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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家庭生态系统理论，家庭系
统中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的模式，家
庭成员的相互影响是同时发生的，一
个成员的行为会影响其他成员的行
为、认知和情感的变化，同时也会导致
他们对行为、认知和情感的反思，其中
一个成员做出一些改变会导致其他成
员发生一些不同的变化。

以家庭生态系统理论来审视现代
社会的家风传承，就要重视家庭成员
之间在家庭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相互
影响的过程，重视家庭系统内的各要
素对家庭成员的综合作用。

培育正确的价值观，把握传承好
家风的方向。

价值观是人们对客观世界总的看
法，体现在言谈话语、举手投足之中。
父母的价值观往往成为孩子观察社会
现象、形成辨别是非的尺度、指导行为
的依据。所以，培育正确的价值观是
好家风传承的核心内容。

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层
面而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具有
教孩子做人的实实在在的内涵。教孩
子从小爱父母、爱身边的人、爱自己的
家乡，做一个文明守法的中国人，就是
为孩子播下爱国的种子；培养孩子爱

学习、勤奋钻研的好习惯，就是为他
们日后的爱岗敬业打基础；教导孩子
诚实做人，他就会鄙视那些不讲诚信
的人和坑蒙拐骗的不法之徒；家人之
间友善相待，夫妻之间、亲子之间、
祖孙之间互敬互爱、互学互助，孩子
就很容易将这种最基本的人际相处之
道拓展到与同伴、老师、社会上更多人
的相处之中。

注重家庭关系和谐，在人际互动
中传承好家风。

家庭的本质是家庭关系，处理好
各种家庭关系、构建和谐的人际氛围
是培育良好家风的关键。生长在温馨
而充满爱的家庭中，孩子容易把世界
看作一个充满爱的地方，而在冷漠和
无爱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往往把世界
看作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

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家庭成员
之间要相互尊重，彼此接纳包容，以
同理心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
他人的立场和感受，站在对方的角度
思考和处理问题，承认家庭成员的不
完美，大度面对缺陷与过失，以积极
的态度激励和挖掘每个人自身的优势
潜能。

夫妻关系是一切家庭关系的起点

和基础，影响着孩子对人与人之间关
系最基本的认识和成为什么样的人。
夫妻之间充满人情味，使孩子从小就
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懂得爱护、关
心、尊重他人。夫妻关系处理好了，有
利于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祖孙关系、
婆媳和翁婿关系、手足关系等，促进家
庭和睦。家庭气氛和谐愉快，是孩子各
种能力得以充分发展的最佳环境。

倡导家规家范严明，在规范约束中
传承好家风。

在家风传承中，家规家范的确立
是把正确的价值观外化为家庭日常生
活中可操作的、对家庭成员具有约束
力的规矩。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颜氏家训》《朱子家训》 等家规家
范，在如今依然有重要的传承价值。
如 《朱子家训》 既讲修德勤俭的“大
道理”，又罗列诸如洒扫庭除、不睡
懒觉之类的“细功夫”。严明的家规
家范未必一定写在纸上，关键是体现
正确的价值导向、时代特征和家庭特
点、生活规范。

礼仪是道德的外化，在家风传承
中，家庭日常礼仪的学习和运用也不
可少。如长幼有序，出门进门、上下电
梯让长者先走；入席、用餐让长者先

坐，长者动筷子，自己再动⋯⋯生活中
需要礼仪的地方比比皆是、操作性
强。家规、家范、礼仪是对人的行为的
规范，时刻提醒家庭成员约束自己，不
可忽视别人的利益。

营造良好家庭环境，在生活体验中
传承好家风。

人是环境的产物。好家风传承，
除了父母对孩子谆谆教诲，还有“境
教”，即在家庭中为孩子创造好的学
习及成长环境。家庭环境包括物质
的、精神的、显性的、隐性的。奢华
并不意味着文化品位高，对孩子的影
响未必是积极的；简约并不意味着寒
酸，其中蕴含的文化韵味是滋润人的
心灵的营养。

家庭生活方式是构成家庭文化氛
围的主要成分，涉及家庭中的交往、
闲暇、消费、家务劳动等方方面面。
父母积极向上、崇尚科学、热爱学
习、爱好广泛，孩子也会表现出高尚
的情趣。从这个意义上说，父母以健
康、科学的方式安排好家庭生活，给
孩子创造机会，让他们在日常生活实
践中、在身边的小事上体验美好的生
活，是传承好家风的重要途径，这个
体验过程是学校和社会教育机构都不

