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中国家庭教育十大热点
本报记者 杨咏梅

从岁首到年终，2018年家庭教育大事不断。
政策层面，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国家最高领

导人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对教育部门支持服务家庭
教育工作提出了新责任、新要求；教育部出台文件
严禁幼儿园教育“小学化”，为学龄前幼儿健康成长
提供政策保障；在家庭教育立法呼声日高的背景
下，继重庆、贵州之后，山西、江西相继推出家庭教
育促进条例；湖南出台文件认定 5 种“校闹”行为属

于违法，为教师依法执教、平安执教助力。
学术层面，北京师范大学发布全国家庭教育

状况调查，“有温暖的家”是学生心中“人生最重
要的事”；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学
术年会倡议新时代新家风，指出家风建设对社会
和谐与民族复兴具有根基意义；两岸家庭教育学
者热议隔代教养利弊，认为祖辈教养的确是很多
家庭的刚需，但父母是教养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更

是铁律；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四省
一市成立长三角家校合作研究与指导联盟，共建
家校合作的教育环岛。

社会层面，心梗、脑梗、骨折等“陪写作业
综合征”刷屏朋友圈，学生“减负”家长反倒

“增负”值得教育部门关注，家长如何科学理智陪
伴孩子成长需要学习；“湖南12岁男孩弑母”震惊
社会，如何避免悲剧值得反思。

9 月 10 日是我国第三十四个
教师节，全国教育大会 10 日在北
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
并指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
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
会都有责任。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
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
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教育、妇
联等部门要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支持
服务家庭教育。全社会要担负起青
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为学校办学安全托底，解决
学校后顾之忧，维护老师和学校应
有的尊严，保护学生生命安全。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将德
智体美劳作为培养人的目标，强调
家庭教育四个“第一”的重要价
值，将“教育”放在“统筹协调社
会资源支持服务家庭教育”之首，
对教育部门支持服务家庭教育工作
提出了新责任、新要求。

全国教育大会
赋予教育部门

推动家庭教育新责任
7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幼儿

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坚决禁止幼儿园提前教授汉语拼音、
识字、计算、英语等小学课程内容，小
学在招生入学中面向幼儿园组织测
试等行为的，将视具体情节追究校长
和有关教师的责任。

通知明确了 5 项治理任务：严禁
教授小学课程内容、纠正“小学化”教
育方式、整治“小学化”教育环境、解
决教师资质能力不合格问题、小学坚
持零起点教学。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明确
规定“儿童有权享有休息和闲暇，从
事与儿童年龄相宜的游戏和娱乐活
动”。长期以来，很多家长和老师忽
略儿童游戏的价值，不知道休闲娱乐
玩耍是孩子成长的必需，是儿童的权
利。上学前玩得充分的孩子，后来的
学习能力、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学习
效率都提升得很快。德国《基本法》

（即宪法）明确禁止设立先修学校，因
为他们认为孩子上小学前唯一的任
务就是快乐成长，知识教育不符合孩
子的天性，违背了孩子的
成长规律。

教育部出台文件
严禁幼儿园“小学化”

3 月 31 日《湖南省学校学生人身
伤害事故预防和处理条例（修订案）》
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表决通过。条例明确，学生人身伤害
事故发生后，任何单位和个人采用以
下 5 种方式表达意见和要求都将视
为违法：1. 侮辱、威胁、恐吓、故意伤
害教职工、学生或者非法限制教职
工、学生人身自由；2. 在学校等公共
场所停尸；3. 围堵学校或者进入学校
扰乱教育教学活动；4. 侵占、毁损学
校房屋、设施设备；5. 蓄意进行不实
宣传报道或者制造、散布谣言。

条例明确 4 种情况学校可以免
责：1. 因学校以外的第三方侵害造
成 的 ； 2. 学 生 自 杀 、 自 伤 、 走 失
的；3. 因学生特异体质、特定疾病
或者异常心理状况，学生、学生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告知学校且学
校无法预见的；4. 在对抗性或者具
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意外发
生的。

条例还明确中小学校、中等职业
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校园欺凌预防
和处理制度，建立校园欺凌事件应急
处置预案。8岁以下学生幼儿应建立
上下学接送交接制度。

如何处理学生人身伤害事故，
一直是家校双方深感困惑的棘手问
题。此条例一出，广大老师纷纷表
示“松了一口气”。

湖南认定5种
“校闹”行为违法

9 月 26 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发布

《全 国 家 庭 教 育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2018）》。这份在全国 31 个省份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取325个区县的
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和班主任的调查
显示，学生视“父母”为最崇拜的人
生榜样，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

“有温暖的家”，部分家长离孩子眼中
的“好父母”还有一段距离：言传身
教不完全一致，过度关注孩子的学
习，忽视孩子内心真正的诉求。

调查报告显示，家长最关注孩子
的学习，高于对道德品质、日常行为
习惯、兴趣爱好或特长、心理状况的
关注，但对孩子学习生活的参与程度
并不与关注度成正比，有三成四年级
学生、近五成八年级学生表示家长较
少卷入自己的学习生活。

