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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家庭教育状况
调查报告（2018）》

专家点评

家校共同担责 合作走向共育

9 月 10 日举办的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
指出，
“ 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
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这意
味着家庭要承担教育责任，家庭
教育不再局限于私人领域，而是
党和国家都要关注和关心的公
共议题。在现实生活中，家庭是
否有教育担当，怎样担当，担当
了哪些方面的责任，需要翔实的
数据来回答。
北京师范大学此次发布的
调查报告用大量实证研究的数
据，展示了家校共育的真实状
况——
家校沟通与合作过多聚焦
学习和成绩。儿童成长最为重
要的两个空间是家庭和学校，
家长和教师都应以孩子的教育
为己任，而教育的目的则是促
进儿童的身心成长。家长与教
师的沟通本应该围绕着儿童的
发展而展开，但是调查数据却
显示“九成左右的四、八年级
班主任认为家长最关注学生的
考试成绩”。
从班主任的视角看，家长
对学生考试成绩的关注明显高
于对学生爱好或特长发展、心
理状况、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关
康丽颖注。从学生的视角看，家长最
关注的方面也是学习情况。如
果近九成的家长把关注点聚焦
在孩子的学习和成绩上，势必
会围绕孩子的学业和分数与学
校沟通合作，研究数据也证实
了这一点。
学习不仅是获取知识的过
程，也是认识世界的途径，更
要以促进人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为目的。儿童在学校生活中遭
遇了哪些成长的困扰，身体和
心灵有哪些呼唤，本应该成为
家校合作和沟通的重要议题，
但是却不被家长和教师所关
注。四年级和八年级家长与班
主任沟通最多的内容均为学习
习惯和考试成绩，很少围绕孩
子其他方面的发展相互沟通，
促使我们思考：教育的终极目
的究竟是促进人的发展，还是
提高学业成绩？家长把教育的
手段与目标，学校的工作目标
与人发展的终极目标混为一
谈，会给孩子成长带来什么样
的危害？
家长推卸教育的主体责
任不容小觑。家校合作的目的
是共育，家长和教师就要共同
承担责任，不仅对教育结果担
责，还要在教育活动尚未开始
的时候就承担责任。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阐
释责任伦理的时候，提到了事前责任与事后责任。事前责任是
一种可预知的责任，意味着行动者在行动没开始的时候就清楚
自己的责任担当了。但是调查数据却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们，超
过三成的班主任报告一半以上的家长认为“教育孩子全是学校
和老师的责任”。这表明部分家长存在教育责任主体认识不清
的问题，将教育孩子的责任完全转交给学校和老师。
这种责任转交或者责任推卸，意味着家长会把没有做好教
育准备的孩子交给学校、把没有养成好习惯的孩子交给老师。
儿童个体的生命史包括已经完成的生命历程和正在开展的
生命体验等两个方面的内容。对于前者而言，教育的作用主要
体现为调整和改变已然存在的个体经验，尽可能使其朝向理想
的教育目的，这是一条消极路径；对于后者而言，教育的作用
则主要体现在对尚未形成经验的经历进行塑造和培育，走的是
积极路径。如果家长只重生养而不重教育，对自己承担的教育
责任置之不顾，孩子在人格、行为习惯等方面必然会存在着大
量问题，这些问题再到学校去矫正，将使学校不堪重负，遭遇
不能承受之重。
家校共育指导服务亟待完善和拓展。现代社会的儿童教
育，既在公共领域进行，又在私人领域展开。家庭是私人领
域，家庭教育是一种非正式教育，具有自发性和个体性等特
点，因为家长自身素质的局限会产生诸多教育困扰。
这次调查数据表明，七成以上班主
任报告与家长沟通的主要困难是“家
长认为教育孩子主要是学校和老师
的责任”，六成左右班主任报告与
家长沟通的主要困难是“家长参与
沟通的积极性不高”，超过五成班
主任报告与家长沟通的主要困难是
“与家长教育理念不一致”。这些数
据让人感到开展家校共育指导服务
迫在眉睫。
开展家校共育指导服务要搭建
平台，引进专家队伍和项目资源；
要培育教师，使其具有指导家校共
育工作的胜任力；要在中小学校设
立“家庭教育咨询室”，解决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要激发学校和家长活力，提升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质量；要提高家长家
庭教育水平，营造出和谐共处、多
元合作、相互促进的良好教育生
态，促进学校、社区、家长与学生
的共同发展与成长。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
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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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班主任与家长沟通困难
田微微 边玉芳

班主任认为家长最关
注孩子的方面(前三项）
四年级

88.3%

八年级

孩子的成长和发展需要家庭教育
与学校教育密切配合，班主任与家长
的沟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家校合作
的质量。家长与班主任的良好沟通和
积极合作，需要双方的积极参与、教
育理念和认识的统一，才有益于双方

在各自的教育领域发挥优势。
从 班 主 任角度认识家长，能够
了解到当前家校沟通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本次调查发现家长和班主
任更关注学生的学习状况，忽视学
生的其他发展，且在沟通中问题不

