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6日 星期四

09
主编：杨咏梅 编辑：黄文 设计：聂磊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52 邮箱:jiatingjiaoyu@edumail.com.cn QQ群：37136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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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主张家教主张

“人机互动”不能替代“人际互动”

偏离靶心的家庭教育有三“替”
本报记者 杨咏梅

11 月 27 日，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在京举办“改革开放 40 年
与我国家庭教育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主题学术年会，研讨
家庭教育在立德树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的重要地位和基础作用。全
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
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家庭教育事业发展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的深刻阐述，化为推进新时代家庭教育工作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
家庭教育的关键是德育，核心内容是培养孩子的好思想好

品格好习惯，要坚持把立德树人落细、落小、落到家庭，贯穿到
家庭教育全过程、各方面。与会专家就此达成共识，同时指出
目前有些家庭教育行为偏离了立德树人的“靶心”，存在“育才
教育”替代“育人教育”、“追求家产”替代“重视家风”、“人机互
动”替代“人际互动”等误区，值得警醒。

1“育才教育”不能替代“育人教育”
“网络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文章，‘几招

把孩子搞定’。教育学、心理学这两个学科
都没有‘搞定’这个概念。”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赵忠心非常反感这样给家长支招，指出
很多家长只关心管教孩子的方式方法，而
不重视自身的修养，“这个问题很严重。”

赵忠心引用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
话说，家庭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
家长的自我修养。家庭教育主要是教育家
长、提升家长，而不是教育孩子。“家长
只知道教育孩子，不知道教育自己，这问
题得改。”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
所长刘秀英也指出，家庭教育自媒体在传
播家庭教育知识时存在很多乱象，“标题
党流行，迎合的就是家长重方法、轻观念
的心态。”

刘秀英列举了很多调查数据，比如家

长期望接受的各项家庭教育指导中，“家
长教育子女的能力和家长教育子女的方
法”排在第一位，为62.8%，而“家长的教育
观念”为17.4%，“家长对子女的教养态度”
为 15.1%。在“2016 年度中国亲子教育现
状调查”中，发现 87%左右的家长承认自
己有过不同程度的教育焦虑，除了“安全和
健康问题”，对孩子学习的担心是导致家长
教育焦虑的最主要因素。

重方法、轻观念的心态和普遍的焦虑
情绪，在中华女子学院党委书记李明舜教
授观察到的家庭教育问题上，体现为家庭
教育理念落后，缺乏教育的大视野，方向
上出现了育才教育替代育人教育的偏差。

“家长过分注重书本、技能教育，过早把
竞争引入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更
多集中在智力投入，而教孩子学会生活、
学会做人明显不够。”

李明舜还从家庭教育立法的角度分析
说：“家庭教育还没有纳入基本公共服务
体系，基础理论研究不够，服务领域乱象
丛生。社会更关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而
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教育关注不够，忽视了
家长的自身成长，家庭教育被窄化为学校
教育的附庸，甚至主要是监督孩子完成学
校的任务。”

“育才教育替代育人教育，还因为家长
对儿童权利的具体内容缺乏了解。”刘秀英
说，调查显示，对我国颁布的有关未成年人
保护的基本法律和文件，“不知道”和只是

“听说过”的家长比例达六成至八成以上，
“认真学过”的不足一成；高达 75%的家长
“没有听说过”《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权利
的具体内容更鲜有家长了解。“50.43%的
家长和孩子谈话最多的主题是关于学习，
家长陪孩子做得最多的事情是‘写作业’”。

2“追求家产”不能替代“注重家风”
与会专家强调，要想把孩子教育好，

首先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生态环
境，家庭的生态环境就是家风。

“社会风气要靠家庭来改造，家庭靠
建立良好的家风来改善。在重利轻义的社
会风气影响下，孩子们的价值取向也受到
了污染。”赵忠心认为，现在社会评价一
个人成功与否就看家产，评价商人的标准
被无限泛化到所有人身上。成年人只知道
家产，不知道家风，孩子们长大的理想不
是当大款就是当明星，扭曲的价值观严重
影响了儿童的追求。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也认
为，市场价值的泛化对家庭教育影响很大，

“市场价值是以成败论英雄、以物化价值论
成败，结果现在全社会都是这种价值观。

今天很多家长都在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我要问的是，你打算让孩子往哪儿跑？
不输在起跑线上，终点在哪里？估计大多
数家长成功的标准就是有钱。”

“尊重家风并不只是中国独有的传
统。”中国儿童中心党委书记丛中笑认
为，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很重视家庭教育和
家风建设，比如英国就有“家庭是一座
城，是所有孩子最初的学校，母亲是他们
最初的老师”的座右铭，布莱尔的“尊重
计划”就是建立一所国家级的家长学院。

