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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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主张家教主张
微论坛微论坛一线扫描一线扫描

在中国，家庭教育中的祖辈参与是
一个普遍现象，既是优势，也有误区。
我赞同朱小蔓教授的观点，“三代人的
互动才是完整的家庭教育”。在家庭教
育中，祖辈的适当参与是必要的，但要
防止过度参与，甚至取而代之。

著名儿童舞蹈家秋雪是我 50 多年
前在少年宫做教师时的学生，热情、礼
貌、全身心投入舞蹈、事业成功。但她
的童年却被父母忽视并且被父亲排斥，
一直寄居在姥姥家生活，导致其一生缺
乏亲情、缺少家庭观念、婚姻失败，也
导致其内心自卑，与人交流困难。亲情
缺失导致的自卑与痛苦竟然影响一生，
即使事业的辉煌也无法消除内心的昏
暗。这个撕心裂肺的悲剧值得广大家庭
及教育工作者重视。

父母失职可能导致三代人的悲剧：
孙辈缺少亲子依恋，导致一生缺乏安全
感和幸福感；父辈失去了成长为合格父
母的机会，人生难以完善；祖辈以晚年
的辛苦导致儿孙两代人的人格扭曲，只
能与痛苦相伴终老。反之，父母尽职才
能带来三代人的幸福。

父母的主体责任无可替代

中国自古有“养不教，父之过”之
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无论什
么结构的家庭，只要父母健在，都应当
是“抚养孩子的中心人物”。社会学研究
员关颖认为，父母角色有天然的不可转
移性、角色的持续性、父母角色与子女角
色的对偶性、对子女影响的深刻性等四
个特征。我认为亲子关系好坏决定家庭
教育的成败。亲子关系的关键是依恋关
系，会对人的一生发展产生重要的意义，
对人一生的心理状态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
学专家李玫瑾认为，人的心理发展有顺
序性，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往往滞后反
应，家教的最佳时期是 12 岁之前的依
恋期，其中1—6岁又最为关键。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专家曾就依恋
问题对 174 名孩子进行了长达 16 年的
考察，结论是：在孩子智商一定的情况
下，婴儿对父母依恋的模式与程度，是
孩子日后学术成就最明显的因素。

总之，婴儿对父母的依恋以及在此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良好人际关系，与其
日后的学业成就密切相关，此外，从法
律的角度来说，依法履行监护人的职责
是为人父母的底线，父母要尊重和维护未成年孩子的生存权、
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这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原则。
只要父母健在，就要在教育孩子过程中履行主角的责任，而祖
辈只需适当参与。

学习做父母是最好的成长

现实生活中许多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人士的孩子成长
问题多多，甚至危机四伏，而许多普通人的孩子却成长顺利，
甚至捷报频传。可见决定父母能否教育好孩子的关键因素不是
学历、职位和收入，而是教育素养，包括教育理念、教育方式
和教育能力。父母的教育素养需要在亲自抚养孩子的实践中逐
步探索，首要的职责就是陪伴。抚养孩子的确辛苦，但抚养孩
子的过程是父母成长最为重要的过程，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
的。

就中国的家庭教育现状而言，母亲的尽职尽责远远高于父
亲，而父亲的失职不仅让孩子终身“缺钙”，也导致许多男孩
难以成为成熟的男人。其实，父亲积极担负起孩子教育的责
任，既是个人成长的需要和孩子的福音，也是对母亲的最深情
的关爱与支持。作为祖辈，特别要理解和尊重父母成长的需
要。

秋雪的案例并非个别现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学者李亚
妮调查上海144名大学生发现，从婴幼儿时期就由祖父母抚养
的人，和父母没有形成强烈的亲子依恋，双方信任不足，亲子
冲突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孩子在最需要呵护、最需要智力开
发、最需要培养亲情的时候远离父母，长大后即使回到父母身
边，也易产生感情隔阂和情绪对立。

建立三代人的良性互动机制

在中国，祖辈教养具有深厚的基础和传统，也不乏成功的
案例，其成败之差别在于机制，在于是否建立起彼此尊重、各
司其职、积极配合、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良性机制