对学习的过度关注和对孩子兴趣
爱好的关心不足，导致部分家长不尊
重孩子，两成多家庭几乎没有亲子沟
通。这种情况到八年级更加明显。青
春期的孩子更希望家长关注自己的内
心，家长应该更重视亲子沟通。但现
实却相反，八年级家长几乎每天花时
间和孩子谈心的比例相比于四年级下
降了 14.5%。这一错位是导致青春期
亲子冲突增加、亲子亲密性下降的一
个重要原因。

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班主任表示
家校沟通存在困难，部分家长认为教
育孩子全是学校的责任，仅两成家长
与班主任谈论家庭教育，可见家校共
育指导服务亟待完善和拓展。

北师大发布
全国家庭教育调查

10 月 27 日，中国教育学会于
苏 州 举 办 2018 家 庭 教 育 学 术 年
会，发布 《中美日韩网络时代亲
子关系对比研究报告》 和 《北上
广青少年性意识性行为调查》。与
会专家围绕“新时代新家风”这
一主题，指出家风建设在社会和
谐与民族复兴中具有根基意义，
优化家庭精神环境需要价值重塑
和文化自信，新家风建设践行的
主体是父母、践行的方式是融入
家庭教育全过程。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作风、风
气、风格与传统，是长期培育形
成的一种价值取向、性格特征和
文化氛围”“家风是一种隐形的、
巨大的、综合性的教育力量”“家
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
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家风是一
种文化基因，是一种精神的信仰，
是家庭发展生生不息的动力”。如
何树雅正家风、育时代新人，成为
每一个家庭的独特课题。

中教家委学术年会
倡议新时代新家风

6

9月15日，中国教育学会和台湾
嘉义大学在青岛举行第十九届海峡两
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两岸专家学
者从不同角度深度研讨“家庭教育中
的祖辈参与”，认为祖辈教养的确是
很多家庭的刚需，但父母是教养孩子
的第一责任人更是铁律。

针对祖辈对子女家庭的强势介
入，提供有效帮助的同时也带来突出
矛盾的现状，专家建议要理性认识祖
辈教养的利弊，厘清两代人的责任边
界，呼吁社会提供专业支持、赋予祖
辈能量，学校要帮助留守儿童家庭构
建“不在一起的共同生活”，保持留
守儿童成长的真实动力系统。会上，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委会发布 6
城市家庭教养中的祖辈参与状况调
查，指出“父辈为主、祖辈为辅的教
养方式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

两岸家庭教育学者
热议隔代教养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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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上海教育科学研究
院在上海举办首届长三角家校合作高
峰论坛，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江西等四省一市的 22 个家校合
作研究与指导机构宣布成立“长三角
家校合作研究与指导联盟”，将秉持

“共建、共研、共享、共赢”的发展
宗旨，共同推动长三角各地区家校合
作的发展。

长三角家校合作研究与指导联盟
将构建家庭自觉、部门协同、专业依
托、区域重塑、学生中心的家校合作
格局，努力形成上有政府支持、中有
教育局行政主推和业务指导、下有学
校充分利用和发挥家长及社会资源的
教育环岛。

长三角家校合作
研究与指导联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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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

飞狗跳。”这个经典梗今年有了新版
本。秋季开学不久，10 月的朋友圈先
曝出两份“陪孩子写作业，大人急到送
医院”的特殊“病历”，某五年级家
长陪孩子写作业，急到心梗住院做两
个支架。11 月，南京一位 33 岁妈妈
被孩子写作业“太磨叽”气到“脑梗塞”
住院。不少家长在两篇文章下评论说

“深感同情”“找到了组织”。
还有爸爸辅导11岁儿子写作业被

气到咬伤儿子、一年级女娃的父亲陪孩
子写作业时捶桌子捶到右手骨折，甚至
有家长开始在朋友圈“抛售”孩子：不要
房不要车，礼金嫁妆全都送！只求“亲
家”现在就来辅导孩子作业，把未来的
儿媳领走！

种种“陪写作业综合征”的诱
因，固然有作业过多、过难的客观现
实，也与家长期望太高、耐心不够，
用大人的节奏去要求孩子等家庭教
育失误有关。陪写作业的重点应该
是引导孩子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学
生“减负”不该给家长“增负”，学
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给家长提供更
多支持。

“陪写作业综合征”
刷屏朋友圈

12 月 2 日，湖南省某镇一名 12
岁的男孩小吴，因不满母亲管束自己
抽烟，持刀将母亲砍了 20 多刀，残
忍杀害。事后，小吴将菜刀扔到鱼塘
里，换下有血迹的衣服，淡定地和两
岁的弟弟在一起，还假借母亲的名义
向班主任请假。因小吴不满 14 岁，
没有被拘留。

