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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治家有道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

当前家庭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

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和方式已不

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求。反观

现今的家庭教育，部分家长还存

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父母的家庭教育主体

意识淡薄，存在“不重教”的问

题。一部分父母认为家庭是生活

的场所，不承担教育的职能职责，

当孩子一出现教育方面的问题就

把责任推给学校。加之迫于生

活、工作等方面的压力，一些父母

为了生活疲于奔波，隔代教育和

“代理家长”更是当代家庭教育的

一种畸变现象。

其次，按惯有的经验“自嗨

式”教育，存在“不会教”的问题。

一部分父母不注重更新教育观念

和理念，不注重与学校教育和社

会变革的新需求同向同行，“我都

是为你好”“小孩子懂什么”等陈

腐家庭教育观念根深蒂固。更有

甚者，当孩子做出有悖于自己意

愿的事时，就会遭受皮肉之苦，严

重扭曲孩子的个性成长，影响孩

子的心理健康，致使家庭悲剧时

有发生。

再次，过度溺爱的“放羊式”

散养，存在“不能教”的问题。随

着物质条件的日渐丰腴，一部分

父母对孩子百依百顺，盲目满足

孩子的物质需求，甚至出现当孩

子取得优异成绩时给予金钱奖励

的情况，加剧孩子价值观功利性

的形成；一些父母纵容孩子的错

误，不能很好地引导孩子正确认

识和评价自己，使得孩子在错误

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不能自

拔。……上述过度溺爱的教育方

式，导致孩子缺乏感恩之心、吃苦

耐劳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同时，只看考试成绩的“唯分

式”教育，“重智轻德”的问题也较

为突出。一部分父母“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心理过于迫切，花

大力气对孩子进行“智力投资”，

“鸡娃”心态希望孩子在考试的博

弈中取得高分，只是注重孩子的

学习成绩，不注重孩子的道德形

成，近年来频发的校园欺凌、暴力

事件等现象，或多或少都是孩子

的家庭教育上有所偏轨。调查显

示“家庭教育不当”“不良交友”

“法制观念淡漠”“学校教育的缺

陷”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

原因，其中家庭因素所占比例最

高，达到16.9%。

本次“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

台，就是以专门立法的方式规定

了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内容和

方式，表明了家庭教育应有的本

质与特性，明确了家庭教育的应

有的样态，重点解决“养而不教、

教而不当”的问题。接下来，家长

应从哪些方面着手，让家庭教育

回归家庭本位，回归教育本位，回

归儿童本位？

在“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七

条中，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

理、智力发展状况，明确了九种方

式，涵盖了陪伴、榜样、发现、尊

重、共同成长等方面的内容。

如何落实？首要的就是要让

教育回归到家庭这一物理场域。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庭

不仅仅是孩子成长的物理空间，

更是孩子成长的心灵空间、精神

空间、受教育空间，这一“空间”时

时刻刻都在对孩子发生着潜移默

化的浸润和影响，是孩子接受教

育的日常。做父母的，要为孩子

营造一个轻松、健康、积极、平等、

融洽的教育环境。亲自养育，加

强亲子陪伴，不但要注重孩子饮

食起居的物质满足，给予孩子营

养膳食，强健体魄，更要建立有效

的陪伴、有质量的陪伴。这种陪

伴不一定要时时刻刻“守”着孩

子、“看”着孩子，甚至无休无止地

说教、絮絮叨叨，而是要真正走进

孩子的心灵，了解他们、理解他

们，呵护他们心灵的成长。做父

母的要善于成为一个清醒的“旁

观者”，相机而教，既要言传更要

身教，切忌与孩子发生“对战”，甚

至“冷战”，尊重孩子表达的权利，

多蹲下来与他们交心谈心，有效

交流，共同成长。

另一方面，父母要回归教育

本位，回归儿童本位。教育是一

个过程，每一个孩子都充满了个

性化，要尊重孩子的差异，善于发

现孩子的闪光点、成长点，根据孩

子的年龄和个性特点进行科学引

导。有的时候，当我们感觉到孩

子“不乖”了，要冷静分析，到底是

身体方面的原因，还是主观原因

抑或客观原因，是我们的教育方

式不对，还是操之过急。做父母

的，需要用孩子的眼光看孩子，用

孩子的思维想孩子，用孩子的方

式爱孩子，以“他者”思维研判教

育孩子。既要理解、尊重和鼓励

孩子，更要严慈相济，关心爱护而

不失严格要求。同时，处于信息

化时代的父母也要不断学习，更

新观念，与孩子共同成长。只有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天向

上，只有父母的教育充满阳光，孩

子才能向着太阳生长。

家庭教育立法，家长如何依法带娃？

10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

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2年1月1日开始施

行。为家庭教育专门立法，将传统的家庭教育由过去传统的“家事”上升为新时代

的重要“国事”。作为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的专门立法，其旨归就是要让家长

能够更好地依法带娃，解决家长“为何教”“教什么”“怎么教”的困惑，同时也提醒家

长——一旦违反相关规定，国家就会出手进行干预。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实施“双减”背景之下，此次“家庭教育促进法”将二审稿中

