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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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人家话凡人家话

多维度发力构建优良教育生态

雅正家风滋养美好生活
缪建东

家风是我国传统家庭文化的精髓，超越时空，代代相
传。当人们传诵、认同、实践祖上传下来的家风时，也就意
味着家族恪守的思想和道德有了生命，秩序和文化在民间实
现了最可靠的传承。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家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
用将越来越大。国家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

家庭予以支持，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回归。新时代给家
风建设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我们要树立高度的家庭教育
文化自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解决当代教育问题的理论智慧，
用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情怀推进新时代的家风建设。植根
于我国传统文化与教育文脉，伴随着文化与教育的兴盛，新家
风建设才能更加持续、更有底气、更有后劲。

1 从教育角度认识家风的内涵和价值

家风传承是我国特有的源远流长的社
会教育、强本固基的价值教育、慎终追远
的传统教育、求善求美的终身教育。

家风是社会教育，让人领悟到个人与
家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领悟到群体生活
的道德准则，领悟到道德规范存在的意义
和价值，把个人需要与社会教育联系起
来，促进每个人将小我和大众统一起来。
家是中国人的生命之根，是中国人生存状
态最典型、最集中的体现。家国情怀历来
是中国人的文化之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是中国人理解世界的方式。注重自身
道德完美的“修身”与走向群体性完善的

“平天下”，皆以“齐家”为中介，实现国
家秩序与家庭秩序、社会道德与家庭伦理

的相融相通。
家风是价值教育，是一个家庭的核心

价值观，体现出以道德素质为核心的家庭
精神风貌，具有价值引领的方向性意义，在
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一定的伦理范式。家风
的传承实际上就是家庭成员对家庭核心价
值观的认同与坚守过程，因此家风也是一
种文化基因，是一种精神信仰，是家庭发展
生生不息的动力。新时代家风的核心是培
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
为国教子、健全人格、责任意识、乐于助人
等，都是新时代家风建设的重要价值内涵。

家风是传统教育，在家庭的纵向维度
上具有延续性，需要每一代人的认同与坚
守。历代先贤为家风建设贡献了积极的智

慧，一系列慎终追远的家规家训和祭祖、
咏训等家族仪式，凸显出“家”作为个体
与历史联结、传统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作
用。世界上很少有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重
视家庭及其文化，这正是炎黄子孙生生不
息、薪火相传的丰厚滋养。

家风是终身教育，以情感为核心，指
向美好生活，不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家
风包含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认知、不断追
求美好生活的意识，以及创造和享有美好
生活能力的培育，所以家风建设的机制是
一个教育、涵养、传承、创新的过程，是
一个不断建设、不断丰富、不断提升的过
程，对于促进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和民族
复兴具有根基性意义。

2 把脉家风淡漠沉寂的深层原因

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盛
行、家庭结构的扁平化、公共生活的强势
入侵、多元价值观的影响等因素，使得家
风在文化生活中渐渐淡漠与沉寂。家风建
设面临家庭教育的价值导向不够凸显、科
学精神尚待提升、榜样示范意识不足、文
化自信亟须加强等问题。

家庭教育价值导向不够凸显，离立德
树人、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尚有差距。家
庭是社会文明教养、德行培育和文化传承
的第一驿站，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始发地。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无法理解

“爱国”，拈轻怕重爱占便宜的人无法做到
“敬业”，从小听惯父母谎言的人无法践行
“诚信”，只会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无法体会
“友善”⋯⋯重塑家风，就要引导社会公
众在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慎独、慎初、慎
微，内化于心、外显于行。

家庭教育科学精神尚待提升，存在人
人可论、人云亦云、经验盛行、鱼龙混杂
的乱象。家庭教育指导思想多元，急功近
利充斥其中，过于迎合家长心理，甚至背
离人的成长规律。家庭教育指导者队伍庞
杂，良莠不齐。家庭教育指导内容混乱，
背离科学，理论框架也比较模糊，核心价
值尚有缺位，没有确定的内容与方法，很
多家庭教育指导师仅凭经验、热情、直觉
开展工作，往往有违科学性。亟待将家庭
教育指导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落
实主体责任，以理性精神开展工作，遵循
科学规律，追求真理，不断走向科学化、
专业化和规范化。

家庭教育榜样示范意识不足，一些父
母自身不思进取却对子女期望过高，或以
爱的名义过度干涉、强迫、控制，亲子冷
战甚至反目时有发生。家庭教育环境几乎

影响着包括人的性格、心理、价值观、学
业、人际等在内的全面发展。《颜氏家
训》 对此早有论断，即“夫风化者，自上
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
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
久则妇不顺矣”。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
认为“做父母的不得不事事谨慎，务使己
身堪有作则之价值”。

