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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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菱角传递母亲无尽的爱

家教主张家教主张

微论坛微论坛
凡人家话凡人家话

教育部 《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
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于 2012 年 2 月
颁布，以家长委员会的普遍设立为特征
的家校合育在全国目前已走过了7年左
右时间，家长委员会和家校合育进入全
面推动时期，成效显著,一些较有深度
的区域性、校本性成功经验正在形成。

但同时，有一些学校、幼儿园或多
或少出现家校边界不清、互相抱怨和指
责的状况，家校合育的“七年之痒”初
显端倪。纾解家校张力、避免合作停
滞、促进合育良性发展，必须多方施
策。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就是诚心、
耐心的教育深耕。

家校合育出现“七年之痒”

近两年，家校合育出现一些有“七
年之痒”特征的典型事件和社会反应，
如 2016 年 12 月北京中关村二小家校双
方 围 绕 所 谓 “ 霸 凌 ” 事 件 的 争 执 、
2017 年 4 月上海一些家长指责老师将
辅导作业的责任转嫁于家长、2018年9
月出现于网络的“天津一所小学近日下
发通知，要求家长在校门口轮流站岗值
勤”等。公众反应之强烈，正表明问题
并非个别现象，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应当引起重视。

“七年之痒”之说首先见于婚姻关
系。家校合育在合作性、关系性、互利
性、共同体特征等方面，与婚姻关系有
一定的相似性与可比性。当下家校合育
中的“七年之痒”现象有理念、情绪和
行动的三个突出特征。

理念有分歧。家校双方在教育责任
分工上出现分歧，集中体现为家庭作业
辅导的责任、家校双方如何分工合作的
问题。年轻一代父母倾向于学校布置的
家庭作业当然要由学校老师负责辅导和
批改，而老师则希望家长对孩子尽到监
管的责任，并分担一部分家庭作业的辅导和批改。

情绪显对立。遇到不同观点后，家校双方互相抱怨的情绪在
增加。年轻一代父母倾向于大胆地批评学校老师，老师则认为家
长不理解老师的辛苦，不配合老师的教育设计。

行动失合作。合作不顺利时，双方在行动上过多倾向于维护
自身权益，家长越来越倾向于向学校问责，学校也竭力撇清自己
的责任，双方努力化危为机、实现合作共赢的意愿有所降低。

家校合育遇到“七年之痒”，唯有通过深耕方可化危为机。

根基要宽 开掘要深

家校合育的根基要拓宽。直观地看，家校合育的根基是合
作。家校合育初始的内在动力的确是合作的需求，主要表现为家
长对参与学校教育的强烈愿望、学校对家长资源和家长配合的迫
切需要。出现“七年之痒”后，家校双方才发现，对于家庭和家
庭教育是什么、学校和学校教育应当怎么办这些基本理念，各自
带着一些先入之见，导致出现鸡同鸭讲、越讲越讲不清的状态。
必须经过认真学习、深入反思、反复讨论以更新理念，才能在更
加广阔的理性空间形成坚固共识。

因此，家校合育在深耕之前先得拓宽理性视野，从了解家校
合育之术拓展到了解家庭、学校、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之道，再
到了解家校合育的多个维度，使家校合育这棵树扎根于更广阔的
田野之上。

同时，家校合育的耕耘要深化。
很多学校、幼儿园的初期家校合育，基本上是在要干什么、

怎么干这些问题上下功夫、做文章，不求甚解。遇到问题后没有
刨根问底的底气，自然就没有解决问题的勇气，在得过且过中不
免丧气、失望。

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深耕实现强本固基。先在理念合一
的基础上，从共同经验中找资源，认认真真修订原有比较表面化和
千篇一律的家委会章程、议事规则，为深入合作打下可靠的规则基
础。再对家校共育的重要事务进行讨论分析，从共同理念、共同规
则和共同处境、实际需要出发，求同存异，达成实务方面的共识。