的“道德品质、知识技能、文化修养、生活习惯”修改为“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

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直接将“知识技能”从家庭教育的概念中排除，增加了“身

体素质”“生活技能”，更进一步厘清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边界，不仅从法律层

面要求家长更新教育观念，更要改变家庭教育行为。立法，代表着国家对家庭教育

的制度性保障，决定了对家庭教育干预的内容、方式和强度。法律框架之下，家长

在家庭教育方面如何才能更为从容和理性？

■ 张筠

家庭教育是建立在自然血缘

纽带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关系，是

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相统一的交

往实践。

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的起点，

在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和

接班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

教育构成了孩子成长的完整系

统，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神圣使命，家庭教育既是“家事”，

更是“国事”。

家庭育儿，首在施教。从家

庭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

家庭是一切社会中最古老的并且

唯一自然的一种形式，家庭的自

然特性在于子女得到持续的照

顾，也在于父母对子女的慈爱。

这种超越了人类社会形态的自然

现象，是父母与子女基于血缘关

系而发生在家庭的内部活动。

《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

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

者，先齐其家。欲治其家者，先修

其身。”“齐家”成为了古代家庭教

育的根本追求。因此，传统意义

上的家庭教育被认为是父母个人

事务，属于典型的私人领域，私法

成为了调整家庭教育关系的主要

法律手段，这种亲权制度更多的

是强调家庭自治，将家庭教育看

作是一种个人的自由，避免对家

庭教育的过度干涉。

这种传统的将家庭教育看作

是个人行为的认知，使家长在家

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导致一

些家长把自己的见解好恶强加于

孩子，甚至用自己的意愿主宰孩

子的命运，结果使得孩子的内心

世界被严重压制和抑郁，孩子缺

乏独立见解和思维品质，更磨灭

了孩子自身的个性特点和创新创

造精神。

无疑，“家庭教育促进法”

作为家庭教育规范实施的制度性

保障，不仅明确了父母“教什

么”“怎么教”，而且明确了对

“教而不当”的干预问题，对引

导亿万家长开展家庭教育走向规

范化、法制化，推动家庭教育健

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教什

么”方面，“家庭教育促进法”

在第三条明文规定了其根本任务

是立德树人，就是要引导孩子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

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由此可见，“家庭教育促进

法”所规定的内容有别于学校教

育的“德智体美劳”，更加突出了

“以德为先”，强调教育未成年人

爱党、爱国、爱人民、爱集体、爱社

会主义，教育孩子要崇德向善，培

养孩子“两德两意识”，即社会公

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

治意识等，这一内容的规定远远

超越了传统的家庭教育，也与学

校教育、社会教育既高度契合，又

各有侧重，构成了孩子成长完整

的教育链条。同时，为了便于家

长容易理解，本次出台的“家庭教

育促进法”第十六条还以举例的

方式列举了家庭教育的内容。

除了告诉家长“怎么教”，“家

庭教育促进法”还明确了“怎么

教”和对“教而不当”的法律干

预。在“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七

条中，规定了父母九种教育方式，

包括加强亲子陪伴、发挥父母双

方的作用、言传身教、尊重差异、

平等交流等。

虽然这些规定并非强制性，

因为孩子在家庭中所受的教育到

底如何，在监管上还存在着一定

的难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长

可以随意带娃。

为增强法律的有效性，真正

将“家事”上升为“国事”，“家庭教

育促进法”明确了国家干预的内

容，第四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

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

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

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据情况对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

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

导。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留守儿

童”和“回流儿童”等特殊群体的

家庭教育，相关部门也应给予系

统多元的专业指导和运用法律手

段规范家长的教育行为，对“想做

而没有条件做”的父母予以支持

和援助。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独木”更

是难以“成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

育、社会教育是一个有机的系统，

只有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一体化

的教育体系，孩子的成长才能成为

一片美好的“森林”。

“家庭教育促进法”在明确家

庭教育责任的同时，也突出强调了

国家支持和社会协同，这在一定程

度上为家庭教育的落地落实建立

了“以家庭教育为主体、以国家支

持和社会协同为辅助”的协作新机

制，这也是对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实

然呼应。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

定，就是为了引导家长为未成年人

创造一个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

与此同时，“家庭教育促进法”也对

政府监管、学校教育提出了要求，

要求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

合，来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也只有

这样，“双减”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其

预期目的。

当然，学校在协同家庭教育上

不成为“看客”，就应主动“出击”，

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专

业优势，指导家长科学开展家庭教

育。比如，通过家长学校，聘请专

业家庭教育指导师对家长进行通

识性的线下培训，亦可通过运用现

代科技手段，开设“线上智慧家长

成长课堂”，专题性对家长进行培

训，转变家长的育儿观念，传授科

学的育儿方法。组织有研发能力

的教师开发针对不同阶段孩子如

何进行家庭教育方面的课程，既注

重普适课程的研究，又要注重特色

课程的研发，既要“配菜”，更要“点

菜”，特别是对于极具个性化的孩

子的家庭教育，可以用“开小灶”的

方式指导其家长协同施教。

此外，在当前家庭教育压力越

来越大的现实语境之下，更需要各

级政府积极指导家庭教育工作，建

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

机制，推动教育行政部门、司法部

门、妇女儿童工作机构等积极组

织、协调、指导、督促家庭教育工

作，既要做到不越位，更要做到不

缺位，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家

庭教育工作。同时，社区也要“动

起来”，充分发挥社区与家庭“最后

一公里”“零距离”的空间优势，通

过专题讲座、送教上门等对家长进

行家庭教育方法和策略的指导，让

所辖区域的家庭教育回归正途，实

现“1+1+1>3”的育人效应。

（作者系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四川省社

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特约研

究员）

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需要从哪儿着手？

家庭教育不仅是“家事”，更是“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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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社协同，
实现“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