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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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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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我国施行《家

庭教育促进法》，结合刚刚实

行的“双减”政策，在“家事”

升格背后，体现了国家对社

会最小单位——家庭，在教

育中的重要角色和担当的关

注。《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

布适逢其时，其中不少亮点

可缓解“双减”政策实施后家

长们的焦虑，也为茫然不知

所措的家长提供了教育转型

期的指引。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问题

向来十分关注，也形成了一

些达成共识的教育观念。以

往的家庭教育是“家事”，在

《论语》《三字经》《孟子》《增

广贤文》等国学经典中，有许

多为我们熟知的金句。

比如，“苟不教，性乃迁；

教之道，贵以专”是强调教育

孩子的重要性和持久性；“香

九龄，能温席”教育孩子懂得

孝敬父母和感恩；“见贤思

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教育

孩子以他人为镜子，正衣冠

知对错……这些教诲的使用

场景和发生场景多以家庭为

中心，孩子是家庭教育中接

受教育需要管教的对象。儒

家文化中关于育人树人里

“修齐治平”的理想，优良文

化和家风的传承，都散落于

这些经典中。

在这些关于家庭教育经

典的劝勉和规训中，藏着中

国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

式，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代中

国人。体现古代圣贤推己及

人、由内而外修养形成君子

之风、君子之礼的理想，成为

了中国人育人的重要依据和

参照。这里面含着对华夏子

孙品质、行为、气质的具体要

求，在各种合乎礼仪的言行

中，修养品格、砥砺精神、克

己自持，但是较少涉及家长

自我教育的内容。

因此，在我看来，刚刚颁

布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与国

学经典中的育儿话语一起，

可以形成一种家庭教育、亲

子教育的互补，形成家庭成员全员教育

的合力，也为推动家庭教育健康发展提

供依据和方向。

这样一来，家庭教育由“家事”变为

“国事”，由一种柔性的约定俗成，或迫于

环境压力的“跟风带娃”，变成了刚性的

有法可依的“依法带娃”。

比如，《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六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

针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

点，以下列内容为指引，开展家庭教育”

中就明确提出六点内容作为方向，意在

指出“双减”政策落地后，有大量时间与

孩子相处的家长在进行家庭教育时，应

该从哪些方面着力。

我简单理解就是家长应教育孩子如

何爱国、爱自己、爱他人。这六点内容字

数不多，但家长如何将这些内容技巧性

地融入不同教育场景中让孩子接受，并

内化为他生命成长中的指引，成为他立

足社会时的核心竞争力，确实需要我们

去学习和反思。

从宏观角度看，国家在现代化的过

程中，必然是发展和困难并存。发展阶

段不同，家庭教育的理念和使命自然不

同，《家庭教育促进法》强调国家、社会、

学校、家庭“协同育娃”的理念，为新时代

背景下培养建设社会主义接班人保驾护

航。

从微观的角度讲，让我们重温苏联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的一句话：每

个教育的瞬间，看到孩子就是看到自己，

教育孩子就是在教育自己。原来，我们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去完善自身的品

格，不正印了那句：爱，是一场自我教育。

家长们，教育孩子先从教育自己开

始吧！

“双减”政策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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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续而来，家庭教育的“依法育儿”时代开启；教育，不唯培训与

补习，也不只着眼于分数和考试，而变得更为多元、宽广。在这样更为自由、更为宽松、更为丰富的教育背景下，和我们家长最息息相关的家庭教育到

底是更难了还是容易了？在养育孩子这件事上，我们如何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着眼于孩子的终身发展？对孩子来说，什么才是真正重要

的，什么才是真正需要我们着力培养的？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新的家庭教育时代，展开新的思考——

我在做家庭教育的分享时，常

常有妈妈问我：“李老师，孩子调皮

管不了，爸爸忙于工作没时间管孩

子，我说的话孩子又不听，你说怎么

办啊？”

