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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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论坛微论坛

守土守界：建设懂“局”的家委会

建设有格局的家委会
葛卫华

良好家校协作关系须依托于开放、真诚、高质量的沟
通。我曾担任过小学的家委会主任，因“任务驱动”对家委
会应当如何运作有过关注。当下的家长圈中弥散着焦虑，家
委会的异化、与学校的冲突也屡见不鲜。关于家委会的层
次，坊间有这样的说法：三流的家委会跟学校对着干，二流

的家委会被学校指挥着干，一流的家委会和学校一起干。
格局和眼界，都是家长和孩子成长必不可少的部分，也

是家委会工作定位与运作需要提升的部分。因为，高度不够
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所以，家
长群体应当努力共建有格局的家委会。

1 自省自觉：建设明事理的家委会

有格局的家委会，首先要对家委会对
所处的位置、角色有清晰的认知，也就是
要明事理，在自省自觉中定位。

“姓家”还是“姓校”？家委会不是
“家长帮”。家委会“姓家”还是“姓校”
在家长圈中争论已久。很多家长的立场是
坚持“姓家”，因为都由家长构成，要代
表家长群体的利益与校方博弈。实际上，
这一观点失之偏颇。根据教育部建立家委
会的相关文件精神，家委会的定位是在学
校的指导下履行职责，参与学校管理、参
与教育工作、沟通学校与家庭。这就说明
家委会不单纯“姓家”，更多还是“姓
校”，是学校治理结构中的一个组织。所
以，我们不能把家委会理解成家长们自发
组织的“家长帮”。家委会要更多地配合

学校完成教育工作。
“桥梁”还是“围墙”？家委会不搞

“权贵圈”。家委会应当是学校与家长间互
相沟通的桥梁。当下不少中小学家委会的
性质，以凝聚社会资源为主，而不是凝聚
广泛共识为主。部分学校的家委会异化为
社会隔离的围墙，进入其中需要特殊的资
源。家委会沦为“权贵圈”是应该坚决反
对的，家委会要更多地包容差异，而不是
制造差异。

“应声”还是“共生”？家委会不当
“木偶人”。在处理与学校的关系上，家委
会还应当注意避免成为应声虫。现在有些
学校的家委会，是片面地为学校完成某些
事务的程序公正而存在的点头型、鼓掌
型、摆设型的组织，这种附属性、依附性

定位不值得倡导。家委会与学校不是
“应声”的关系，而是“共生”的关系，
是为了孩子成长的最大公约数而共同努
力的利益共同体。

“监督”还是“护犊”？家委会不唱
“对台戏”。也有部分学校的家委会走到
了另一个极端，曲解了监督学校工作的
职能定位，从“监督”变成了“护犊”。
在很多问题上，片面考虑己方的利益和
诉求，没有站在家校共同的立场来审视
问题，一味地强调所谓的维权，缺乏对
学校的基本信任。这样的家委会也是不
明事理的。

这些变成“家长帮”、沦为“权贵
圈”、当了“木偶人”、唱上“对台戏”，
都是没有格局的家委会。

2 善作善成：建设有“格”的家委会
“局”表示的是一个小的范围，“格”

表示森林中很多树木生长在一起，枝叶交
错。树枝交接之后，树木为了获得更充足
的阳光和水分，就会拼命向上、向下生
长，彼此之间产生竞争。所以“格”可以
引申为“触及 （到来） 和竞争 （突破） ”
这两层含义。

“格”的第一层意思是触及，树木之
间枝叶相互交叉触碰。家委会的“格局”
就是精心布局，在一定范围内 （局），按
照家委会运作的规则最大程度地发挥家委
会的资源和能力，努力触及最高标准

（格）。所以，有格局的家委会是守规范、
讲标准、求品位的。

“格”的第二层含义是竞争、突破。
当森林中的树枝交错生长的同时，它们

之间也必然产生竞争，面对有限的阳光
和水分，只有努力向上、突破交错的技
叶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因此“格局”
还可以理解为打破局限、破除常规。因
此家委会应当不断地探索如何在利益共
同体的立场之上，突破传统的家校合作
界限，不断寻求新的合作空间。这样一
来，有格局的家委会就是做加法、善创
新、臻卓越的。