家庭教育文化自信亟须加强，过洋
节、只选西方绘本等现象，折射出一些家
庭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缺乏文化自信，甚
至存有文化自卑的心理。新时代家风建设
需要文化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
出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
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
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
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3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全国

教育大会高度凸显教育的基础性、先导
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意味着教育要突
破原有的制度边界，敢于承担社会责任，
迎接新的历史挑战，进一步构建新的教育
生态。家风建设要以社会责任为己任，为
社会涵养出健康丰盈的细胞。

明晰方向、立德树人。人生百年，立
于幼学，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就
是为孩子一生的幸福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国之栋梁出于家之苗圃，家庭教育事关个
人成长、社会责任感、国家使命和民族复
兴，家庭要为儿童提供全面、自由、人
文、通识的成长环境，用良好家风和完整
而全面的人格教育，把孩子培养成讲仁
爱、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培养成有风骨、有教
养、有才干、人格健全的君子。

遵循科学、理性施爱。家庭教育要遵
循儿童身心特点、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

教育实践应严慈相济，尊重信任与严格
要求相结合，反对溺爱姑息、娇惯纵
容；情感教育应张弛有度，杜绝泛滥之
爱，把握好感性与理性的度，滋润子女
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性情，完善他们的
道德品行；亲子互动应注重言传身教，
父母要有君子风范，对子女一视同仁，避
免深陷“亲教不分”的感情漩涡；夫妻关
系应健康和谐，让孩子在父母之慈、子女
之孝和夫妻之爱的人伦关系中成长，长大
后成为负责任的丈夫或妻子、慈爱的父
亲或母亲。

注重践行、榜样示范。新家风建设以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践行的
主体是父母，践行的方式是融入家庭教育
全过程。著名教育家甘地夫人说：“最好
的教育是以身作则。孩子们对谎言或虚伪
非常敏感，极易察觉。如果他们尊重你、
依赖你，他们就是在很小的时候也会同你
合作。”因此，父母自身的言行举止和夫

妻关系就是家庭教育，父母要为孩子树立
良好的亲范形象，建立尊重理解的亲子关
系，能够情绪自控、换位思考，培育接纳
包容的处世态度，营造民主进取的家庭氛
围。家庭氛围是无声的教育，包括民主的
意见表达、平等的亲子关系、积极的进取
精神、乐观的生活态度等。

涵养文化、创新生活，创造有文化、
有情趣、有品质、有梦想的家庭生活。新
家风的根本宗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
括培育高雅的文化情趣、涵养兼具情感和
审美的文化素质、不断提升精神境界、丰富
家庭生活的内容、提高家庭生活的品质。
美好生活不仅是安逸的，更应该是充实、淡
然和怡情的。高品质的家庭生活是高雅
的、舒适的、道德的、文明的、创意的，体现
人的博雅情怀和静水深流的境界。家风建
设，正是对美好生活的激发、浸润和滋养。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
委员会副理事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鲁琼鲁琼 绘绘

热点聚焦热点聚焦

儿子 5 岁时曾说：“妈妈是我的爱
心圈，爸爸是我的保护圈。”我们听
后，十分震撼，又倍感欣慰。

孩子充满童真的话语，恰如其分地
表明父爱与母爱在孩子生命历程中的不
可或缺。然而，现实生活中，养育孩子
的任务常常只被视为是母亲的事情。

“丧偶式育儿”和“透明爸爸”现象大
量存在。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大卫·博普罗博
士是父职教育研究领域的先驱者。他指
出：“父亲绝对不只是家庭中的另一个
成年人，父亲的参与带给孩子的正面影
响是无可替代的。”

如何成为孩子的保护圈，年轻的爸
爸们请注意这四点。

首先，摒弃旧观念，接受新理念，
亲力亲为地参与孩子的成长。

来到美国后，我观察到很多父亲都
把陪伴孩子成长当成乐此不疲的美差。
孩子是婴儿时，爸爸是自豪的奶爸，喂
奶喂水换尿布都是行家里手。孩子稍
大，爸爸变成了运动场上的教练，训练
一队刚会走路的小运动员。孩子再大一
些，爸爸又变成了童子军的监护人，与
孩子一起开展野外生存和探险。

然而，由于受“女主内男主外”
传统思想的影响，许多父亲终其一生追
求的目标是跻身于成功人士的行列。在
他们眼里，只有事业和工作才是最重要
的，而把养育孩子的事情统统都交给了
妈妈。