深耕必须做到坚守和加强

坚守诚心，时时回归诚意。家校合育的出发点是家校双方携
手、为孩子的成长形成合力，携手是起点，合力是表现，孩子健
康成长是主要目的。当家校合育事业出现关系不和谐时，相关各
方要检讨各自动机：相互协作的诚心是否被利用对方的私心所挤
压，从而使“亲师共同体”陷入困顿，进而影响“亲师子共同体”的真
实达成和学生成长环境的优化。检讨动机之后，通过理性共识和
规则共识来体现协作的诚心，进一步优化合作规则，确保家校合育
的各项事务在相互尊重、理性合作、目标一致的轨道上进行。

坚守深耕的耐心，忍受深耕的寂寞。家校合育中容易开展的
事务早已做过若干遍，接下来必须面对常见常新的问题，敢于啃
硬骨头。比如社会广泛关注的校园欺凌、学生家庭作业的家校分
工和校园安全义工问题，都是家校合育中常见却无解的问题。应
对这些问题，对家校双方的耐心和续航能力均是长期的需求。忍
受深耕的寂寞，学校、幼儿园、教育行政部门和家校合育专业机
构都应避免太过强劲的政绩冲动或者市场取向，应大力提倡和强
化家校合育的客观专业评价，从而给政绩冲动和市场意识戴上规
律和良心的辔头，为费时耗力的深耕腾出空间和时间。

强化人才培育，造就能够深耕的优质骨干队伍。要将家校合育
深耕理念落到实处，关键要培育一大批认同深耕理念、学会深耕方
法、长期服务深耕一线的优质骨干队伍。例如山东枣庄十五中武杰
副校长率领的德育干部团队，努力保持家校合育的持续性，在专业
组织指导下，近十年来遇到问题不绕着走，与流水般的历届家长义
工和家委会组织合作，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积累了渐成系列的家
校合育经验，相关老师和家长义工也渐成家校合育的行家能手。

强化家校合育的战略资源储备，形成抗风险机制。费时耗力
的深耕要持续下去，需要有意识地加强家校合育的战略储备建
设，形成一定的抗风险机制。比如整理、挖掘一批有相当深度、
长度和宽度的家校合育案例，译介、引入发达国家和海外先进地
区的家校合育文献，开展中国近代以来家校合育历史研究，培育
跨区域的家校合育专业服务机制等。

（鹿永建系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
长、新华社国内部重大报道中心副主任，邓淇系山东省枣庄市教
育局党委委员、枣庄十五中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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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母亲含泪相视而笑
何江

2016 年 5 月 26 日，我成为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历史上发
表演讲的第一个中国人。从湖南小山村走到美国波士顿，
我自知与常人相比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唯一可说的，或
许是曾经的苦难经历和父母的言传身教，让我很早就明白
了命运要自己把握这个简单的道理。

2009年初秋，菱角成熟的季节，深绿的菱角叶上沾着露水，

在清晨的微弱光线下，十分漂亮。在田埂上除草的乡亲看我们一
家人都提着行李，就问谁要远行。“我的大儿子，要去美国。”母亲口
吻里充满了自豪，对她而言，美国是只在电视新闻里听说过的国
家。“儿子，当年看着你和你弟在渔网里打滚玩得开心，以为你们
以后会打鱼为生。可没想到，你读书读出了国门。”

母亲自豪的微笑，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1 成长经历让我对一切充满好奇

乡下人常说，学会了种田，就一辈子不
愁自己的饭碗。我和弟弟四五岁的时候，就
被带到田里跟着大人干农活，这在村里很常
见。

那时父亲最大的梦想便是成为“万元
户”。他每年冬天会随村里其他渔民到湖
北或是江西开始长达 3 个月的捕鱼生活，
年关将至时会给我们带回一些小礼物，好
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

6 岁那年，我们家老房子的厨房和猪
圈在一场大雪中倒塌了。那年的冬天在我
印象中显得格外冷也格外长。开春后，我
们看着父亲挖泥、烧砖，一点一点建起了
宽敞的红砖屋。新房刚盖好的那段日子，
父母脸上堆满了笑容。

