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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生 马晓冰 记者 张文博

“2022年进入家庭教育时代，但家庭教育指导师却极度缺失，国家家庭教育指导师报名条件已放宽，年满18周岁即可报名。学会即可实践，持证即能上岗……”打开百度
浏览器搜索“家庭教育指导师”，类似的广告资讯一条接着一条。“钱”景好、门槛低、市场广、拿证快等说法成为很多培训机构宣传的“亮点”。家庭教育正从“家事”上升为
“国事”，而“家庭教育指导师”职业的火爆，对家庭教育质量的提高究竟意味着什么？

“家庭教育指导师”顾名思义，其

主要内容指向家庭教育。根据《家庭

教育促进法》，狭义的家庭教育被定

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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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要求家庭教育指导师能够

围绕这些方面的知识对家长进行指

导和服务，而日常生活中，不同家

庭遇到的问题、所处的情况各不相

同，还需要家庭教育指导师有针对

具体情况提供个性化服务的能力，

仅是照本宣科并不能够解决问题。

“依法依规，家庭教育指导师

在对家长进行指导时候是不能收费

的。传闻中的‘金饭碗’‘一证在

手，工资翻番’都是变相夸大、虚

假宣传。”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德育与家庭教育教研员马云飞提醒

说。

在对家庭教育事业的热忱面前，

“金饭碗”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家

庭教育指导师的核心素质，主要包含

三个类别，一是家庭教育指导师的专

业情意，二是家庭教育指导师的专业

知识，三是家庭教育指导师的专业能

力。”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家庭教育研

究所所长刘华锦教授说，“其中，放在

第一位的一定是家庭教育指导师的

专业情意。”

这份“情意”要求家庭教育指导

师不仅要持证上岗，还要爱岗敬业；

不仅要尽到指导的本分，还要尽到关

怀家长、关心孩子的情分。“看起来是

处理别人的家事，但也是在做自己的

事业。把这份工作当作谋生的手段，

是很难坚持下来，也很难有好效果

的。”刘华锦说。

除此以外，专业的知识和专业

的能力也必不可少。一个合格的

家庭教育指导师，需要具备教育

学 、 心 理 学 、 社 会 学 等 知 识 背

景，专业能力则主要体现在教育

教学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和工作

协调能力上。

刘华锦还认为：“要成为一名合

格的家庭教育指导师，首先要与家

长建立信任；其次教给家长专业的

家庭教育内容，教会家长科学育

儿；与此同时，最大限度地整合多

方资源，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方面

的服务”。

对此，马云飞也表示：“需要大量

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践经验，才能做到

多元面向，精准服务。目前，市场上

很多机构培养家庭教育指导师是短

期的、速成的，他们到底够不够专业

化，还是个问号。”

养育焦虑导致家长“病急乱投医”

不是人人都能当，“金饭碗”是伪命题

别
把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师
培
训
念
成

别
把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师
培
训
念
成
﹃﹃
生
意
经

生
意
经
﹄﹄

编 后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现实生

活中人人可以当家长，但未必都能够成为

合格的老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

正式施行，使家庭教育由传统的“家事”上

升为重要的“国事”。“依法带娃”背景下，不

仅让社会各界加强了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

度，也让教育培训机构看到了家庭教育的

商业市场，由此带火了家庭教育指导师培

训考证。

教育是一门科学，家庭教育更是一门

技术活。能够称得上“指导师”的人，更应

该具有比被指导者更高的专业知识、专业

技能、专业训练和专业素养。

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最基本的要

求就是要具备人际关系学、心理学、教育学

等多方面的综合性学科专业素养，而并非

教培机构所宣称的“不限经验”和“无学历

门槛”。没有含金量的培训不仅换不来含

金量较高的证书，更会扰乱行业市场、降低

证书信誉，极易发生误导认知、误人子弟的

现象。

遗憾的是，眼下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一

行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方面，人

员素质参差不齐，很多素质达不到要求的

也成为家庭教育指导师；另一方面，家庭教

育指导师相关辅导不正规，一些机构给人

的感觉是“花钱买证”，对学习者个人素质

的提升并没有实际帮助。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父母的希望。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成功，成