祖辈的爱要理性，要以力所能及的适当方式参与孙辈的抚
养。一是鼓励儿女自己的孩子自己带；二是如果直接抚养孙
辈，也要维护儿女的父母形象，鼓励儿女发挥父母的主导作
用；三是坚持学习家庭教育的新知识和新观念，与儿女共同协
商确立科学的教育原则与方法；四是防止陷入溺爱的误区，要
以培养身心健康的孩子为目标，坚持教育原则，敢于对孙辈的
不良行为说“不”，并且做言传身教的好榜样，这是对孩子成
长最为有益的理性之爱。

父辈要克服困难，积极主动地履行抚养孩子的主体责任。
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自己的孩子自己带，特别是在孩子最需要与
父母建立依恋情感的6岁之前，实在有困难才寻求祖辈给予必
要并且可能的支持。要经常带孩子去看望祖辈，给孩子做好榜
样。

请求祖辈帮助是生命之托，事前一定要做必要的评估，例
如抚养人的品质是否优良，身体是否健康，是否可以长期稳定
的抚养，居住环境和其他生活条件是否具备。

委托祖辈帮助抚养孩子，不是保证吃喝拉撒睡那么简单，
要与祖辈认真确立科学的教育原则和方法，要保留父母教育孩
子的主导权，并且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与孩子保持密切的信
任的联系，与孩子建立牢不可破的亲子依恋情感。

此外，父辈还要注意维护祖辈的身心健康及有关权利。比
如来到城市的“老漂”祖辈，有四成是夫妻中一方流动，试想
另一方在世该如何生活？

总之，完整的家庭教育需要三代人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
父母的主体责任，祖辈适当参与和支持，尊重儿童的权利，三
代人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缔造幸福而完整的家庭。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研究
员，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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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辈教养是刚需
父母责任是铁律

本报记者 杨咏梅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祖辈对子女家庭的强势介入，
提供有效帮助的同时也带来突出矛盾”“祖辈对孙辈没有那么
大的责任，参与但不要替代，是快乐不是责任”“走在问题前
面，大数据科学治理，社会工作精准服务”“父母在，家就
在。即使‘不在一口锅里吃饭’，父辈也应该‘缺席但并不缺
位”“祖辈要调整心态、勉力而为；正向思考、彼此受惠；适
度表达、寻求支持”“学校要帮助留守儿童家庭构建‘不在一
起的共同生活’，保持成长的真实动力系统”⋯⋯

9 月 15 日在青岛举行的第十九届海峡两岸家庭教育学术
研讨会，吸引了来自海峡两岸的 700 多位专家学者和家庭教
育工作者。研讨会由中国教育学会和台湾嘉义大学主办，中
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委会发布 6 城市家庭教养中的祖辈参
与状况调查，指出“父辈为主、祖辈为辅的教养方式有利于
儿童的健康成长”。两岸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度研讨“家庭
教育中的祖辈参与”，认为祖辈教养的确是很多家庭的刚需，
但父母是教养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更是铁律。

1 理性认识利弊 厘清责任边界

“有些祖辈同时承担家庭保育员、健
康保健员、家政服务员、安全管理员、家
庭教师的多重责任，彻底丧失个人空间，
但却使得安心‘啃老’的子代乐得继续做
巨婴，已经成为‘宝妈’，却继续做着

‘妈宝’。”
山东省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张华的这个

比喻引来会场一阵笑声。张华特别指出，
祖辈作为隔代教养者的责任领域不断扩
大，但权威性在下降。“以往祖辈参与教
养承担的是有限责任，是辅助性照料，而
今天似乎已经没有了边界，祖辈买单的领
域正在无限延伸。学龄前的孙辈甚至童言
无忌地提出：‘您的房子我喜欢，将来要
留给我。’”

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的阮滢认为，
对很多精力仍很充沛的“年轻老人”而
言,照看孙辈无疑是促进其身心健康的一
剂 良 药 。 祖 父 母 含 饴 弄 孙 的 “ 孙 子 疗
法”，不仅给老年人增添了生活乐趣,加强
了身体运动,而且也促进了身心健康的良
性循环,使他们重新体会到自己的价值,实
现更完善的自我整合。