具备的优势资源，关键是父母要善于
营造这样的环境。

助力父母素质提升，在身体力行中
传承好家风

好家风传承是蕴含于日常生活之
中的，不仅是教育者有意识地对受教
育者施以的直接教育，更多地表现为
长者的示范作用。父母对孩子的教育
分散于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
节，从物质生活的吃、穿、用，到精
神生活的家风、家规、人际关系，以
及文化生活中的读书、娱乐休闲等，
都包含着教育的因素。在与孩子面对
面地自由接触中，各种社会观念、行
为都会无拘无束地流露出来，对孩子
的教育作用时时处处存在着。

传承好家风，父母要学习把握传
统文化和家族中好家风的精髓，将其
转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和行为，努力在
生活实践中践行。要挖掘家庭中的教
育资源，将其具体化为家规、家范，
融入孩子教育的每一个细节。要发挥
母亲在家庭中无可替代的凝聚力强的
作用，协调好各种家庭关系，激发所
有家庭成员的内在动力。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著有《家庭教育社会学》）

启动家庭生态系统传承家风的 个通道
关颖

良好家风建设的主体在家庭，学校作为价值观培
养的重要渠道以及与家庭并驾齐驱的德育实施主体，
应当也能够在家风建设上发挥重要作用。新时代家风
建设的主体已经发展到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全体家庭
成员，学校可以通过家长学校、家校共育活动等多种
途径引导家风建设。

根据张琳、陈延斌等人开展的十省市家风调查，
“形成良好家风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前三位分别是父母
影响、学校老师教育、祖辈影响，可见，学校教育对良好
家风形成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价值引导作用

学校参与家风建设，首要的角色定位就是价值引
导者。从目前学校开展的与家风建设相关的活动内容
来看，学校对身为引导者的角色都有较为明确的认
知。

然而，学校的价值引导是否能够充分发挥预期的
效果，还要看引导的方式是否适切，又取决于学校对
于学生家庭家风建设基础的了解。

家风建设的基础包含很多内容，其中最基本的集
中在两个关键点上：学生家庭的家风意识如何？家庭
中是否有可感知的家风？

学生家庭的家风意识如何？这涉及家庭成员是否
知道什么是家风，以及是否有开展家风建设的意愿。
根据浙江玉环市清港镇妇联在7所学校实施的家风调
查，认为自己家里“有家风家训”的人中超过三分之一

（37.41%）将家长诸如“不能打游戏”“不能抽烟喝酒”
等日常生活学习中的要求一律当作家风家训。说明部
分未成年人对什么是家风家训的理解是存在较大偏差
的。

家风应是可感知的，大多数家庭“没有”或“不知
道”自家的家规家训是什么，将家规家训以文字形式记
载的比例更低。此外，可感知的家风是否全都具有积
极正面的意义，抑或是优劣掺杂，这也是学校引导家风
建设时需要关注和下功夫的地方。

因此，学校开展家风教育活动之前，有必要通过
问卷调查、家长座谈或是班主任集体研讨等了解本校
学生和家长的家风意识，掌握学生家庭的家风传承状
况，如果通过调研发现本校学生家庭有较好的家风传
承，活动设计可以围绕“寻家风”的主题展开，重点
在“重现”；如果调研发现本校学生家风意识淡薄，
家风传承已经中断，那么在设计活动时更应考虑“树
家风”一类的主题，重点在“建设”。

行动推动作用

虽然家长普遍认同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但在教
育过程中往往会忘记、忽视家风建设和家风教育的价
值。这与有的家长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存在“重智
轻德”的错误倾向有关，也与有的家长过度依赖学校
教育、将家庭教育的部分责任向学校转移有关。

在家风建设中，学校可宣传号召或直接发起相关
的教育和实践活动。目前，无论是“寻家风”还是

“树家风”活动成果都相当可观。特别是前者，通过
续家谱、寻家训、记录家族历史、书写家庭故事等活
动，学校在短时间内推动许多学生家庭重塑了家庭文
献，为家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资源。

家风作为一个家庭稳定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
为方式，其形成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日复一日的实践，
不可能仅靠跟长辈聊一次家风故事或是做一份手抄报、
制定几条家规就一蹴而就。

因此，家风建设工作如果不想变成“一阵风”式的
活动，就需要与学校和教师已经开展的工作相关联。
比如与学生家庭教育工作、德育工作相结合，甚至成为
创新德育内容和方法的有效路径，这也是目前为止许
多学校的家风教育能够开展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持续的家风教育需要更好地与学校整体工作目标
进一步融合。比如尝试以家风故事为切入点与阅读
课、写作课结合，或者以家史研究或家庭调查为切入
点与综合社会实践课程结合等。从学生角度来看，这
些课程主题与学生自身体验密切相关，也能够更好地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促进阅读、写作、问题解决等
多种能力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家风建设中
学校做什么