4 岁起，我便进了村里的小学——因

为父亲觉得我妨碍他们做农活，觉得只要
我能在班里坐得住就行，并不要求我在课
上学到什么东西。我一直在教室的角落里
安安静静地坐着，头几年成绩并不算太
好，跟不上进度。不过，我也不知道读书
有什么用，村里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有
个高中文凭便显得高人一等，没人告诉我
读书如何改变命运。我那时的梦想，就是
拿一个高中文凭。

除了学校发的课本，小学时我几乎没
有读过课外书。初三结束，我考上了县城
最好的高中，不得不寄宿在离家将近 20
公里的学校。那是我第一次走出乡村，第
一次真正感受到城乡差距，连冲水厕所该
怎么用也不清楚，说话带着土气也怕被人
笑掉大牙。我那时在同学中间总表现得小

心翼翼，生怕被人暗地里嘲笑，用了将近
一年时间来适应。

高中三年我一有时间就钻进书堆里。
2005 年参加高考，我被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录取。大学时，我对专业以外的很多领
域充满了好奇，选修诗词歌赋，《红楼
梦》 读了又读。这些嗜好和我专业似乎没
什么关联，我只是觉得好玩，也算是排解
理科学习时的苦闷。而这些文学上的兴趣
后来逐渐体现出了价值：待人接物上我感
觉自己肚子里多了点墨水，更教会了我很
多事，也让我不断明白自己是一个怎样的
人，想成为怎样的人。

乡下长大的经历培养的好奇心，在成
长的不同阶段帮助我克服了很多困难，也
让我在一个个新环境里迅速成长。

2 母亲教会我为了目标坚韧不拔
大学 4 年里，我有了蜕变式的成长，

变得比以前自信，对未来也有了更多憧
憬 ， 开 始 探 索 寻 找 自 己 想 做 的 事 情 。
2009 年我大学毕业，拿到了学校本科生的
最高荣誉——郭沫若奖学金，也收到了哈佛
大学生物系的录取通知书。我成了村里知
识水平最高的，也是第一个出国留学的人。

现在想来，我 21 岁出国留学，母亲
10 岁时退学养家，这两个人生节点之间
仿佛有一根看不见的线。

母亲 10 岁的时候，舅舅决定到外省
打鱼。他不知道怎么织网，家里又没钱买
渔网，织网的重担便落到了外婆、母亲和
小姨身上。母亲于是退了学，专门在家学
习织网。她学得很快，不到一年就成了村
里织网最快的姑娘。外婆索性建议母亲靠
织网来给家里赚钱，母亲后来的人生就与
渔网连在了一起。

我记得家里的墙上挂满了渔网和渔

线，渔网堆满了家里的空地和床上，母亲
和父亲有时就直接睡在新织的渔网里。

母亲每天都有个小目标：织出一万个
网眼。一万个网眼织出来能挣4块钱，一
个月便是 120 块，一年会有 1500 多块。
对当时的母亲来说，这个数字几乎是一笔
诱人的财富，为了这个目标，她多苦多累
都感到有劲头。

太阳从东边的窗口照进，又在西边的
门缝里拖着余晖沉下山坡。母亲就那么坐
在织网架旁，一天里除了吃饭，几乎不怎
么起身活动，任由我和弟弟在新织的渔网
里打滚、睡觉，只要我们不哭就好。天黑
了，她会点上蜡烛，直到燃尽最后一滴
油，才揉揉酸痛的眼睛，准备收工。

我一定是从母亲那儿学会了什么是
“坚韧”。当我向母亲抱怨作业太多时，她
会告诉我：“我学织网的时候差不多是小
学四年级。那个时候我的成绩很好，好几

次期末考试都得了全校第一名。儿子啊，
你是不是也想帮我织张渔网？或者去帮你
爸把那些地坪里的谷子晒干？要是你不想
做作业，就来帮我们，反正我们也缺人
手。到时候，你就会知道，读书是多么轻
松的事了。”