“但是，由祖辈抚养的儿童易产生自
卑、孤独等不良心理。”阮滢指出，过早
离开父母而未建立正常依恋的幼儿，不能
主动与其他儿童一起做游戏、积极探索未
知、勇于冒险,而早期主要依恋的破坏会
导致儿童感情上的危险,并将在以后的生
活中以突然的抑郁或焦虑形式表现出来。

阮滢还发现，性别角色定型是儿童适
应社会、实现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但隔代
抚养孙辈的女性老人高达七成以上,男性
祖辈的角色弱化使儿童教育处于女性文化
状态之中，一定程度上影响男孩子的角色
定型。

“新时代的家庭教育发生了结构性变
化，进入了嫁接在亲缘关系上的少子化社
会。”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包蕾萍引用上海
2016 年的调研数据指出，学龄前儿童祖
辈教养率达到 88.9%，但近 70%的家庭对
此不满意，溺爱、任性、依赖、早熟成为
祖辈教养容易被诟病的缺点，婆媳矛盾、
翁婿冲突成为常见的代际问题，祖辈也面
临文化融入等艰难的调适过程。

通过访谈调查河南和广东 4 所初中的

220 个家庭，广州大学教育学院的骆风研
究员发现祖辈和父辈在家庭教育的目标、
内容和方法上存在显著差异，初中生父辈
在家庭教育上的诸多优势得到子女认可，

“隔代亲”并没有胜过“父母亲”。骆风认
为，祖辈和父辈要树立家庭教育一盘棋的
思想，适当分工，优势互补，祖辈尤其要
注意提高教育素养、更新家庭教育观念。

通过对一个典型的“421”家庭的观
察，南京师范大学的在读研究生任然发现
被 6 个大人围着转的幼儿其实处于物质需
求被过分满足、心理需要却无人问津的尴
尬境地，而 4 个祖辈之间的“竞争”更使
幼儿的身心发育陷入混乱。

在谈到祖辈教养的界限时，台湾嘉义
大学王以仁教授说诀窍就是“多扮笑脸、
姿态放低；舍得花钱、好施小惠；勿持己
见、设法配合”。王以仁说他们老两口凡
事听女儿的、女儿听女婿的，处处以女婿
的意见为重。“孙女两岁多了，我们每周
去，到现在还没拿到钥匙，还要继续努
力！我很开心外孙女安安说：‘这个阿公
我最喜欢！’”

2 提供专业支持 促进良性互动
对比研讨会的发言内容，大陆学者和

台湾学者的关注角度与文风差异不小。相
比大陆学者的宽视野、大角度，台湾学者更
关注诸如青少年沟通中的冒险教育、芳香
疗法纾压课程、亲子游戏治疗、团体导向的
亲职教育“教养厨房”、回溯家庭互动历程
等“小切口”的具体问题，分论坛上富有实
操性的分享令与会代表印象深刻。

“‘自从当了爸爸以后，我才开始学
当爸爸’，这句话不仅是一句电视广告
词，更是许多为人父母者的心声。如何当
一个好家长，从来不是一件与生俱来的本
事，而是需要努力学习并每天在生活中印
证与调整的课题。”嘉义大学辅导与谘商

学系助理教授朱慧英介绍了台湾始自近30
年前的强制亲职教育。

强制亲职教育即对违反法律规范、未
尽到保护与照顾子女职责甚至施以虐待的
父母，轻者施以教育，重者刑罚处分。
1993年 《儿童福利法》 在台湾通过时，强
制性亲职教育的施行就有了法源依据。朱
慧英说：“没有把孩子照顾好、教好的家
长会经过强制通报、社工调查、法庭裁定
等过程，被施以强制性的教育辅导课程。
未通报的学校要被罚款新台币 100 万元，
不参加强制性课程的家长要被罚款新台币
3千元到3万元。”

