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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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是人生三大教育支

柱之一，而且是学校教育和社会

教育的基础。家庭是人生的第一

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家庭教育是人的一生受影响

最大的教育，也是人生的终身教

育，家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往往

影响着社会教育的环境生态。良

好的家庭教育能促进学校教育的

优质发展，也能促进社会教育的

改革提升。

家庭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

系中极为重要，具有不可替代的

地位和作用，关系到每个家庭的

兴衰，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

来。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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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此次《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

布与实施，对提高家庭教育质量，

改善教育环境，回归教育本真具

有划时代的现实与历史意义。

事实上，目前教育内卷的现

状主要来自于家庭教育的偏差与

缺失，家长把目光全盯在孩子的

学习成绩上，为了提高孩子的学

习成绩不计一切代价，家庭教育

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种唯分数论

的家庭教育理念，也促进了一些

学校对升学率的过度重视，过重

的学习压力扭曲了学生的心理，

过重的学业负担压垮了学生的体

质，使教育发展的车轮偏离了时

代的轨道。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将

促进教育优质发展。

一方面，《家庭教育促进法》

明确了家庭教育的地位和责任。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四条规

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

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

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

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

任，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

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和

习惯。父母对孩子进行教育不是

可有可无的事，而是父母必须要

履行的责任。现在“熊孩子”增

多，多数是由于父母不管不教所

造成的，也有父母及家庭成员对

孩子的负面因素影响所致。《家庭

教育促进法》中明确了父母的家

庭教育主体责任，要注重在孩子

行为的养成、良好习惯的培养等

方面实施教育，这就意味着对“熊

孩子”，父母必须要实施家庭教

育，父母对孩子不管不教就是违

法行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家庭教育的立法，使家庭教

育的目的与任务得到明确，使家

庭教育回归正道，帮孩子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

另一方面，《家庭教育促进

法》的颁布将有助于“双减”政策

的贯彻实施。“双减”是新时期教

育发展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扭转

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不良现状的重

大举措，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的实际行动。“双减”的实施有

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体质提

高，也有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以

及个性与特长的发展，更有利于

当前教育环境的优化。要让“双

减”政策真正落地生根，需要家长

转变教育观念，与学校、社会积极

配合。《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

家庭教育的任务，在育人上下功

夫，为孩子的人生奠基，这为广大

家长指明了教育的方向，通过对

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帮助家长

转变教育观念，解决家庭教育短

视化的不良倾向，从追求孩子的

学习成绩转变到关心孩子的全面

发展、终身发展上来。《家庭教育

促进法》会逐步消除家长功利化

的家庭教育现状，消除校内减负、

校外增负的乱象，促进家庭教育

质量的提升。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是

时代的需要，也是教育与时俱进

发展的需要，相信它的实施将促

使家庭、学校与社会形成共育合

力，促进“双减”政策的长远实施，

促进“五育并举”，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给新时期的教育发展

赋予新能量。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年一月起施行——

“家事”亦“国事”带娃有依据
■ 记者 梁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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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陪而不伴”

高质量的陪伴不只是朝夕相对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中，

家庭教育居首。然而近年来，“问

题儿童”折射出中国家庭教育中的

诸多漏洞，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

视，“家庭教育”成为教育领域的关

键词之一。

10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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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将于2022年 1月 1日起

施行，也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

行专门立法。为何家庭教育需要

立法？什么才是高质量的陪伴？

家长如何平衡工作和带娃？为此，

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联合四川

广播电视台妇女儿童频道，通过品

牌栏目《金熊猫说教育》，策划了最

新一期访谈主题“你是合格的家长

吗？”《教育导报·家教周刊》特约专

家、国家心理咨询师胡东海，家庭

教育规划和青少年生涯规划研究

者陈筱之，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王

广学受邀作客演播间，深入探讨新

时代家庭教育的相关话题。

《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

压实家长育人
“主体责任”