具体来说，有格局的家委会是有资
格、不出格。家委会成员的资格不是身
份、财富、权力、资源，而是理念、学
识、德行、品行、意愿和心态。家委会的
成员应当充分了解、理解并认同学校的办
学追求、育人理念、价值文化。没有认同
就没有协同。以我曾任主任的上海世界外

国语小学 （以下简称世外） 家委会为例，
强调的就是异中有同。家长的职业、行业
各异，充分体现多样性，家委会需要充分
认同学校办学价值体系的家长，因为既然
选择了世界外国语小学本身就意味着信
任。

家委会除了有资格，在运行中还要
不出格。我们要信任学校和老师，让专
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从接触孩子的数
量、时间和积累的经验来说，学校和老
师都远比我们懂孩子。所以我们不要越
俎代疱，尊重在教育孩子上最专业的
人。对待学校和老师的教育行为，不懂
的、不理解的可以积极沟通、商榷。但
不要凭自己的主观理解说出格的话、做
出格的事。

3
家委会有了格，也不能缺少局。第一

个要做到的就是了解局限不搅局。学校教
育和家庭教育都是有各自的局限的，这个
认知，家委会和家长们一定要清晰。

事 实 上 ， 学 校 不 是 “ 无 限 责 任 公
司”。学校责任有限、资源有限、能力有
限，不可能满足所有孩子成长中的所有需
求。同时，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有界限，
虽然正在走向协同，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
育之间还是有明晰的分工和各自主要担
负的责任的。我们不要模糊这种界限，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彼此都不是对方的
补充和延伸。家委会既要守土有责，也
不要随便越界。

第二个要做到的就是献力局部为大
局。家委会的定位应该是与学校谋求孩
子成长最大公约数这个大局。比如世外
家委会的理念与价值定位是共同服务孩

子成长，通过集众智、汇众力，让家长
们从对自己孩子的小爱变成对孩子们的
大爱。因此，世外和家委会在运行机制
中形成的角色关系，更像是合伙人和共
同体。譬如家委会每月都组织家长去学
校进行以安全为主要内容但并不局限于
安全的检查，学校也借助于家委会的力
量，形成了事实上的办学质量外部监督
保障体系。

家委会还每月组织家长去学校半天，
体验改作业，让家长学会换位思考：你改
自己孩子一个人的作业尚且如此控制不住
脾气，老师改两个班的作业，多么不容
易。

世外有个特色，就是通过家委会抓住
爸爸这个家庭教育中容易缺席的群体。

“阳光爸爸”已经成为家校协同品牌活
动。从了解爸爸车里的 CD、爸爸的运动

鞋、爸爸的书架、爸爸的专业等入手，引
导亲子关系的良好沟通，更引导着家庭教
育观念、孩子职业启蒙等。

实践中家委会可以在局部问题上统筹
最专业的家长资源办好教育。每一个家长
能力都是有限的，但家长们合在一起能力
又是无穷的。世外家委会一直倡导家长们
发挥所长、有所作为。譬如有家长希望学
校建一个交互性强、能动态追踪分析孩子
们课外中文阅读量的平台。对学校来说，
开发这类专业性的阅读平台系统并不是他
们必须的工作，而且也不擅长。在家委会
的支持下，我们调动了包括软件、信息系
统、心理、文史哲等各个专业的家长，家
校协同，联手把这个系统打造出来了，最
终形成了学校、学生、家长共赢的良好局
面。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

崔一北崔一北（（深圳市翠北实验小学六年级深圳市翠北实验小学六年级）） 绘绘

热点聚焦热点聚焦

教育工作者不仅提出家校共育的理
念，还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家校合作平台、
机制，开展各种各样的家校合作活动，活
动从内容到形式也都在不断地深化和丰
富。同时，家庭教育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需要认真分析研究。在实施家校合作时看
清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采取适合的措
施。当前我国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以下6个方面。

部分家长的儿童观和教育观仍比较落
后陈旧。有些家长还是把儿童看成自己的
私人财产，认为儿童是不成熟的人和需要
控制的对象，不尊重儿童，不信任儿童，
意识不到儿童时期的特殊价值。在这种儿
童观的指导下，家长把教育理解成管教、
教训、控制、呵斥，而不是尊重、交流、
对话、陪伴、唤醒和支持。带着这种陈旧
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履行教育责任，会越努
力越糟糕，甚至导致儿童的悲剧。