岳坤

每天吃早餐的孩子学力考试的正确
率高，体力测试的综合成绩也高，不吃
早饭的孩子容易焦虑⋯⋯本次中美日韩

“高中生身心健康调查”和“网络时代的
亲子关系调查”中，回答每天吃早餐的日
本高中生超过70%，为4国之首，反映
出12年来日本在全国兴起“早睡早起吃
早饭”的国民运动给孩子带来很大变化。

吃早餐的习惯在日本小学生和初高
中生中都维持着较高的比率，每天吃早
餐在小学时就“做到了”的比率高达
92.2%，到了初高中，比率虽有所下
降，也保持在85%左右。

2006 年起日本兴起的“早睡早起
吃早饭”国民运动，指出身心健康的秘
密在于早起早睡并吃早饭。为了从幼儿
期就养成良好的基本生活习惯，文部科
学 省 发 起 了 “ 提 高 儿 童 生 活 规 律 工
程”，同时设立“早睡早起吃早饭”全
国协议会，其会员为企业、学校、青少
年团体等300多个机构。该项运动开始
之后，吃早饭的少年儿童增多，2008
年以来每天吃早饭的小学生和初中生一
直保持八成以上的高比率。

吃早饭为什么那么重要？脑的能量
源是葡萄糖，葡萄糖不会在体内大量储
蓄，我们的身体在睡眠期间也要消耗能
量，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大脑和身体
都处于能量不足的状态。通过早餐补充
葡萄糖等营养素，而不是只喝些饮料等
液体，上午身体才能有一个良好的活动
状态。早餐另一个主要功能是“好好咀
嚼”，咀嚼可促使脑活动。另外，食物
进入嘴里，再送到胃里的过程中，肠子
也开始蠕动，内脏被唤醒。

为了推广“早睡早起吃早饭”运
动，国立青少年教育振兴机构制作了面
向幼儿、小学生及其家长的手册和绘本
免费发放。例如小学低年级的手册中有
一节“和饭做朋友！”采用积分的方法
提醒营养均衡用餐。小学高年级的手册
中讲解早饭的作用以及吃什么好。机构
还制作了面向家长的简单的早餐食谱，
指出早饭的关键在于养成吃的习惯、按
时吃、和家人一起吃。社区里也常开展
一些家人一起吃早饭的活动。在日本，
像这样通过吃饭进行的健康教育和学习
礼仪礼貌的“食育”，已在学校、家庭和
社会教育中广泛开展。

这次调查发现，日本的高中生早餐
和晚餐多在家里吃，并且“和家人一起
吃饭”的比率高于其他三个国家。另一
项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高中生“缺
餐”的比率低，在小学和初中时能够做
到“不挑食”的比率分别在 47.9%和
59.7%，到了高中“不挑食”的比率进
一步上升到 65.9%。可以说这和日本注
重食育有很大的关系。

在亲子关系方面，日本中小学生和
父母聊天的频率比较高，尤其是小学生
和父母经常聊天的比率高达 85.3%。这
和日本中小学生多和家人一起吃饭或看
电视等特点有很大关系。回答“经常和
家人一起看电视”的小学生为70.8%，初
中生也在66.3%，回答“和家人一起吃饭
的时候总聊天”的高中生比率为66.4%，
这都远远高于其他三个国家。亲子聊天
的话题则多为学校或朋友，学习方面的
话题谈得并不多，尤其是小学生，回答聊
天内容多为学习的比率只有 36.8%，远
低于中韩两国。

（作者系日本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有个国民运动：

早睡早起
吃早饭

胡霞

家风是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稳定
的道德风貌。大量的家庭教育调查
显示，没有父母的以身作则难以培
养孩子的良好习惯，没有和谐的亲
子关系难以培育良好的家风。改革
开放 40 年的中国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需要培育行胜于言、民主施
教、主动性与自制力相结合、勇于
承担社会责任的新家风。

从陪伴孩子开始，培育行胜于
言的新家风。

有些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是喋
喋不休的说教，但实际上对孩子影响
最大的不是父母说了什么，而是做了
什么。儿童擅长于观察性学习，甚至
是研究大人的专家。在孩子观察学
习的所有示范者中，父母和老师作
为“重要他人”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父母要做到行胜于言，就要让
孩子深切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关
爱。比如陪伴孩子要放下手机，要
投入身心付出真情。有些父母以工
作忙为理由放弃陪伴孩子，是最严
重的失职行为，也是放弃自己成长
机会的巨大遗憾。父母工作再繁忙

也要尽力克服困难，用心陪伴孩
子。孩子观察到父母的爱心与责任
感，就有了最好的偶像和榜样。长
期耳濡目染下，孩子也会像父母那
样尽自己的责任，自觉完成自己的
职责，主动孝敬长辈关心他人。所
以，父母将爱付诸行动，并且持之
以恒，是培育新家风最重要的内容
和最坚实的基础。

尊重儿童的权利，培育民主施
教的新家风。

家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
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值得借鉴，但