希望年轻的爸爸们从内心摒弃旧观
念，接受新理念。事业可以重新开始，
工作可以重新寻找，但孩子的成长不可
逆。世上任何角色都可以替代，唯有父
母的角色无法替代。

其次，爱妻子就是爱孩子。
妈妈的情绪越稳定，家庭关系就越

稳定，孩子也就越幸福。感受到爱的妈
妈更容易成为一位好妈妈，与妻子感情
融洽的爸爸通常更愿意花时间陪伴孩
子，因而孩子在心理和情感方面更健康。

充满爱与和谐的家庭带给孩子安全
感和归属感，让孩子能积极面对生活中
的困难。生活在缺少爱、纷争不断的家
庭的孩子，很容易出现消极、不思进
取、脾气暴躁、没有责任心等问题。

因此，爱孩子应从爱妻子开始，爱
妻子就是爱孩子的表现，也是爸爸开始
觉醒的表现。

再其次，高质量地陪伴孩子。
陪伴，是让孩子体会关爱与安全的

最直接手段，也是最好的教育。有爸爸
陪伴的孩子，智商和逆商都更高。

高质量的陪伴不单单是和孩子在一
起，而是要以孩子为中心，体察孩子的
心理变化，感知孩子的情感需求，掌握
孩子注意力的节律，了解孩子成长的节
奏等。

一对一独处有利于亲密关系的建
立，爸爸可以设置和孩子固定的单独活
动计划。比如每天的定时阅读，每周的
游泳、下棋或看电影等，安排好就不要
随意改变。

爸爸可以保留和孩子之间的小秘
密，和孩子一起做一个不让妈妈知道的
项目，给妈妈呈现一个惊喜。这样的密
谋计划会让父子感情迅速升温，就像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那样。
爸爸可以和孩子及小伙伴们一起游

戏，鼓励孩子邀请小伙伴，并为他们服
务。爸爸对孩子小伙伴的接纳会让孩子
十分感激，有利于亲子关系的巩固。

爸爸可以带孩子参加有意义的社区
公益活动，既可培养孩子的志愿者精
神，还可增进亲子感情。

有些陪伴是低效、无效甚至负效
的，比如一边玩手机一边陪伴孩子，爸
爸的关注力丝毫不在孩子那里，完全陶
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陪伴孩子游戏时，
不考虑是否适合孩子、是否益智，而以
自己的喜好为出发点，选择有暴力倾向
和刺激的游戏；随机性陪伴，没有任何
计划，人和孩子在一起，却心不在焉，
应付差事；不愿学习育儿常识，不懂孩
子的情感和心理需求，弄得孩子不开
心，结果背离了陪伴的初衷，反而有损
亲子关系。

最后，爸爸的爱要让孩子知道。
相对于西方人的直白与奔放，东方

人普遍比较内敛与含蓄。东方男性往往
不擅长表达爱，或者说是不愿意表达
爱。而爱是需要表达的，需要让孩子听
得到、看得见。爸爸要学会对孩子表达
爱，不仅体现在言语上，更要落实在行动
中，用心陪伴和引领自己的孩子长大。

父爱如山，母爱如水。愿世上的孩
子都能享受妈妈的爱心圈和爸爸的保护
圈。

（作者系美国夏威夷大学教育学博士）

爸爸是孩子的
保护圈

贾琼

父亲又出新作了，扉页上醒目地写着：
“谨以此书献给‘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现在，一
个肩膀挑着民族未来’的园丁们！”掂着这本
沉甸甸的“礼物”，我不禁感慨万千，忽然想
到父亲其实也送了我一份厚重的人生礼物。

可以说，我近 30 年的人生一直跟父
亲的教育实验结伴而行，我的成长节奏伴
随他上下求索的教育研究脚步，我是他教
育实验的“小白鼠”，我的童年故事因此
平添了一些魔幻色彩。今天看来，这样的
实验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思维训练让我面临压力不胆怯

家人常说起父亲对我展开“求异思维
训练”的奇闻轶事。我还不会说话时，生活
中所见的人、事、物，几乎都被父亲拿来对
我“训练”一番。抱我去花园玩耍，他指着草
坪絮絮叨叨地启发我：“猜猜小草可以做什
么？”“小草是小白兔的午餐”“小草的绿色
可以保护眼睛”“小草还能唱歌呢”，紧接着，
他就哼起“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再长大些，记得吃苹果的时候，他问
我：“拿刀切下去，苹果可能形成几种形
状？”逛岱庙的时候，他让我回答：“怎么
能把梳子卖给和尚？”

一个问题，他让我展开不同方向的联
想，寻找截然不同的答案，并且告诉我“答
案不是唯一的，你永远可以颠覆答案”。

家里日常摆放的书籍总是 《小灵通漫
游未来》《伊索寓言》 之类，父亲和母亲
常在我睡前读给我听。

日复一日的思维训练结果很明显。幼
儿园老师对我的评价是：“善于抢答问
题，注意力集中。不过，跟别的小朋友特
别不一样。”“我们问小马怎么过河？漫子
说，让它飞过去。我们问树上有桃子，爱
吃桃子的小猴子会怎么做？漫子说把树砍
倒，桃子就掉下来了。那不是搞破坏吗？”