台湾新北市家庭教育协会理事蔡叶伟

博士曾经担任过新北市议员，他介绍了新
北市基于大数据、整合多部门救助高风险
家庭的做法。新北市有近 400 万人口，建
立了 147 万个家庭的数据库，通过全面关
怀的预防性通报制度，全力清查风险儿童

“黑数”，将失业、酒药瘾者、三餐无法温
饱等隐藏在都市中等待救助的孩子找出
来。2052多家超市全天候提供急难儿童免
费餐食，自 2013 年起总计有 21 万多名儿
童因此免于饥饿。

2000 多名专业人员、4881 名温心天
使，受益人次达到 20 万。这些数字折射出
的主动作为、专业干预、精准救助的公共服
务理念，赢得会场持久而热烈的掌声。

3 维系亲子情感 赋予祖辈能量

甘肃省家校合作教育协会会长崔振邦
访谈了自己精准扶贫的帮扶家庭，发现农
村欠发达地区的家庭教育几乎处于真空地
带。他建议学校和社区应举办各种形式的
祖辈家长学校、老年大学等，“把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们请到学校或送教上
门，向他们宣传先进的家教理念，帮助他
们转变教养观念，改变教育方法，提高教
育能力，解决隔代教养中的问题”。

不约而同地，台湾嘉义县新港国民小
学的陈思璇也建议针对隔代教养家庭祖孙
举办各种活动。因为许多学校举办的活动
经常是为父辈亲子设计的，祖辈处于“与
时间脱节”的角色，无法参与其中、经验
共享，使得祖辈原本的支持系统无法派上
用场。因此应该规划一些专门的休闲、教
育、老人活动，邀请祖辈与孙辈共同参
与，让他们和其他家庭建立友谊、分享经

验，帮助祖辈增进亲职效能。
“对孩子来说，父母在，家就在。”

“即使父辈由于外出务工等原因‘不在一
口锅里吃饭’，但仍然在维系家庭运行上
有着经济支持、礼物流动、情感维系、大
事决策、假期团聚等行为，人‘缺席’但
责任并没有‘缺位’。”江西省教育科学研
究所所长吴重涵针对留守儿童父母远在异
地的现实，反向提出在隔代教养模式中父
辈参与可以“缺席”而不“缺位”。

这个基于儿童视角的“父辈在位”的
概念，强调“不在一起的共同生活”才是
留守儿童成长的真实动力系统，对学校做
好留守儿童家庭的沟通与合作尤其有意
义。

“比如留守儿童的家校沟通工作，沟
通对象不是临时监管的祖辈，而是作为留
守儿童精神家园和支柱的外地打工父母；

沟通内容不仅是学业，而是增进儿童与父
母的情感联系，维系亲子感情这一儿童成
长的动力。”吴重涵举例说，江西省弋阳
县的部分学校，将家长会开到留守儿童父
母集中打工的义乌市，事先录制的孩子们
的视频，深深唤起父母深埋于心的亲子感
情和养育责任担当。父母回乡探望子女现
象增多，有些父母返乡照顾子女，或外出
时将子女带在身边。

台中市立新国中专任辅导教师赖辰宇
注意到孩子拒学行为与祖辈教养的亲职困
境之间的关系，指出主要照顾者是影响孩
子能否度过拒学挑战的关键。因此他建议
多举办与祖孙相关的亲职活动与课程，对
祖辈提供资源与支持。“当祖父母被增
能、支持与减压，就能有更多的能量和心
力来面对与处理孙子女的拒学症状及问
题，降低拒学所产生的影响。”

祖辈参与养育下一代子女，是中国
家庭教育的独特现象，有着深厚的文化
传统和现实生活土壤，是需要特别关注
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祖辈参与教
养总体上有限。我国历来有“隔代亲”的
文化，祖辈教养的比例、形式和参与度都
明显更高。尤其是独生子女一代成为父
母后，更注重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面临
自我生存发展与抚养孩子的矛盾冲突
时，祖辈自然成为帮助甚至替代教养的
重要力量——无数“老漂”一族来到城市
协助子女教养孙辈，还有一些“外漂”去
海外帮助子女教养孙辈，留守农村的则
完全承担起了孙辈的教养责任。