“只知家产不知家风，在家庭教育上的
表现之一就是虽然认同德育的重要性，但
并不实施德育行为。”刘秀英发现，在对孩
子的品德培养方面，存在着一些家长认可
作为个体拥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价值，但并

不对孩子进行此方面的培养的现象。调查
发现，在爱国、奉献、诚实、守信、合作、遵纪
守法、公平公正、勤俭节约、奋斗、孝敬父母
等10项品质中，“诚实”排在接受调查的家
长选择的第 3 项，但同时有高达 56.1%的
家长认可“老实人吃亏”这一说法。由此可
以看出“一些家长认为孩子具有诚实的品
质很重要，又觉得拥有这样的道德品质会
损害自身利益，知行是脱节的。”

“家风的建立靠谁？家风的方向取决
于谁？取决于家庭里面辈分最高的人。”赵
忠心认为，家风和社会风气有直接的关
系。“每个人在公共场合的表现，不仅反映
了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反映了他的家风。
比方说有个老太太为了公交车的座位骂年
轻人，我一看就断定她的家风一定不好。”

3
赵忠心提出，家长如果下了班就看手

机，人在孩子身边但心不在孩子身上，这
孩子就是“有爸妈的留守儿童”，就会发
出抗议“手机就是爸爸妈妈的第二胎”

“我们家真正的小宝贝儿是手机”。
陪伴不够、缺乏高质量的陪伴，在刘

秀英看来，都是不尊重儿童权利的表现。
“家长最关注的仍然是受教育权，而忽视
其他方面发展的权利。调查发现，家长经
常陪孩子做的事情排在前三位的是‘和孩
子一起吃饭’‘和孩子聊天’‘陪孩子写作
业’，比例远远高于和孩子一起做家务、
游戏玩耍、锻炼身体、读课外书、旅游、
娱乐、参加公益活动。”

“中小学生全年的闲暇时间有 170
天，但多数家庭文化娱乐活动开展不足，
七成小学生家庭和超过六成初中生家庭仅

‘偶尔’组织旅行、郊游、聚会等共享型
家庭活动。”丛中笑指出，高达45.63%的
小学生家长回家后主要的娱乐活动为“看
电视、玩电脑或手机”，64.79%的初中生

家长在家休息时“看电视”，36.24%是
“玩电脑、手机”。家庭活动中“人机互
动”进一步挤占了亲子间“人际互动”时
间，不仅对亲子关系不利，还会增加孩子
沉迷电子化休闲娱乐活动的风险。

刘秀英认为，家长对儿童休闲娱乐权
和社会发展权的漠视，导致儿童生活被包
办、时间被挤占、生活空间被缩窄。“调
查发现，从亲子沟通的内容来看，90%以
上的父母会和孩子谈论学习问题，有
31.5%的父母从来不和孩子谈论怎么交朋
友，33.6%的父母从来不和孩子谈论自己
的工作，26.3%的父母从来不和孩子谈论
怎么用钱，38.6%的父母从来不和孩子谈
论什么是爱，47.8%的父母从来不和孩子
谈论生命和死亡的问题。”

“不仅这些重要的教育话题被家长忽
视，孩子的基本生活习惯、健康习惯也不
被重视。”刘秀英列出令人唏嘘的两组数
字 ：“2016 年 全 国 人 民 点 了 33 亿 单 外
卖，交易额为 1761.5 亿元；2016 年仅六

成城市少年儿童每天都吃早餐，在路边摊
吃早餐的比例比 2004 增加了 4.8%，一日
三餐都在家吃的比例也在减少。”

“人机互动”挤压“人际互动”，在李
明舜看来，是因为家长不重视教孩子居家
处事的能力。丛中笑则认为家长不了解孩
子从家庭生活获得的经验，其实是知识学
习的重要经验背景和实践准备。对此，东
北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院院长赵刚教授
回应说：“替孩子收拾所有弄乱的东西，
是失败的家长的标志。”

赵刚介绍了日本 2006 年通过的 《教
育基本法》 新增的家庭教育条目——“父
母必须努力让孩子养成生活中必要的习
惯，培育自立能力”。他还引用2007年日
本人三浦展在 《阶层是会遗传的：不要让
你的孩子跌入“下流社会”》 一书中的
话：父母的生活习惯影响孩子的学习成
绩。如果孩子在家庭生活中没有成为“三
好学生”（身体好、性格好、生活习惯
好），就很可能成为学校的“差生”。

没有基础理论的指导，实践将是盲目
的。没有家庭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家庭
教育不仅不能向纵深发展，充分发挥家庭
教育的职能作用，而且在方向上容易出现
偏差。我们这些年对应用理论做了些研
究，也开始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但远远满
足不了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一味追求结果实是无知无畏和幼稚