在家庭教育中，不同的主体

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家庭负责

实施，学校、政府和社会负责提

供指导、支持和服务，公安、司法

机关必要时进行干预。可以说，

《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按照这

一思路，全面、准确、科学地体现

了家庭教育的实施逻辑。

《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以

后，众多家长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有的家长认为，家庭教育对

孩子的成长来说非常重要，法律

的施行让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

能各司其职，给孩子更好、更全

面的教育；有的家长则认为，这

又是一项“义务劳动”，家长不仅

得在工作岗位上拼搏，回家了还

得在孩子的教育上拼搏，这给家

长增加了更多负担。

针对家长们的困惑，陈筱之

认为，这次立法，首先，解决了家

庭教育地位的问题，我们要把家

庭教育放在法律高度去认识。

其次，也对家庭教育里监护人的

职责作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告

诉监护人怎样科学地进行家庭

教育。再次，明确了责任，从省

级到县级以及企事业单位、群团

组织等各机构对家庭教育都有

责任，要给予大力支持，这样才

能使家庭教育的实施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我认为立法最重要

的是解决了家庭教育的地位问

题，使家庭教育的地位得到提

高，从‘家事’变成‘国事’。”陈

筱之说。

“家庭教育不仅仅是辅导孩

子的学习，还要帮助孩子塑造良

好品格，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成

长，培养生活能力、提高生活技

能，使孩子终身受益。”胡东海

说。

我们整个社会要避免对孩

子进行单一评价，通过多维度的

评价方式和教育方式，让孩子能

够从容面对升学、社会、人生这

三次大考。“在家庭教育中，健全

的人格培养是十分重要的一个

环节。《家庭教育促进法》让社会

各方都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进而

帮助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王

广学说。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

有其重要意义。值此全党、全国

人民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新征程之际，站在“两个一

百年”的时间交汇点和战略新起

点上，国家把教育事业放在了新

的、更重要的历史定位。

“双减”政策让我们的教育回

归常态，并逐渐走向科学化，同时

也把更多的时间还给了孩子，选

择工作，还是全职带娃？成为越

来越多职场父母不可回避的烦

恼。那么，工作和带娃之间，究竟

该如何平衡呢？

在《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这

本书中，也许给了我们答案，它告

诉我们要给所有的事进行排序，

分清先后主次，让工作和生活能

够有一定的边界和规划。

很多家长为此感到焦虑。胡

东海表示，父母们无需给自己太

大的压力，做一个60分的父母足

矣，对自己要求太高，反而会把这

种焦虑转到孩子的身上。

在孩子关键的成长期，父母

稳定的、高质量的陪伴，是形成安

全感和建立亲子关系最重要的因

素，将来也能有效地缓冲孩子青

春期和父母之间的矛盾冲突。所

以，父母们也不要因为工作而忽

略了陪伴孩子。“良好的亲子关

系，可以让孩子拥有安全感、归属

感和价值感，这会促使孩子健康

成长。”王广学表示。

陈筱之则通过自己教育孩子

的亲身经历，给予广大家长建议：

第一，重视培养孩子的阅读

习惯。即便再忙，家长也要带孩

子去逛一逛图书馆，给孩子创造

阅读的空间和氛围，陪伴孩子进

行亲子阅读。

第二，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家

庭氛围，和孩子平等交流。家长

可以将自己的困惑说给孩子听，

给予孩子足够的空间和决定权。

第三，开展财商教育。家长

要给孩子在家中当“掌柜”的机

会，比如，让孩子支配日常开销，

作出生活规划，从而学会理财、整

合家庭资源。

第四，重视孩子的体育、艺术

教育。身心素质、艺术素养对一

个人的生活态度、创新思维等品

质培养作用无限。比如，家长可

以经常带孩子去逛博物馆、美术

馆等社会文化场馆，拓宽孩子的

眼界。

第五，重视劳动教育。培养

孩子的劳动习惯与生活能力，教

孩子有序、科学地安排家庭生活

环境，培养手脑并用、自理、自立

的孩子。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

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一个优秀

的孩子，离不开方方面面的合力托

举，《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意

味着父母要和孩子一起努力，更意

味着，家庭、学校、社会要朝着同一

个方向发力，共同为孩子营造和谐

向上的成长环境。

平衡工作和养育

最重要的是做好取舍

《2020 儿童观察报告》调研

结果显示：有 48.4%的家长不能

每天挤出固定时间陪伴孩子。

就平均陪伴时长而言，工作日近

七成家长陪伴孩子的时间为1—

3 小时，节假日超过四成的家长

则选择 3—6 小时的“补偿性陪

伴”。

家庭教育的立法让我们进

一步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中

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孙云晓

曾给出做好父母的6个特点，分

别是陪伴、榜样、发现、尊重、支

持、成长。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陪

伴。但就陪伴而言，很多家长要

么是陪伴时间过少，要么是“陪

而不伴”。

陪伴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

为在家庭教育中，这是最基础的

心理支撑。“父母在场的力量很

重要，陪伴孩子有利于增强孩子

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而缺少陪

伴的孩子通常会引发一些心理

问题，例如：焦虑、缺少规则感、

丧失自信心、情绪不稳定等，进

而会导致学业成绩下降等情况

出现。”胡东海说。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叫

做“恒河猴实验”。1959年，科学

家哈洛通过这个实验证明了孩

子成长过程中得到“爱和关注的

陪伴”，对孩子安全感的建立非

常重要。

在这个实验当中，哈洛把刚

刚出生的小猴子放在了一个有奶

水、由铁丝做的铁猴旁边。而在

小猴旁边，有一个温暖柔软的布

猴。他发现，小猴只在饥饿的时

候，才会到冰冷的“铁丝母猴”那

里喝几口奶水，其他时候，它都和

“绒布母猴”呆在一起。

当小猴们受到威胁时，它们

也会跑到“绒布母猴”身边，并紧

紧抱住它。也就是说，“绒布母

猴”会给小猴更多的安全感。

到了最后，心理学家发现这

些单独由“铁丝母猴”抚养长大

的小猴，性格极其孤僻。这一经

典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了爱存在

的重要因素就是陪伴。

那么，怎样才算是高质量的

陪伴呢？王广学认为，最好的陪

伴就是言传身教，在高质量的陪

伴中，用安全感滋养孩子。王广

学说，父母在陪伴孩子的时候，

除了花费一定的时间之外，还应

该俯下身来，从孩子的角度思考

问题，在陪伴的过程中，尽量做

到与孩子平等交流，接受“沟而

不通”，最重要的是给予孩子尊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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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促进法》明年一月起施行——

“家事”亦“国事”带娃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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