一个 12 岁的儿童置亲情和伦理
于不顾，残忍杀害亲生母亲，之后也
没有任何难过或悔罪的表现，甚至还
认为“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
妈”“我就是恨她”。

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引发社会热
议和反思，有人认为国家立法应当调
整对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相关规
定，有人指出他有反社会人格。从家
庭教育的角度，我们注意到“吴某从
小由爷爷奶奶带大”“他母亲是这两
年回老家生二儿子才开始带他”“这
孩子习惯不好，喜欢偷别人钱物”

“他经常找他妈妈要钱”“不高兴就打
他妈妈”“他平时不怎么爱和别人交
流，比较沉默”等细节。悲剧如何避
免？就从父母依法履行监护人职责开
始，从自己抚养孩子开始。

“湖南12岁男孩弑母孩弑母””
震惊社会

1 2 3 4 5

9 10

5 月 31 日，《山西省家庭教育促
进条例》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定于今年9月1
日起施行。

山西省 18 岁以下儿童有 900 万，
其中 14 岁以下留守、流动儿童有 67
万。条例规定，家庭是实施家庭教育
的主体，父母不能与未成年子女共同
生活时也应当履行监护人的义务；学
校应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工作计
划，成立家长委员会和家长学校，每年
至少开展两次家庭教育实践活动。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将家庭教育发展规划纳入本级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城乡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并将家庭教育事
业发展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9 月 30 日，江西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西省
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定于 12 月 1 日
起正式施行。条例将江西地方特色文
化写入家庭教育内容，确定每年 5 月
的第四周为江西省家庭教育宣传周。

在政府推动上，《条例》明确了财
政经费统筹保障，确立了议事协调机
构，明确了政府主导下的多部门共同
参与的联动机制，强化了家风家教场

所建设，加大了政府购
买公共服务力度，强
化了建立家庭教育培
训制度，明确了政府

有关部门对从事家庭
教育服务机构的管理。

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
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缺失是江

西省要面对的重点问题，《条例》明
确了监护人的家庭教育责任，细化了
监护人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具体要求，
强调了政府及有关部门应重点向父母
未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提供
家庭教育的帮助和指导。但《条例》通
篇没有出现“留守儿童”这 4 个字，用
的是“未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未成年
人”，主要是不给留守儿童贴“标签”。

迄今，全国已有重庆市、贵州
省、山西省和江西省等4个省市推出
了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规。

山西、江西推出
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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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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发布

《警惕少儿生活方式隐患》
1月11日

《儿童参与：家庭分层新坐标》
1月21日

《高质量陪伴从亲子共读开始》
1月21日

《解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规范”》
4月12日

《北上广青少年性健康最新调查》
7月12日

《网络时代呼唤亲密有间的亲子关
系》 11月1日

《财商“余额不足” 人生难以“赢
利”》 12月13日

《谁是00后心目中最崇拜的偶像》
12月27日

家校合作

《家校合作怎样才能“刚刚好”》
2月4日

《家校合作中教师面临胜任力挑战》
3月8日

《家校合作不是少数人的游戏》
3月15日

《家校合作的责任与边界》
3月19日

《领跑学校：学校成功的秘密》
3月22日

《家校共育有四大特征》
4月12日

《家校合作共育 创造美好生活》
5月10日

《家校合作亟待启动深耕模式》
10月25日

《建设有格局的家委会》
11月15日

《家校活动期待高质量真合作》
11月22日

《面向家长的讲座有5条基本策略》
12月6日

重磅报道

“母亲节特刊” 5月10日
“青春期特刊” 5月31日
“父亲节特刊” 6月14日
“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特刊”

9月27日

周刊年度重点报道

重要论坛

《美好生活需要更好的家庭教育》
5月10日

《未来哪些孩子不会输给人工智能》
5月17日

《故事里藏着成长的金钥匙》
6月7日

《长三角家校合作“先”在哪里》
6月14日

《“半学习”状态需要“慢教育”
心态》 9月13日

《祖辈教养是刚需？父母责任是铁
律！》 9月20日

《好风凭借力 如水润万家》
11月1日

《做父母需要职业精神》
11月29日

《偏离靶心的家庭教育有三“替”》
12月6日

优秀案例

《深圳翠北实验小学：父母夜校开
启幸福家庭教育》 3月8日

《清华附小：保护好信息泄露的
“高危人群”》 3月29日
《重庆永川区兴龙湖小学：我们的
家长有三重角色》 5月24日

《重庆永川区：给孩子积财不如陪
孩子成才》 6月7日

《山东德州：“妈妈班”协作互助共
成长》 6月28日

《浙江象山石浦小学：发挥教育议
事会的柔韧力道》 7月5日

《上海静安区：第三方助力家校同
向而行》 7月12日

《浙江安吉：守护安吉家庭教育的
绿水青山》 8月30日

《扬州邗江区：新家庭教育实验打
破家校壁垒》 10月11日

《山东博兴一小：家校合作有密码》
10月18日

《南京西善桥街道办起“向善家长
学校”》 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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