一些家长人才观和教育目的观比较偏
颇和割裂。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人才观，就
有什么样的教育目的观。目前许多家长简
单地将人才理解为“英才”，理解为“人
上人”而不是“人中人”。同时，家长比
较看重孩子的家庭属性，忽视孩子的社会
属性，把家庭教育看成是家庭的私事，看
不到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他们非常希望自
己的孩子能够超越他人、出人头地，对于
孩子的社会意识、国家意识等方面的培养
和发展不够重视。

在这种人才观和教育目的观的指导
下，家庭教育经常出现不符合孩子的基
础、特点、本性的现象，一味地与别人
家的孩子进行比较。这不仅容易导致孩
子的反感，也会让孩子看不到自己的独
特性和潜能。家长在家庭教育的目的取
向上，还缺乏社会角度和国家角度的视
野。

家庭教育在内容上出现学校化与学
科化倾向。就是以学校的教育内容为标
准、以学校的学科为基础，学校里教什
么家庭里就教什么，家庭教育在内容上
主要复制和强化学校教育的内容。这样
做就失去了家庭教育在内容选择上的独
特性。

与学校教育相比较，家庭教育的重
点应当是人格教育，应重视德行的陶
冶、习惯的养成、基本社会素养的培养
等。因此，家庭教育在内容选择上也应
当与学校教育有别，在选择依据上主要
是结合家庭生活方式来进行，而不是依
照学科的逻辑来进行。洒扫除尘、待人
接物、日常起居、社区服务等，都可以
成为家庭教育的内容。放弃了家庭教育
内容的独特性，将家庭教育理解成“家
庭里的学校教育”，就等于放弃了家庭教
育的独特价值。

家庭教育方法上身教和言教相脱节。
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文化传
统，在家庭教育中体现为身教和言教相统
一。这个方法的要义就是，家长要求孩子
做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不能要求孩子的
是一套，自己的行为是另一套。这种家庭
教育没有成效不说，还会让孩子误以为

“言行不一”是正确的。这种身教和言教
的脱节，实际上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品格
养成都是非常有害的。

存在“家庭教育无用”(放任)和“家
庭教育过度”(控制)的现象。这两种现象
可能出现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里。在农村地
区，不少家长认为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直
接交给老师就行了，自己既不懂教育，还
需要在外地打工，教和不教一个样。这里
的家庭教育过度，主要指孩子的学业学习
安排过度，牺牲了孩子的天性和本该拥有
的自由想象、阅读、沉思、娱乐、社交等
的时间，常出现在一些城市家庭中，这些
家庭对孩子有很高的期待，生怕孩子学业
落后，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课外班，很少
给孩子自由活动的时间。这两种现象对于
孩子的全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都非常有
害。

家庭教育的阶段性和终身性之间缺
少关联。孩子的成长是分阶段的，婴儿
时期、幼儿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
期、中年时期的家庭教育有不同的内容
和方式。同时，不同时期家庭教育之间
也应当具有连续性和方向的一致性。但
是，现在一谈到家庭教育，想到的主要
是孩子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教育，成
年以后的家庭教育很少谈到。家庭教育
的阶段性和终身性之间缺少内在关联。
事实上，作为父母，我们终身履行对孩
子的教育责任，而且要随着孩子成长的
不同阶段而有所变化。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看清家教问题
再谈家校合作

石中英

家教主张家教主张
我从 1978 年开始从事学前

教育研究，在 40 年的一线教育
研究和实践中，我发现真正能够
左右孩子成长的不是学校，不是
教育机构，而是家庭。家庭中，
父母的自身行为以及对孩子的养
育方式，会形成深远影响孩子成
长的家风。家风对孩子的潜在影
响力是巨大的，可以说，家风什
么样，孩子就什么样。

如今，许多家庭把教养孩子
当成一个重大课题，一个战略性
问题。家庭赋予孩子的应该是血
缘亲情的一种表达，是让孩子体
会到与家人之间密不可分、相互
信赖的亲密关系。可现在的家庭
教育，却充满了功利化、目标
化，甚至被量化了。

重新找回“家味儿”

由于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
大部分孩子都被困在残酷的竞争
大军中，你争我夺。因此，家就
变成了孩子从学校回来后的第二
课堂，“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已
成为家长的定式思维，来自群体
的压力也让不少原本淡定的家长
慌张起来，不得不跟着“大潮”
逼孩子一路比拼。