断，亟待解决。
值得关注的是，与四年级相比，
八年级家长配合学校和班级工作的积
极性降低，与班主任的沟通也明显减
少，这十分不利于青春期孩子的健康
发展。

90.1%

家长过度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
考试成绩

53.3%

36.3%

学习习惯

35.4%

班主任与家长沟通
的内容(前三项）

57.2%

八年级

47.3%

孩子都认为家长最关注孩子的学
习问题，而对学生
“爱好或特长发
展”
“ 心理状况”
“ 人际交往”等方
面的关注则相对不足。班主任的
评价进一步说明家庭教育存在重
智轻德倾向。这提示在家庭教育
中，家长要注意不能只关注学习

本次调查发现，三成以上班
主任报告超过一半家长“认为教
育孩子全是学校和老师的责
任”。这表明在班主任眼中，部
分家长存在教育责任主体认识不
清的问题，将教育孩子的责任完
全转交给学校和老师。亟待帮助
这部分家长转变观念，认识到
“家长是教育的主要责任人”
，要
和学校、老师一起，共同承担起

61.4%

考试成绩

31.9%

家长最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
家长
过度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
而对如
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提高孩子
学习的主动性等方面关注不足。
这
也提醒家长切勿过度追求考试成
绩而忽视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否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教育孩子的重要责任。
但五成以上四年级班主任和七成
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老师在
约二至三成班主任报告超过
以上八年级班主任报告，超过一
孩子心中的权威性、可信度，不
一半家长不能做到
“配合学校和班
半家长不能做到“主动与班主任
利于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
级工作”。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沟通”，问题如此普遍，显然不利
从整体上看，四年级班主任
学校教育和班主任工作的难度，
不
于形成家校教育合力。
对家长的印象好于八年级。四年
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
令人关注的是，一成左右班
级班主任报告八成以上家长能
家长主动与班主任沟通，反
主任报告超过一半家长不能做到
做到“配合学校和班级的工作”
映了家长对学校教育的参与态 “尊重孩子的老师”
。家长尊重老 “主动与班主任沟通”和“尊重孩
度，有利于家长和班主任加强对
师有利于更好地达成教育效果。 子的老师”的人数比例均比八年
学生的深入了解，形成教育合力。 部分家长存在不尊重老师的问
级高 10 个百分点以上。

仅两成家长与班主任谈论家庭教育

学习习惯

52.3%

的结果，也应对孩子其他方面的
发展加以重视。
兴趣是学习的起点，
学习兴趣
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情绪、
学习策略
等因素，
进而影响学习效果和学业
成绩。
但仅有18.0%的四年级班主
任和 11.9%的八年级班主任认为

部分家长认为教育孩子全是学校的责任

42.3%

品行问题

四年级

在孩子感知到的家长最关注
自己的方面中，
“ 学习情况”一直
居于首位。从班主任视角的调查
发现，九成左右班主任认为家长
最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
（四年
级 88.3%、八年级 90.1%）。结合
孩子报告的结果，说明班主任和

45.0%

心理状态

班主任与家长沟通
遇到的困难
七成以上 班 主 任 与 家
长沟通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家
长认为教育孩子主要是学
校和老师的责任”。
班主任与家长沟通中排名

第二、第三的困难是“家长
参与沟通的积极性不高”和
“与家长教育理念不一致”，
且人数比例均超过五成。

班主任是与家长接触最直
接、最频繁的教师。
班主任与家长
的沟通内容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家长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
调查发现，
“学习习惯”
和
“考
试成绩”是家长与班主任沟通最
多的内容。具体来看，围绕“学习
习惯”
（四 年 级 57.2% 、八 年 级
47.3%）和“ 考 试 成 绩 ”
（四 年 级
52.3%、八年级 61.4%）的沟通明
显 高 于“ 家 庭 教 育 ”
（四 年 级
24.6%、八年级 18.3%）、
“ 学习兴

趣”
（四 年 级 18.0% 、八 年 级
11.8%）、
“身体健康与体育锻炼”
（四年级 16.0%、八年级 15.4%）、
“爱好或特长发展”
（四 年 级
3.4%、八年级 1.4%）、
“人际交往”
（四年级 2.2%、八年级 5.1%）。
这表明，家长与班主任沟通
的内容主要围绕学习和考试，
而对
家庭教育、孩子的爱好与特长、人
际交往等方面的关注不足。
这一方
面是因为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学
习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班主

任与家长的谈话内容。
另一方面也
说明班主任没有积极地引导家长
关注孩子除学习外的发展情况，
比
如孩子的人际关系等。
两成左右班主任报告会和家
长沟通家庭教育相关情况，而且
八年级班主任报告家长与之沟通
家庭教育的比例与四年级相比还
有所下降。这说明家长较少与班
主任沟通家庭教育相关情况，较
少寻求班主任的帮助，也表明班
主任较少在家庭教育方面给予家