印象中，母亲身上似乎有着一种变废
为宝的神奇能力。每当我因为家里困窘、
隔三岔五地短缺文具时，不敢向父亲多
提，只能问母亲，她总能变着法子给我找
到新文具。比如用橡皮擦掉我铅笔写过的
本子，让我重新再用；擦不掉的就让我当
草稿本用。或者到镇里买东西时扛回来一
叠旧报纸，让我在报纸边角的空白处练字
或做算术。她还能把一样简单东西的用处
发挥到极致，洗脸的盆可以用来腌制撒了
盐的鲜鱼，收集杀猪时的猪血，存放要喝
的井水，用作澡盆在夏天里冲澡，甚至盛
放自炼的猪油。

3
我要去美国留学了，母亲显得非常兴

奋。我是村里第一个走出国门留学的人，
她觉得脸上很有光彩。她帮我检查旅行
箱，保证我带齐所有该带的物件，硬要我
带上针和线，带上她亲手做的布鞋、她用
陈年木屑熏好的黄鳝泥鳅和家里的剁辣
椒⋯⋯我不耐烦地推辞着，任凭她把布鞋
放进行李包中，心想反正我是不会穿这双
土气的布鞋的。

离开的那天，早餐后一家人坐着等村
里进城的汽车。母亲似乎有什么话想和
我说，但又欲言又止。她再次拉开旅行箱
的拉链，看了一下又合上，然后倒一杯温
水递给我。我摇摇头带着抱怨的口气说：

“你就不用瞎忙活了，干吗不坐着？”母亲
把水放下，望着窗外晨光照耀下的村落。

村里的汽车站很简单，只是在路边上
竖了一块牌子，旁边是条很深的水渠。当
汽车拖着扬起的灰尘朝我们驶来时，母亲
却将视线移到了我的身上。她想笑，没笑
出来，想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见不到儿

子，她又有点伤感。
母亲并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些动情的

离别赠言，她只在电视剧里看过。她笨拙
地握住我的手，我明显感到了她的这份不
自然，故意说要去提包，顺手甩开了她的
手。母亲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于是也弯腰
去帮我提包。

忽然，母亲指着水渠中的菱角问我：
“儿子，你还记得菱角是什么味道吗？现在
正是采菱角的时候。”

“当然记得呀。我上次吃菱角的时候
还是上大学之前，一转眼已经过去 4 年多
了。”我笑了笑。

“你想不想吃几个菱角？美国吃不
到。”“你等等我，我这就去弄几只来。”话
音未落，母亲放下行李就朝水渠边跑去。
她趴到地上，想抓住靠近岸边的菱角叶，
可怎么也够不着。我想阻止她：“我下次
回来再吃吧。”母亲根本听不进我的话。
我站在车门边，看着母亲正努力拔菱角的
背影说：“妈，算了吧，我上车了。”

母亲急了，她站起来，脱掉鞋子，抓住
水渠旁边的草，一点点滑进了水渠。

我听到“哗啦”的响声，惊讶地回头，只
见母亲在齐胸的泥巴水里走着，抓到长熟
了的菱角，扯掉菱角叶，在水里洗了洗，便
朝着岸上扔了过来。

“儿子，快捡几个大的赶紧上车去。这
司机也真是性急，又在按喇叭了。我待会
儿回家换身衣服就好了，你快点捡几个菱
角，上车去。”

我满眼泪水地站在车旁，看着还在水
渠中笑着的母亲，不知该和母亲说些什么。

我想告诉母亲自己是多么爱她，可是，
乡下孩子很少会用“爱”这个字，即便是母
子之间。我捡起菱角，在裤脚擦掉了沾在
菱角上的泥巴，用牙齿咬掉硬壳，把菱角掰
成两半，立即跑到母亲身边，递了一半给
她，母亲站在水里接过去咬了一口，我站在
岸上咬着带汁的另一半，我们含泪相视而
笑⋯⋯

（作者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

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人格
塑造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最经常、
最直接、最根本、最有效的教育。积极
的家庭环境，是一种快乐自由、温馨和
睦、充满爱和包容、洋溢着活力的家庭
氛围。在这种环境中，家庭成员关系和
谐、相互关爱、互相尊重、快乐温馨、
民主宽容、理解支持、态度积极、平等
沟通。研究表明，积极的家庭环境能优
化孩子的心理环境，对儿童的身心健康
产生积极影响。