听完老师的反问，父亲有些担忧了：这
样教育下去，孩子会不会无法进入现实，性
格会不会反社会？当他翻阅完图书馆里所
有的“发散思维丛书”之后，开始增加对我的

“聚敛思维训练”，教我在众多解决问题的答案中选择最好的办
法。现在，面临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各种压力，我很少胆怯和纠结，也
许与我幼小时就埋下的思维训练的种子有些关系。

保持学习兴趣让我拥有自信

当素质教育的春风从大洋彼岸吹过来时，一些敏锐的教育工
作者开始关注发达国家以“公民教育”“品格教育”和“4-H 教育”
为核心的素质教育文论。我还记得在互联网不发达、人们喜欢串
门的上世纪90年代，一到周末，就有不少教育从业者来我家吃饭，

“下酒菜”常常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样的宏大命题。
对此，父亲的观点始终是“孩子要成才，更要成人”。所以高考

前父母没有给我报过任何课外补习班、学业培训班和奥数班，而手
风琴、书法、钢琴、中国画、舞蹈却一样都没落下。父亲也从来没有
催促过我“快写作业”“快去复习”“预习一遍”。在他看来，保持对
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比多看几页书、多做几道题有意义得多。

父亲希望我更多了解书本之外的世界，“泥沙俱下”地成
长。为了完成一篇观察日记，他带我去城郊的大桥，花半天时间
触摸桥头的狮子，站在桥中间晒太阳，在太阳落山时眺望远方。
周末他和妈妈带我跑到城外的田野，认识泥土里的野荠菜、面条
棵，在挖野菜的过程中体验田园生活，理解农民的不易。后来，

《挖野菜》 成为我人生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几百字的铅字和崭新
的两元钱稿费，让我足足高兴了一个礼拜。

在陪伴我成长的同时，父亲的研究结出了一系列“果子”。
他针对固定命题作文使“没米下锅”的学生只好胡编硬造的现
象，提出“随机命题作文”，即“下了雪，引导学生写雪；下了
雨，引导学生写雨；开了运动会，引导学生写运动会”，还探索
出“素描作文法”。至今我还记得他跟我透露的作文小秘诀：尽
可能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少用成语，多用动词，“动词令文章
焕发生气”。所有这些都对我的写作大有裨益。

到了中学，参加全国作文大赛。我灵活运用爸爸的写作实验
成果，获得了一等奖。妈妈表示不太理解，既没有引经据典，又
没做到文采飞扬，通篇连一个成语都没有，纯粹一个“山药
蛋”，也能得奖呀！

书信沟通让我懂得求学的意义

高中住校后，我与父亲的交流由以天计变成了以月计、以季度
计，但我依然从他的著述中得知他的研究概况。我知道他的习惯
是“干什么，就研究什么”，“工作即研究，问题即课题”，是他常挂在
嘴边的话。

每年过年回家，书橱里刻着“教育世家”的金色奖杯总能让我
想起伊朗女导演莎米拉·玛克玛尔巴夫的电影《黑板》。两伊战争
时期，一群教师背着黑板在荒原上四处寻找学生。他们的身影让
我想到上世纪初期的战乱中，我的曾祖父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牵
起我祖父的手拾起教鞭。如今，这火种留给了父亲。

或许是我和父亲都喜欢看《傅雷家书》的缘故，在我离家求学
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以手写书信的方式保持联络。在随时随
地可以上网的时代，这样的沟通方式足够特别，格外宝贵。

我们在信里回忆曾经一起用老式台式机看电子书 《理想国》
的日子，一起追问“求学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还会为康
德和黑格尔谁更伟大争论得不可开交。现在我还把一封信件摆在
我在北京的住处，时常拿出来翻看。

在父亲写给我的诸多“做人篇”中，他借梁启超、林语堂的
话告诉我，具备仁智勇才是完整的人——“为什么进学校？为的
是求学问。为什么要求学问？为的是学做人。梁启超先生说，你
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
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
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
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
还是个问题。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
状态，我们称之为仁智勇。我们的教育也应该做到这三方面，知
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正所
谓孔子所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我当时正在这三种自省中完成着粗略的自我教育。后来我才
得知，“仁智勇”贯穿了梁启超对幼子梁思礼教育的始终，这教
诲陪伴了梁思礼的整个人生。如果说“仁智勇”是梁启超留给梁
思礼的传家宝，教育研究带给父亲的“福利”，则是他给予我的
一份厚重的人生礼物。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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