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反映了社会急功近
利的浮躁情绪。应用研究是针对一个特定
的目标和实际目的进行的，基础研究是探
索事物产生发展规律的。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之间的关系，就是树的根叶和果实之
间的关系。根叶不强壮茂盛，就不会结出
累累硕果。忽略根和叶的价值，一味追求
结果，就是一种无知、无畏和幼稚。只重
视应用研究忽视理论研究，就像是空中楼
阁。基础理论研究尽管不以解决具体问题
为目标，但它的价值不能忽视。

基础理论有根本性、稳定性、普遍
性、宏观性等特点。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使
我们更加深入地思索，看得更透彻，能够
发现事物背后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认识事
物的本质；可以使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
远，视野更加开阔；使我们不仅可以了解
事物的过去、现在，还可以预测未来，掌
握发展趋势；可以使我们心明眼亮、辨明
是非真伪、明确方向、坚定信心、胸有成
竹；可以使我们头脑更清醒，减少盲目
性，减少上当受骗。

研究基础理论就是研究基本规律，即
事物与事物的内部联系。研究家庭教育的
基础理论，不是寻找家庭教育的秘诀，也
不是单纯地总结经验，而是解释内在的联
系。家庭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定跟周
围的事物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而这些
联系就会影响家庭教育的发展，影响家庭
教育的变革。所以我们应该在重视应用研
究的同时，重视基础理论研究。

方法绝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有几个指导思想。
首先要重视研究家庭教育的特殊规律。比
如优秀教师在学校里能把班级管理得很
好，但回家却管不了自己的孩子；有的企
业家管得了一个大企业，自己孩子却不听
他的话⋯⋯这就告诉我们，家庭教育有区
别于其他教育的特殊规律。

我们要探讨家庭教育究竟是一种什么
样的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有什么不同，研究家庭教育的
性质、本质、产生、发展、预测未来等。没有规律做基础，只是
用方法绝招来迎合家长，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要运用多学科知识参与家庭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家庭教育看
起来简单，实际上是立体的、复合的、有多重属性的复杂过程。
无论哪个学科都不可能包办家庭教育，它涉及教育学、心理学、
伦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哲学、婚姻家庭理论等。不
同的历史阶段家庭教育具有不同的特点，所以研究家庭教育也要
运用历史学的理论。

我们要研究家庭教育的发展变化，研究变化中的家庭教育，
即坚持动态研究。中国家庭的转变是从近代开始的，由传统家庭
到现代家庭，家庭教育出现了很多新的方式方法，但是理念变化
并不大。家庭教育是一种文化，方式方法是一种浅文化。教育的
指导思想、理念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它的特点是惯性很强，所
依赖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但它还会坚持很长时间。如
何推动家庭教育理念的转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要多看看家庭教育从传统到近代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
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发生以后给家庭教育带来了哪些新情况、新
问题、新课题，我们必须抓住这些变化。

要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
究相结合，家庭教育现状研究与家庭教育历史研究相结合，中国
家庭教育研究与外国家庭教育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科学普及
相结合，理论探索与实验相结合，专家研究与群众总结经验相结
合，调动一切积极力量，进行多种研究。

注重家庭教育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个是要研究社会。因为家庭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变革会通过多种途径渗透到家庭中。孩子长大后要进
入社会，每个家长要有一种意识，就是“立足家庭，面向社
会”。社会需要孩子具备哪些才能，我们就要培养哪些。所以要
认识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相比有哪些不同。

当代市场经济社会具有以下特征：开放的社会，要培养孩子
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学会交往、学会合作、学会共处等；充满
竞争的社会，优胜劣汰是普遍现象，要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和竞
争能力；知识经济社会，要提高孩子的科学文化素养；充满勃勃
生机的社会，要培养孩子的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法治社会，要
培养孩子的法治观念，只有学法、知法、守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
由；高度文明的社会，要培养孩子的道德素质。

另外，要注重研究家庭教育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首先是
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虽然现在放开二孩，但是只生一个孩子的
大有人在。中国的独生子女出现的背景和西方不一样，西方国家
在一百年前就大量出现独生子女，因为工业化比较早，生活水平
比较高，个人丧失劳动能力后没有后顾之忧，所以生孩子就少。
科技发展后，对劳动力的数量被对劳动力的质量要求所替代。

其次是社会信息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过去孩子需向家长、
老师学习。信息化打破了成人垄断话语权的局面，孩子可以通过
网络接触到很多知识，家长要学会随时调整与孩子的关系。