积极家庭教育是积极心理学在家庭
教育中的实践和应用，倡导品格与学业
并重的教育理念，强调家庭环境对孩子
健全人格的塑造和影响，主张父母创设
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积极家庭环境，
培养孩子具有乐观、感恩、善良、坚毅
等更多积极心理品质。大量的实践表
明，积极家庭教育能够有效地帮助孩子
掌握幸福技能、学业技能和心理技能，
从而有力地促进孩子最优的发展。

家庭是孩子生活、成长、发展和生
存所依赖的首个具体环境，在孩子可塑
性最强的时期具有先入为主的基础作
用，能有效刺激、作用、塑造孩子的各
种心理行为，并制约和限定后续的其他
影响。家庭教育需要父母良好的言传身
教，更需要积极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塑
造。孩子身上带有家庭的烙印，有什么
样的家庭，就会造就什么样的孩子。在
不同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在性格、
为人处世、人际交往、道德、信念、价
值观、习惯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家庭环境是孩子心理成长和人格发
展的基本前提与重要条件，影响和熏陶
着孩子心理行为的发生、发展、变化、
成长与成熟的过程。生活环境与孩子的
心理成长是交互作用、互为共生的关
系。父母应根据孩子的天性和心理成长
规律，创设能让孩子感受到关爱、宽
容、快乐、自由的积极家庭环境，使孩
子与环境达到更好的心理融合，创造属
于自己的心理环境。

在充满争吵、打骂、指责、挑剔、
吼叫、抱怨、嫉妒、计较、仇恨等负能
量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每天体验、
吸收、内化这些消极气氛和负面能量，
心理环境会被严重污染，心理成长和人
格发展会受到严重影响。更令人担忧的
是，孩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污染，甚
至认为是正常的。从小被消极负能量包
围的孩子，长大以后即使离开了那种环
境，进入学校、家庭或社会，也会不自
觉地开启消极模式，持有悲观心态，不
断抱怨，推卸责任，与人不和，消极对
待周围的人、事、物，体验不到人生的
快乐，甚至以自我为中心，成为负能量
事件和环境的制造者。

积极的家庭环境能让孩子产生积极
的心理感受和情绪体验，内心呈现出和
谐、自由、轻松、愉悦、快乐、幸福的
状态。一个健康、快乐、优秀、自信、
乐观、积极、幸福、有毅力、有主见的
孩子，其所在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氛围一
定是充满关爱、尊重、民主、平等、理
解、信任、包容、支持和书香气息。相
反，一个自卑、懦弱、懒惰、自私、唯
唯诺诺、不懂是非、脾气暴躁、没有上
进心、不善良的孩子，其背后的原生家
庭，一定充斥着独断、专制、责骂、打
击、溺爱、暴力、不平等、不自由、不
尊重等消极氛围。

家庭的形式千差万别，完整家庭、
核心家庭、单亲家庭、分居家庭、离婚
家庭、再婚家庭、留守家庭、犯罪家
庭、困境家庭等不同类型的家庭会对孩
子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在完整、和
谐、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孩子，
会表现出良好的自尊、自爱、自控和自
我效能感，会受同伴欢迎，会具有良好
的自我评价，会表现出乐观热情、身心
健康、较少忧虑。随着社会的发展，家
庭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化，怎样建立
正确的家庭价值观，如何有效发挥家庭
环境的积极教育功能，是需要每一位家
长直面、学习和深入思考的现实教育问
题。

孩子的心理成长与家庭环境交互作
用，父母要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学
习环境，根据孩子的不同天资制定不同
的目标，激发孩子成长的内在动力，使
孩子在快乐自由、温馨和睦、充满爱和
包容、洋溢着书香氛围的家庭环境中，
真切地感受、体验、吸收家庭的正能
量，主动建构、创造和优化自我良好的
心理环境，发展健全的人格。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积极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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