有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一个看起来温和可爱的小姑娘曾
经恨恨地跟我说：“特别希望自
己的家里着大火，因为这样就可
以把钢琴烧掉，妈妈就再也不会
用毛衣针扎着让我练琴了，我就
可以逃走了。”

小姑娘的诉说让人又惊又
急，惊的是孩子对钢琴、对家人
如此地痛恨，可父母却毫无察
觉；急的是如此的家庭环境怎么
能让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其
实，一个人对家的眷恋，是因为
家就是一个温暖放松的港湾。当
一个孩子对家或者家人有完全的
信赖时，教育结果也会非常理
想。可太多的家庭“变质”了，非但没有让孩子感受到安全和
幸福，反而充满了焦虑、不安、无奈以及对未来的恐惧。当家
应有的亲密关系被毁损，当家失去了幸福小窝这种本质的定位
时，家的味道就变了，良好的家风熏陶也就没了基石，这是非
常可怕的现象。

想教育好孩子，想让孩子幸福，想用优秀的家风影响孩
子，为孩子注入成长的力量，父母应该卸下那些捆绑在家庭上
的沉重、功利的东西，保持平和的心态，对抗浮躁的风气。必
须让家庭回归家的本质，让孩子回归到正常的家庭关系中，让
家有家味儿。

家风传承需要落地

我们常说的个人素养，包括一个人的人格魅力、性格等，
都是受家风影响的。但提到家风，人们容易把它看成是一件遥
不可及的事，好像只有大家族才有，或者是一定要有正规记录
的家训。家风其实就落在每个家庭的实际生活中，存在于家人
之间的关系中，是家庭的一种文化符号。

我家从爷爷那辈起就是老北京。印象里，老北京人的文
化、规矩比较多，比如吃饭只能吃靠近自己的盘子里的食物，
吃东西时不能吧嗒嘴，老人不动筷孩子不许吃，等等。自己小
时候回家，每次叫门时都会先叫声“妈妈”，再说“请给我开
下门”。那时有些同学就特别不理解，怎么开个门还得先叫声
妈妈。这就是家里沿袭的规矩，家人一直都这么做。可见，家
风看不见，却是非常实在的传承。绝不是口头说说，而是每位
家庭成员都脚踏实地地去做，才能形成真正的优秀家风传承。

在这个时代，需要经常审视那些在家庭中传承已久的家
风，看看哪些优秀的家风丢失了，需要寻找回来；而又有哪些
家风可能不适应这个时代了，则需要抛弃。也就是说，家风传
承也要与时俱进。

每个家庭的优秀家风不太一样，有些人家的家风是刻苦学
习，有些人家的家风是崇尚善良，这些都没有对错，都是一个
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强大基因，不用刻意改变，只要让它与孩
子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就是优秀家风在落地生根。

父母真实地做最好的自己

既然和谐的家庭关系是优秀家风传承的基础、前提和条
件，那么父母就一定不能和孩子处于一种对立状态，甚至处于
绑架与被绑架的关系中，不能出现“我出钱让你念书，你就必
须考进名校回报我”“我没实现的理想，你必须替我实现”等
这种附佣、对立的关系。

优秀家风传承的起点，以及教育的起点都在父母，而不是
孩子。想让孩子优秀，父母应该以真实的面貌、成长的姿态站
在孩子面前，先让自己变得更好。我有一次打车时遇到一位司
机朋友，我们聊起教育孩子的话题。司机朋友说他家孩子不爱
读书，为了让孩子读书，他只得拿本书装模作样地坐在那里装
相。我觉得这位司机爸爸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
这点值得肯定，但是在做法上如果稍微做些调整效果会更好，
比如可以真的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读一读，而不是假装读，
哪怕从小说、插画多的书读起。

其实孩子都既聪明又敏感，父母是戴着面具和自己演戏，
还是呈现出了真实的状态，他们一看便知。如果真的想用自己
的行为影响孩子，不如从骨子里改变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好，
给孩子做好榜样。

优秀家风对孩子的影响，一定是从家庭核心成员开始的。
身为父母，不要包装自己，不要戴着面具生活，需要由内而外
地真正改变自己，才能对孩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本身已
经起到了最好的榜样作用。家风是家庭成员之间灵魂的交流与
传递，父母积极、向上、乐观、好学的生活态度，就是将优秀
家风传承给孩子的最佳起点。

（作者系原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早期教育研究所所长，北
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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