再其次是闲暇教育或休闲教育。国外已经把休闲学作为一门
学问，我们的休闲教育目前发展得还不好。孩子上学是一种发
展，休闲是另一种发展，两种发展缺一不可。现在中小学生每年
的寒暑假及各种假长达170天，让孩子学会科学、道德、文明地
休闲，第一责任人就是家长。

最后是家庭不稳定的问题。家庭不稳定对孩子的伤害非常
大。成人虽然也会受伤害，但成人具有心理承受能力，而且有一
定的心理准备，孩子既没有承受能力也没有心理准备。我们要研
究如何减少对孩子的伤害。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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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心

近年来，全国妇联发布的“十三
五”家庭教育发展规划，以及各部委颁
发的相关文件，明确了家庭教育的一些
基本方针：家庭教育是家长的法定责
任；家长在家庭教育中承担主体作用；
家庭教育以提升家长素质为核心、坚持
儿童发展为本的方向；重视家风建设，
坚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家庭教育；家庭教育要坚
持学校、家庭、社会紧密协作的整体格
局。所有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人，
在观念和意识上要不断传播这些理念，
并在工作中要掌握家庭教育的具体实施
原则。西方很重视政治社会化，我们是
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就得培养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政治引领在家
庭教育中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孩子们生
长于开放的中国，他们与外界的接触比
我们想象的多，新时代的家庭教育要有
新内容。

在家庭教育中陪伴很重要。陪伴就
是喜欢并经常与孩子亲近，乐于和孩子
一起解决困难。现在父母陪伴缺失严
重，有些人一味在物质上满足孩子，但
很少陪伴孩子，没有沟通和引导，孩子
容易走上歧途。现在有一个非常突出的
问题，家长不太会鼓励孩子。我们需要
以孩子为本的鼓励，就是依照孩子的程
度制订合理的目标，多鼓励他为达到目
标做的努力。

教孩子干事也是目前家庭教育中非
常缺失的。我认为派活也要派事，即给
孩子一个岗位。我曾告诉一个学生，让
她 3 岁的孩子摆筷子。一次我去她家，
孩子对我说：“奶奶，我在我们家特别
重 要 ， 我 不 摆 筷 子 ， 他 们 都 没 法 吃
饭。”在家里给孩子一个岗位，他会考
虑我怎么做得更好，这样能够让他会干
事、有担当。

以“孩子的规则”思考问题。所谓
孩子的规则，就是不能仅仅用成人的想
法来教育孩子，要研究孩子，了解孩子
的规则以及他们的变化。

家庭中要有明确的规范可循。一些
社区做寻找我们的老家规、老家风的活
动，让孩子们春节去访问自己的长辈，
了解自己的家风、自己家历史上有名的
人物。事实证明，家风、家规是很好的
教育元素。

一个家庭不能缺少相亲相爱的氛
围，一家人经常要有坐在一起表达爱
意、温暖和支持的时间。比如一周里有
几天有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表达温暖、信
任和支持的时间，不用很长，但从日常
生活出发表达关切、爱。如果每周家里
都有这样的活动，孩子长大后肯定是温
暖的。

正确的教养方式、做民主型的父母
很重要。美国家庭教育专家提出权威
型、放任型、溺爱型、民主型这四种类
型的教养方式，它适用于世界范围内各
种制度下的家庭。权威型父母，苛求、
体罚孩子，孩子长大后胆子小、神经
质，但充满暴力倾向。放任型父母很少
管教孩子。很多干部的孩子处于放任状
态。我的一个学生的父亲是某省会城市
的人大主任，他说：“我是留守儿童。
我 11 岁时父亲去援藏，等他回来我都
20 岁了，这么多年我没见过他几回。”
有些家长虽然事业成功，但对孩子关爱
很少。家长对孩子放任不管，一方面导
致孩子任性、无法无天，另一方面他们
特别渴望得到情感，依赖性很强，到了
青春期，只要有坏的团伙勾引，给他一
点儿温暖就会跟着走。溺爱型父母，实
际上就是家里面没有规则，使得孩子没
有规则意识，到了社会上经常碰壁。民
主型父母，给孩子充分表达的权利。在
这种民主氛围下，能培养出有爱心、自
尊、自主、自立的人。

我们可以在学校倡导一项活动，把
这几种类型父母的方式和行为表现列出
来做成量表，让每个家庭自评并交流体
会，然后制订建设民主家庭的计划，父
母和孩子共同参与，共同推进。这项活
动对家庭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做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首先要有智
慧。这是一件有难度的事，因为改变家
长的观念、提高他们的素养并非易事，
而且中国家庭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很
大，所以要有智慧。同时要有善心，我
们做的是造福儿童、造福中华民族、造
福国家发展的善事，所以要有一种良善
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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