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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什么是家庭教育什么是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对

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

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

育、引导和影响。法律明确家庭教育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22.. 《《家庭教育促进法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对
家庭教育会带来什么影响家庭教育会带来什么影响？？

《家庭教育促进法》不仅告诉了

家长家庭教育“是什么”“做什么”

“怎么做”，能够为家长正确实施家庭

教育提供行为指引；同时又明确了国

家、社会等为家庭教育提供的指导、

支持和服务，能够为家长提高家庭教

育能力提供帮助。

33.. 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应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应
承担怎样的责任承担怎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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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分居或者离异，应当相互配

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

拒绝或者怠于履行；除法律另有规定

外，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

依法委托他人照护未成年人，应当定

期了解未成年人学习、生活情况和心

理状况，与被委托人共同履行家庭教

育责任。

44.. 家庭教育应该教哪些家庭教育应该教哪些
内容内容？？

一是教育未成年人爱党、爱国、爱

人民、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树立维护

国家统一的观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培养家国情怀；二是教育未成

年人崇德向善、尊老爱幼、热爱家庭、

勤俭节约、团结互助、诚信友爱、遵纪

守法，培养其良好社会公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三是帮

助未成年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引导其

培养广泛兴趣爱好、健康审美追求和

良好学习习惯，增强科学探索精神、创

新意识和能力；四是保证未成年人营

养均衡、科学运动、睡眠充足、身心愉

悦，引导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和行为

习惯，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五是关注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导其珍爱生命，

对其进行交通出行、健康上网和防欺

凌、防溺水、防诈骗、防拐卖、防性侵等

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帮助其掌握安

全知识和技能，增强其自我保护的意

识和能力；六是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

确的劳动观念，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

养成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和热爱劳动

的良好习惯。

55.. 家庭教育应该用什么方家庭教育应该用什么方
法法？？

1.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2.共

同参与，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3.相机

而教，寓教于日常生活之中；4.潜移默

化，言传与身教相结合；5.严慈相济，

关心爱护与严格要求并重；6.尊重差

异，根据年龄和个性特点进行科学引

导；7.平等交流，予以尊重、理解和

鼓励；8.相互促进，父母与子女共同

成长；9.其他有益于未成年人全面发

展、健康成长的方式方法。

66.. 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
中不能做哪些事中不能做哪些事？？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不得因性别、身体状况、智力等歧视未

成年人，不得实施家庭暴力，不得胁

迫、引诱、教唆、纵容、利用未成年人从

事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活动。

77.. ““双减双减””政策背景下政策背景下，，家长家长
应如何开展家庭教育应如何开展家庭教育，，促进家校共促进家校共
育育？？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休

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避免加

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预防未成年

人沉迷网络。

88.. 如何提高家庭教育的如何提高家庭教育的
能力能力？？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应当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自觉学

习家庭教育知识，在孕期和未成年人进

入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幼儿园、中小

学校等重要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

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家庭教

育的能力；应当与中小学校、幼儿园、婴

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社区密切配合，积

极参加其提供的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

和实践活动，共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

99.. 留守未成年人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困境未
成年人家长实施家庭教育能获成年人家长实施家庭教育能获
得哪些支持得哪些支持？？

一方面，设区的市、县、乡级人民

政府应当结合当地实际采取措施，对

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家庭建

档立卡，提供生活帮扶、创业就业支持

等关爱服务，为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

家庭教育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教育

行政部门、妇女联合会应当采取有针

对性的措施，为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

家庭教育提供服务，引导其积极关注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状况、加强亲情关

爱。

1010.. 家长不依法履行家庭家长不依法履行家庭
教育责任教育责任，，要承担什么法律责要承担什么法律责
任任？？

按照法律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或者非法阻碍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

教育的，将承担不利后果，会被批评

教育、劝诫制止，必要时将被要求接

受家庭教育指导。

“随着我国第一部《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实施，中国家长正式步入了依法教子的

时代，作为家长义不容辞地承担着家庭教

育的神圣职责。”李萍指出，长期以来，不

少家长只关注孩子的分数，忽视了对孩子

的品德教育及做人的教育。

首先，家长要明确家庭教育的根本任

务是立德树人，这是所有家长在实施家庭

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坚守的方向。其次，家

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要保持一致，正如苏联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言：“教育的

效果取决于学校家庭的一致性。”最后，家

庭教育一定要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我们要培养孩子成为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的人，成为有中国心、中国情、中国味的德