《弟子规》 中“号泣随，挞无怨”
“不关己，莫闲管”等封建糟粕就
不利于现代儿童的发展。联合国通
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国法律

《未成年人保护法》，都是保障现代
儿童健康成长的法律，也应该成为
培育家风的基石。

但据全国妇联的调查显示，尽
管九成以上的父母赞同“儿童享有
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
权”，而认真学习过有关儿童保护
法律的不足一成。现实中各种伤害

儿童的事件接连发生，侵犯儿童权
利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儿童四个基
本权利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参与
权。对与自身发展相关的家庭、文
化和社会生活等事宜儿童并未享有
发表意见并视其成熟度参与决策的
权利。比如中国儿童中心的调查显
示，在五年级小学生“择校”的事
情上，父母决定的占 53%，孩子决
定的只占3%。

尊重儿童权利，履行父母的主
体责任，是父母的法律义务，也是确
立家风的基本原则。民主施教家风
能促进两代人共同成长，也能构建
起现代社会最为和谐的代际关系。

以健全人格为目标，培育既有
主动性又有自制力的新家风。

极端严苛或极端放任的家庭教
育可能培养出极端化的悲剧人物，
应该倡导平衡和谐的教育。正如美
国心理学家鲍姆林特的研究认为，
对孩子理解、尊重又严格要求的民
主权威型家庭教育最有利于孩子的
成长。北师大心理学家陈会昌教授
20 年跟踪研究 200 多名孩子，发现

主动性与自制力犹如两颗种子，越
是饱满和发达，孩子的人格越健
康，人生越幸福。

最好的家庭教育是既民主又权
威，既有规则有底线又具有开放性
和包容性，鼓励孩子的探索与创
新，这正是培育家风的重要原则和
方法。比如要防止孩子沉迷网络，
更要引导孩子正确积极地使用网
络，就需要将主动性与自制力的培
养有机结合起来，尤其要抓住 10
岁之前这个将主动性与自制力的培
养有机结合的最有效时期。

培养主动性，就是鼓励支持孩
子积极参与各种各样有益的活动，
在体验和尝试中发现自己的潜能和
优势，更加自信地发展。人有主动
性，是因为有了美好的理想和喜欢
的目标，才愿意克制自己的某些欲
望或冲动。主动性可以为自制力开
辟道路、提供动力，也需要自制力
来保驾护航，二者相辅相成。在这
方面，父亲的教育至为关键，因为
父亲更有利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自制力和责任感。

《颜氏家训》 中提出“父子之
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
简”，这一严慈兼施的教育思想与
现代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不谋而
合：权威民主型家庭成长起来的孩
子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

提升家训和家风的格局，培育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新家风。

是否倡导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是现代家风和传统家风的重大区
别。江南钱家千年兴盛、人才辈出，
与钱家从先祖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
国王钱镠流传至今的《钱氏家训》关
系深远。钱氏家训以儒家“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为依
据，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思
想行为做了全面的规范和教诲。其
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
谋之”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开阔
格局，是培育新时代新家风不可忽
视的方向与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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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家风追求新家风追求““利在天下利在天下””
孙云晓

现代家庭规模趋小，结构趋
于变动，互动趋于虚拟，如何形成
家风并有效地传承家风呢？

重视日常生活,注重父母榜
样。家庭教育的主要方式是日常
生活中的随机教育，家风就是在
父母家人的生活方式与待人接物
的日常处事中逐步形成。如有些
家庭在居家过日子时与家人、邻
居保持着一份友善，父母所秉承
的生活价值会形成家风，在日常

生活中滋润着孩子。
汉代刘向在《说苑·杂言》中

说：“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
不知怒。”充分说明家风传承中

“父母正”的榜样示范，运用好
榜样就是“善教”，家风也就在
代际间传承。

重视传统节日与家庭纪念
日。节日与纪念日将平时松散的
各家各户小家庭凝聚在一起，蕴
藏着的家风会被激活。

挖掘家族事迹，说好家庭故
事。家庭中保存与传承家风最好
的载体，是世世代代的家族故
事。这些故事通常都是有关家人
为人处世、艰苦创业和智慧生活
的榜样事件，是每个家族最引以
自豪、被一代代家人选择汇总并
加工凝练传承的。这些故事对子
孙产生积极的精神引领作用，同
时也会让他们对自己的先祖产生
崇敬心理，让流淌着优秀家族血

脉的后代形成自信与自尊的积极
心理。

家风不仅是眼前的家人的榜
样，那些生活在家人故事里的先
人和亲戚，都在参与着小家庭的
家风建设与传承。一个家庭有没
有好家风，就看孩子的父母会不
会讲故事，会不会讲出家人与社
会发展、民族大义以及温暖人性
有关的好故事来。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现代小家庭 家风微建设
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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