虑的时期。中心从 2011 年起启动
了静安衔接教育工程，编写了 《宝贝上学知多少——静安区幼小衔接
家长指导手册》 和 《我的孩子上初中——静安区小初衔接家长指导手
册》，为与政策形势保持同步，每年均对手册内容进行调整和更新。
手册包括了衔接期孩子的身心特点、家长应关注的教育关键点和容易
出现的家庭教育问题。家长知道了下一阶段自己和孩子会面临什么，
焦虑也就小多了。

从点到群到面满足家长需求
中心采取讲座、咨询、课程、项目、工作坊等多种形式为家长提
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建立之初，即以静安家庭教育大讲堂为基
本形式提供讲座资源。“亲子阅读”“规则教育”“孩子独立性培养”
等讲座都受到家长和学校的欢迎。很多家长听时很激动，但回家又陷
入迷茫。家长们可以通过热线咨询、预约面询、专场咨询等三种咨
询方式解决困惑。
在坚持点与面的服务同时，中心重视开发面向“群”的服务，帮
助某一类型家长、有特定需要的家庭。如开办 10 年的感觉统合家庭
训练营项目为器械训练和行为训练结合，由聚焦孩子发展为孩子、家
长双主体，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
感统失调的孩子常常被家长认为不认真、太顽皮，小明就是这样
一个孩子，他上课顽皮、回家做事拖拉。通过测试与评估、对家长和
教师深度访谈后，发现小明幼年被过度保护、严重缺乏运动、注意力
缺陷，同时家长对他期望极高、管教极严厉。中心指导老师一方面建
议家长带孩子就诊、参加感统训练，更重要的是改变教育方式，引
导、鼓励孩子从生活自理入手，逐步收获自信、形成规划习惯。通过
一个学期的努力，孩子变得积极主动了，家长也从原来的抱怨转而主
动发现孩子身上的亮点。
另外，我们通过开展家长工作坊，在家长的分享、交流中，引导家
长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舒缓自身的焦虑，寻找到问题背后的成因、
解决问题的方向。从 2013 年起，我们从家长情绪管理、亲子关系切入，
在亲子关系易产生波澜的初中阶段，开设相关工作坊。在多次的分享
讨论、场景模拟、自我陈述、旁观感知的过程中，提升倾听能力、感知他
人和自己情绪变化的能力，
反思、调整自身的教育行为。
中心今后将力争为家长提供更为优质的个性化服务，促成家庭教
育指导个性化、校本化，强化项目引领机制，开发建立适合不同领域、不
同对象的家庭教育特色项目，
使其走向科学化、精致化和常态化。
（作者单位：上海市静安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