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缺失已是

当下普遍现象，而这样的家庭往往

是：孩子特别调皮，心理叛逆，行为失

控；妈妈既要工作，又要承担教育孩

子的重任，身心俱疲，自然对丈夫产

生诸多不满，常常处在抱怨和情绪失

控中；而丈夫多半是忙于工作或以此

为借口，消失在家庭教育中，只有当

孩子行为失控时才突然跳出来，显示

父亲威严，紧急制止，难免简单粗

暴。结果是孩子遭殃，亲子关系受

挫，相互疏远；妻子抱怨管还不如不

管，丈夫委屈，“我不管说我没责任

感，我管又说我这不对那不行”，夫妻

感情跟着受影响。自此，丈夫能躲就

躲，全面放手，跑得远远的。

每每听到这样的情况，我总是

感到惋惜，惋惜父亲们看不到自己

在家庭教育中的价值，在孩子成长

过程中的重要职责和作用，而这一

切都是有时效性的，一旦错过很难

弥补；我也会感到难过，难过在家庭

教育中，因父亲的缺位让孩子们感

到被抛弃、被忽视，认为自己不够

好，认为自己是负担，是累赘，是父

母争吵、抱怨，家庭不和的根源。

可喜的是，这样的情况将会得到

好转，因为我们将迎来关于家庭教育的

第一部法律——《家庭教育促进法》。

法律中明确规定了，父亲参与

到家庭教育中成为法定义务，更是

明确了家庭教育的要求和内容，贴

心地给出了九个方面的具体方法。

所以，妈妈们再也不用发愁了，

爸爸们要是不参与，请拿起法律的

武器——爸爸必须参与；如果他们

说不知道教什么，请让他们学习法

律条文第十六条——身体上、心理

上、品格上、习惯上都有指导；如果

他们说不知道怎么教，请让他们学

习法律条文第十七条——亲自养

育，加强亲子陪伴；共同参与，发挥

父母双方的作用；相机而教，寓教于

日常生活之中；潜移默化，言传与身

教相结合；严慈相济，关心爱护与严

格要求并重；尊重差异，根据年龄和

个性特点进行科学引导；平等交流，

予以尊重、理解和鼓励；相互促进，

父母与子女共同成长……如果觉得

这还不够，放心，政府、学校、社区、

家长学校等多个相关部门都会提供

相关帮助、指导和支持，有如此强大

的后援团，绝对是信心满满！

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通过我

这十几年陪伴孩子的践行，我深深

地知道父亲在孩子生命中的分量，

更明白父亲的职责在孩子情感、性

格、心理、情绪和能力培养各方面都

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也在陪

伴孩子的过程中收获了很多快乐和

自我的成长。

孩子不是我们的负担，他们是

上天给我们的礼物。这也是个奇妙

的礼物，上天没有给我们礼物的所

有权，只给了我们管理权，上天给我

们这个管理权不是要无端地增加我

们人生的负担，而是让我们的人生

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圆满，让我

们获得人生的第二次成长，让我们

明白爱的价值，明白什么是幸福，明

白生命的意义。而《家庭教育促进

法》是为这份管理权指明了方向，告

诉我们如何帮助孩子健康成长，这

部法律对你我的家庭都将产生深远

的影响。

父爱是孩子勇气的源泉，让他

们敢于面对人生的挑战，从容走好

人生之路，愿《家庭教育促进法》的

出台，能让越来越多的爸爸们回归

家庭教育，回归父亲职责，愿天下所

有的父亲都能成为他们孩子眼中的

大英雄！

父母是世界上最了解孩子的人，

比起老师，父母最清楚孩子的性格特

点，在因材施教这一点上，父母可以做

到最好。孩子不一定能碰到伯乐一般

的老师，但父母永远可以是他的伯乐。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能够让

父母回归教育本位，让家长自觉承担起

教育重担，而非只依赖学校。在真实地

参与孩子的成长后，或许就有更多家长

发现，孩子可以走的路有很多。在我个

人看来，孩子健康、快乐就已经足够了，

因此，他今后想怎样生活、做什么工作，

我都支持。如果我的孩子不是“读书的

料”，那么他去当一位木匠、一位厨师，

我觉得没问题，都很好。

——广元市剑阁县新晋妈妈 陈姝宇

《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家庭、学校、

社会在孩子教育上应该怎么做，做了

一些要求，相当于给了家庭教育立了

一个框架。这个框架规范了我们在实

施家庭教育时需要做什么和不能做什

么，对于本身重视家庭教育的家长来

说，它可以指导家长更好地实施家庭

教育；而如果是一些本身对家庭教育

不重视，或者教育方法欠妥当的家长，

也可以起到一个纠正的作用。

通过立法，可以引起社会大众对

家庭教育的关心和重视，现在社会仍

然有部分人对家庭教育缺乏正确认

识，认为孩子学校教就可以了，殊不

知，从孩子出生教育就已经开始了，良

好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

要。作为家长，我也希望媒体可以多

多宣传，相关学校、政府机关也可以组

织讲座，开展全方位的宣传指导。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五（4）班 张译文妈妈

我认为国家出台《家庭教育促进

法》是“双减”政策的必要辅助，以法律

的形式促进了家庭教育。但是，法律

起到的毕竟还是“兜底”的作用，具体

怎么教育孩子，还是看家长个人。重

视家庭教育的，就算没有法律都会去

关注孩子的成长；意识薄弱的，可能还

要看后续怎样落地。

总的来说，我觉得《家庭教育促进

法》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毕竟我们

也是第一次当父母，都是要“边当边学”