才兼备的人。”李萍强调，孩子的全面健康

成长，呼唤科学的家庭教育，期盼美好的

家庭建设，渴望温馨的家庭生活，需要和

谐的家校协同。

我国家庭教育存在重身轻心、重知轻

德、重他律轻自律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

孩子自我中心膨胀、家庭教育学校化、孩子

言行不一。陈棡指出，家长和孩子要面对同

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我们内心当中有吗？如果我们没有，孩子怎

么获得？

“新时代家庭教育之路是家长学法、懂

法，再通过方法指导去改变自己的行为。”陈

棡说，家庭教育要将焦点放在青少年及与青

少年相关的社会支持系统的价值观体系、理

想实现建设上，其中要务之一就是做好家庭

行为指导。

陈棡建议，家长要与孩子共阅读、共劳

动、共游戏。阅读关系到专注与思辨，孩子

能从阅读中汲取力量；劳动有助于孩子的自

律性和道德的养成；游戏的激励措施则值得

家长运用在家庭教育中。最后，家长可以通

过微改变来影响孩子。微改变是指导家庭

改变行为、培养品格的重要途径。微改变可

以利用碎片时间，也可以立即开始改变，家

长不需要担心失败，也不需要依赖动机或意

志力，从“小”来改变，可以“大”影响孩子。

家庭行为改变的核心是与孩子同步行

为，家长需要和孩子一起改变，这是促进家

庭成员立品润心的重要途径。

“心智健康的家长，这样才能教育、培养出

心智健康的孩子。孩子出现问题，实际上是家

庭出现了问题，究其根本是家长出了问题。”杨

艳丽说，如果家长能够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

对自己有一个客观、清晰的认知，对孩子必定

会产生正面的影响。

除了家长，孩子的心理健康也非常重要。

孩子的安全感建立在什么阶段、孩子到了青春

期有什么样的特点，需要家长主动学习并了

解。杨艳丽认为，家长需要客观认识自己、认

识孩子。如果孩子天生就是性格内向，家长难

道逼着孩子每天去社交？如果孩子是一个资

质平庸的人，家长就一定要求孩子考上名校？

“当然不是，家长需要对孩子进行客观的认识

和分析，这样才知道应该怎样去要求孩子。”她

强调，家长要随时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当孩

子的情绪出现明显的异常，家长需要了解孩子

的生活状态、人际关系是否发生变化。

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去践行呢？杨艳丽建

议，家长要跟孩子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给孩

子提供足够的安全感；统一家庭教育理念，学

习科学的育儿方法，主动给孩子创造和谐的家

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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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家庭教育宣传周到来之际，在四川省教育厅的指导下，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特别策划

了以“我们都有一个家：送法进万家 家教伴成长”为主题的宣传周系列活动，包括“与我有关的家”观

影沙龙、“少年演说家·家庭告白日”演讲节目、“新时代家庭教育的发展与展望”研讨会等。

本次研讨会邀请来自教育行政部门、心理咨询机构、法律援助机构等行业的专家齐聚一堂，聚焦

家庭教育的时代特征、重要使命、政策支持、前沿理论和实践机制，分享家庭教育新理念、新思想、新要

求、《儿童发展纲要》家庭领域目标策略、《家庭教育促进法》贯彻实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构建、家

校社协同育人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思考和见解。

《家庭教育促进法》十问十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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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青羊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科
研室主任 李萍

依法教子 成就未来

给孩子灌输法律法规不重要、可

以随意钻空子这种理念，只会让孩子

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这样的

孩子对社会而言是一个定时炸弹。

培养好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遵纪守

法的人，家长就是在为社会作贡献。

新时代的父母
需要学习更多知识

60分的妈妈刚刚好，在孩子需要的

时候可以和他并肩战斗，不需要的时

候，妈妈依然可以做回自己，孩子也有

足够的空间探索自己的人生。而作为

一个社会人，我们要努力做到80分甚至

90分，为孩子传递生活的正能量。

成都十八中副校长、“品格教育”专家 陈棡

以家庭行为改变促立品润心

自我价值的培养是家庭人格教育的

一个重要方面。拥有高自我价值的孩子

往往有着积极进取的心理，能够看到自

身的价值，看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拥有

自己的主体性，不会轻易“躺平”。

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心理教师 杨艳丽

家长要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

家长要允许自己在孩子面前有缺

点，这样可以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在这

个过程中，孩子会看到家长的变化，也

会更深刻地体会到成长带来的变化，更

容易和父母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

社会贡献

言传身教

陪伴成长

自身价值

聚焦全国首个家庭教育宣传周聚焦全国首个家庭教育宣传周

送送法法进万家进万家 家教伴成长家教伴成长

（下转2版）

以家庭行为改变促立品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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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父母需要学习心理学、教

育学等更多的知识。”胡东海说，每个人都

有一定的心理发展规律，不用科学的方法

去养育孩子，那么这种高期待的心理状态

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压力，对家长来说也

是一种挫败，所以，家庭教育是讲究科学

性的。

在胡东海看来，“家促法”的实施并不

是为了惩罚家长，而是给家长明确责任，

指明方向并给予支持。同时，他建议父母

带领孩子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孝经》《朱

子家训》等经典作品都和家庭教育有关，

其中“尊重师长”“孝敬父母”这些内容都

是值得学习的。

谈到新时代的家庭应该怎么做，胡东

海认为，首先，家庭成员需要“众神归

位”。母亲、妻子“坐”好自己的位置，父

亲、丈夫“坐”好自己的位置。其次，家庭

需要尊重人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尊

和梦想，当孩子处于高中、大学的时候，家

长一定要尊重孩子。选择文科理科、想要

什么样的生活，这些事情的决定权必须要

交给孩子。最后，家长要科学育儿。家长

要客观认识孩子每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千

万不能“拔苗助长”，要尊重孩子的心理成

长规律。

四川省心理咨询师协会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专委会委员 胡东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