长专业的指导。
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在孩
子心中的权威感下降，孩子容易
反感父母的教育，亲密性下降、
冲突性增强。青春期的这些变化
给家庭教育带来新的难题和挑
战，青春期孩子的家长需要更多
的支持。八年级家长在遇到家庭
教育问题时可多与班主任进行沟
通，寻求班主任的支持与帮助，
借助家校共育的力量促进孩子的
健康全面成长。

初中班主任与家长沟通难度更大
家校沟通是家校合作的基
础，也是促进家校合作的重要途
径。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与班主
任经常接触和沟通，可以了解孩
子在校表现、班级和学校的措施
和工作开展情况；班主任则通过
家长了解孩子在家的表现。若家
校沟通存在问题，将影响家校合
作的效果，进而影响家庭教育和
学校教育的效果。
本次调查显示，我国家校沟
通情况仍不容乐观，95.6%的四

年级班主任和 97.4%的八年级班
主任报告在与家长沟通中遇到困
难。这是学校、教师和家长都需
要正视的问题，有待寻找问题的
突破口，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
七成以上班主任与家长沟通
遇到的主要困难是
“家长认为教育
孩子主要是学校和老师的责任”
，
表明部分家长将教育职责过多转
交给学校，
忽视了自身作为主要教
育责任人的职责。
班主任与家长沟
通中排名第二、第三的困难是
“家

长参与沟通的积极性不高”
和
“与
家长教育理念不一致”
，且人数比
例均超过五成。
这说明家长参与沟
通的积极性、
教育理念与班主任不
一致，
增加了家校沟通的难度。
数据比较发现，四、八年级
班主任报告与家长沟通遇到的困
难比较类似，且在多个方面差异
较小。但感到“自身工作任务
重、精力不足”的八年级班主任
比四年级高 10.1 个百分点，反
映出八年级课业内容增多、难度

增大，加上中考的压力，班主任在
学科教学中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挤压”
了班主任与家长沟通的时
间和精力。
此外，班主任要注意引
导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
性，更新教育理念，帮助家长更好
地参与学校教育，从而为孩子构
建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
心、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
研究中心）

西部四年级家长对孩子成绩期望更高
梁丽婵 孙丽萍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是新时代
我国教育的新使命。东、中、西部
地区教育质量的状况一直是党和
国家、社会大众共同关注的热点。
东、中、西部地区家庭教育是否存
在差距?又有哪些特点？这些问题
的澄清有助于更全面、客观地了
解我国家庭教育的状况，对教育
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学校采
取相关措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次调查通过基于全国代表
性数据，展示了东、中、西部地区
家庭教育之间的异同。
东、中、西部地区在家庭教育

中面临相同的问题，且在这些问
题上表现相似。例如，在家长尊重
孩子方面，
认为
“做错事时，
家长总
是会不听解释就批评自己”
的四年
级学生人数比例，
在东、
中、
西部地
区之间的差异小于 1.4 个百分点，
八年级三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小于
1.1 个百分点；在家校沟通方面，
东、中、西部地区均有九成以上的
四、八年级班主任报告在与家长
沟通中遇到困难，但并未发现明
显的东、中、西部地区差异。
相对而言，东、中、西部地区
的 四 年 级 学 生家长在与 孩子沟
通、孩子学业卷入方面存在一定

的差异，而八年级学生家长在这
孩子的成绩，却较少关注孩子的
些方面差异相对较小且均较四年
学习习惯、学习兴趣等非智力的
级有所下降，提示东部地区小学
因素，提示西部地区家长需要注
阶段家庭教育的优势并没有在初
意转变教育观念。西部地区四年
中阶段出现，东部地区需要关注
级学生报告家长期望孩子成绩在
初中阶段家庭教育盲区。例如， “ 班 里 前 三 名 ” 的 人 数 比 例 为
在亲子沟通方面，东部地区四年
49.1%，高于东部地区 8.1 个百
级学生报告家长几乎每天都花时
分点。此外，从班主任和家长沟
间和孩子谈心的人数比例比中、
通的内容来看，西部地区四年级
西部地区分别高 5.1、6.6 个百分
班主任与家长沟通内容最多的是
点，而东部地区八年级学生则仅
考试成绩 （53.0%），而东、中部
高于中、西部地区 1.5、2.4 个百
地区四年级班主任与家长沟通内
分点。
容 最 多 的 是 学 习 习 惯 （63.5%、
在小学阶段，西部地区家长
58.6%）；西部地区四年级班主任
对孩子的成绩期望更高，更关注
和家长沟通孩子学习兴趣的比例

（18.0%） 远低于沟通考试成绩
的比例。
数据分析显示，东、中、西
部地区学生的家庭教育上既存在
相似的问题，
也存在自身独特的问
题。
社会、
教育管理部门、
学校需要
重视面临的问题，
根据各自的实际
情况采用适宜的方法解决问题。
家
庭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础，
提升家
庭教育质量，
有助于缩小东、
中、
西
部地区孩子发展的差异。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
心、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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