的。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有国家

指导，至少有个参照，不会很茫然。

——成都市第十九幼儿园
大一班 董濯耀妈妈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体现

了国家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明确了家

庭、国家和社会在促进家庭教育方面

的角色。在国家“双减”政策的背景

下，作为家长，我对该法律的第二十二

条涉及学习负担的内容最为关切，期

盼各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加快推进家

庭教育研究、服务人员队伍建设和培

训等相关工作，加快制定“后双减时

代”的配套考试制度、评价体系、用人

制度等，消除家长们的焦虑心情，以满

足家长依法带娃，科学带娃的需要。

——成都市菁蓉小学
三（3）班 周子又爸爸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关乎家庭

的幸福，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政

府痛下决心，出台“双减”政策并贯彻

落实，这次又进行家庭教育立法，为的

就是让教育回归理性发展通道，促进

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非常适

应我们国家现阶段的国情，作为家长，

我们要学习正确教育孩子的方法，不

要固执己见，要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

孩子、教育孩子。

——成都天府新区第六小学
三（1）班 彭嘉行妈妈

国家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法》，我

觉得非常好，非常有必要。父母是孩

子的启蒙老师，孩子的成长与家庭教

育息息相关。每个孩子的成长、成才，

都需要家校社共同完成，教育永远不

仅仅是学校的事情。为《家庭教育促

进法》的出台振臂欢呼！

——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汇源校区）
八（8）班 刘子墨妈妈

作为一名初一学生的家长，我

在家长的路上已经走了 12年，但仿

佛“家长”这个职业与担任的时长没

有必然联系，我仍然觉得自己很难

轻松驾驭，相信不少家长和我一样，

在家庭教育这条路上一直不断摸

索，自我学习。

都说父母是最应当持证上岗的

职 业 ，那 么 谁 来 教 我 们 走 向“ 合

格”？2021年10月，《家庭教育促进

法》公布，该法明确了监护人在家庭

教育中的职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

同时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

导、支持和服务。

其中，我个人很关注《家庭教育

促进法》第二章“家庭责任”中的第

十五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及其他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构建

文明、和睦的家庭关系，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心理学家李玫瑾教授曾说：“毁

掉一个孩子很简单，不用游戏和贪

玩，只要父母常年吼骂他。”没有完

美的孩子，我们也不是完美的父母，

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也是不断接

受孩子不仅不完美，甚至非常普通

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

有控制不好自己情绪的时候，讲一

个我女儿的故事吧。

都说“不谈作业母慈子孝，一谈

作业鸡飞狗跳”。那天，因为她的学

习态度，我对她发火了，甚至说了狠

话。好在，我不认为给自己的孩子

道歉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所以当我

冷静下来时，我跟她道歉，说：“对不

起，妈妈今天对你发火了，妈妈还经

常跟你说，发脾气是本能，控制脾气

才是本事，妈妈今天没本事，对你说

了狠话，对不起！”我女儿当时很认

真地对我说了一句话，一句瞬间让

我破防的话，她说：“妈妈，可是你想

想，我从来没有对您说过一句狠

话！”那一刻，哪里还有什么妈妈和

孩子，她就是我的老师，那是我听过

最有哲理的一句话。

家长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但

是带着情绪去教育，都是失败的教

育。如果我们没能忍住真的对孩子

吼叫了，这个时候就要放下家长的

姿态，道歉不是一件丢脸的事，而

是弥补亲子裂痕最强力的黏合剂。

没有谁生来就会当好父母，教育孩

子时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但

我们要牢记：父母是孩子最亲密的

朋友，本该与孩子的心理距离最

近。

我一直觉得，诸如“情感、态度、

价值观”这类的东西，是不能够“教”

的，只能感染。如果你爱读书，你的

孩子会有大的几率爱上阅读；如果

你乐观，你的孩子就善于在生活中

发现美好；如果你坚强，你的孩子才

更容易独立；如果你温和，你的孩子

才能学会如何去爱别人。

这个社会，加诸在教师身上的

东西太多，而对“父母”这一角色却

少了苛求，忽略了“家庭教育”至关

重要的作用。一个内心不温和不丰

富的家长，一定培养不出五彩内心

的孩子。所以，作为父母，我们一定

要铆足劲儿变好，最好变成我们想

让孩子成为的那个样子，因为，和谐

的家庭氛围，才是孩子最好的成长

环境。

父亲回归家庭教育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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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李卫国

为孩子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电子科大附中·华西中学初一家长 周琪

家 长 说

（记者 梁童童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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