据 2004 年《新闻周刊》报道，中国近
一半的孩子是跟着祖辈长大的。中国教
育学会家庭教育专委会的调查数据也显
示，近八成城市家庭有祖辈参与教养，绝
大多数(93.8%)祖辈乐意参与。可见，如
何真正发挥祖辈教养的优势，避免祖辈
教养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必须面对和亟
待解决的一个重要社会命题。

祖辈参与教养具有经验丰富、时间
充沛、情感亲近的明显优势。含饴弄孙
的祖辈富有育儿经验，精力充沛又时间
自由，能给新父母提供心理慰藉和疏导
引领，让子女解放出更多的精力投入工
作，祖辈自身也在情感付出中享受到生
命延续的满足感，从而拥有更幸福的晚
年生活。

但不容忽视的是，祖辈教养也存在
观念相对落后、方法比较陈旧、边界划分
不清的明显弊端。

受自身所处时代和环境所限，祖辈
的教育理念和经验往往不能适应当下的
育儿需求。老方法不管用，新方法不会
用，在孙辈许多行为面前束手无策，是许
多祖辈共同的烦恼。研究表明，祖辈教
养方式中的“行为指导”和“责罚与控制”
相对较少，而抚养责任和教育责任、情感
边界和行为边界的双重不清晰，往往导
致家庭分歧，引发家庭矛盾，对孙辈成长
造成负面影响。

家庭教育本质上应该是所有家庭成
员共同面对和接受的教育，因此，祖辈参
与教养的方向应该是构建家庭教育共同
体，更新教育理念、完善教养模式、厘清
教养边界、整合教养资源，构建共读共
写、共同生活的家庭环境。

家庭教育共同体首先要更新家庭教
育的理念，充分认识和尊重儿童拥有的
生存、发展、受保护、参与等权利，认识到
父母是儿童成长的首要责任人。祖辈应
该发挥辅助、协助作用，不能替代父母承
担责任，有异议应该私下沟通交流并最
终尊重父母的选择，不能以自己的经验
或权威逼迫子女顺从自己。父母应当适
当借助祖辈的经验，但不能将子女抚养
的责任一味推给祖辈。

调查发现，祖辈更愿意为孙辈提供
优越的物质生活，对于孙辈的心灵发展、
习惯养成等方面却相对重视不足，年轻
父母则逐渐从物质条件的满足转向精神
生活的充盈。唯有教养者统一儿童观、
发展观，真正思考儿童发展的问题，以科
学的方法教养儿童，才有可能弥合分歧、
解决冲突，找到最适合的教育方法。

祖辈教养有不同的参与程度，完善
隔代抚养的模式，就是发挥父母和祖辈
的各自教育优势。通过有效沟通，求同
存异，避免观念、价值和方法上的冲突，
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厘清边界体现在育儿决策上，是确
认孙辈抚育责任的从属关系，父辈承担
直接育儿责任；育儿方法上，要畅通沟通
渠道，有分歧时，祖辈要尊重父辈的决
策，维护健康的亲子关系，帮助父辈顺利
过渡到完全承担育儿责任。

祖辈教养不能局限于家庭的场域，
需要更多社会资源的支持和助力。比如
充分利用图书馆、科技馆、森林公园等社
会教育资源，成立农村区域教养中心，承
担部分兴趣、爱好、心理、情绪等方面的
教养责任，补足农村祖辈教养的短板。
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和专业化社会机构
的辅助作用，也是今后家庭教养发展的
重要方向。

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是新教育实验
提出的重要理念。无论祖辈如何倾情付
出抚育孙辈，都无法替代父辈陪伴所产
生的积极作用。父母即使不能在物理空
间里陪伴孩子，也可以通过共读一本
书，共写亲子日记，通信、电话、视频
语音等方式，和孩子生活在共同的语境
中，拥有共同的语言密码，这样孩子才
不会觉得父母缺席了自己的成长，身体
和心灵才能健康发展。

（作者系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
授，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
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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