为社会栋梁之材。而在现代快节奏的社

会里，不少父母苦于工作等压力，唯恐不能

为孩子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家庭教

育指导师让他们看到了提升家庭教育水平

的机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家长的焦

虑。但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不应成为部分

人借机牟利的工具，而应遵循《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的“面向家长开

展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必须坚持公益属

性”原则。

鉴于家庭教育已被纳入法治管理的现

实国情，和众多家长急欲提高其家教水平

的现实需求，从国家层面和建章立制的角

度加强对家庭教育指导师的指导性规范，

显得至关重要、势在必行。这既需要建立

健全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入行门槛和从业标

准，防止教培机构忽悠敛财和粗制滥造；也

需要强化对培训资质的监督把关，防止无

证经营、价格欺诈和虚假宣传；同时还要严

把出口质量关，防止滥竽充数、误人子弟。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的实施，“依法带娃”成为现实必须，家

庭教育指导师大有可为，也有着广阔的发

展空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家庭

教育指导师进行规范管理，统一监管，让一

切有法可依、有据可依，如此才能避免家庭

教育指导师野蛮生长。同时，无论是准备

考证者，还是准备请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家

庭，都应保持理性。

一言以蔽之，别把家庭教育指导师培

训念成“生意经”，必须对其进行严格规范

的管理。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一新生事物

的发展进入更加健康、良性的轨道。

行业需依法规范，养育要亲自陪伴

相信学校和老师，是家长们更

好的选择。“与其花大价钱去鱼龙混

杂的培训机构学习，不如多和学校

老师沟通，老师的专业就是教书育

人，也最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刘

华锦说，“教育是慢的艺术，作为家

长，千万不能浮躁，养和育永远是结

合起来进行的。”

怎样能够带给孩子更好的教

育？实现高质量教育的关键是什

么？刘华锦认为，关键在于家长的

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教育孩子容

易，教育家长却很难。传统的育儿

观念强调学习，认为“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现代的育儿观强调孩

子的全面发展，认为“孩子应该全

面、均衡地去发展”。当下，现代育

儿观更符合新时代的需要。

近年来，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

的比率不断上升，年龄不断低龄化，

这和家长对孩子越来越高的要求分

不开，很多孩子在家长盲目攀比的

压力中，越来越早地陷入心理困

境。但“解铃还须系铃人”，养育孩

子，过程是重要基础。帮助孩子

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自

我，不仅需要家长发现孩子

的优点，激励孩子，全身

心地陪伴他成长。“而

且家长可以向学

校老师请教，与孩子积极沟通，主动

看育儿书籍、学习专业知识。家长

能做的事情很多，但并不能指望获

得一个资格证书，就能解决实际生

活的问题。”刘华锦强调。

专业化的指导是刚需，培训效

果却存疑，这需要从各个方面规范

行业的发展，提高从业人员的素

质。马云飞指出，首先，要严格按

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要求

进行监管，不能变相操作，任由市

场发展；其次，要对培训机构的资

质进行评估和把关，以系统化、专

业化的课程体系保证培训的质量；

除此以外，对于报考者的准入、准

出门槛也需要提高，不仅要有相关

专业背景的硬性要求，还应加入对

报考者个人品质、实践能力的考

察。以培养“成长自我、成长家

长、成长孩子”的家庭教育指导师

为最终目标。

“现在的家庭教育指导师主要是

以培育中小学教师为主，学校也有家

校共育的平台。”马云飞介绍，“在成

都，比如武侯区的家长大课堂、青羊

区的家长指导手册，都在起这样的辅

助作用。”此外，对于师范类“科班”出

身的专业化人才的引进，是很重要的

途径，以新人育新人，促进家庭教育

向前发展。

事实上，不论是去年 7 月“双

减”政策的落地实施，还是今年 1

月颁布的《家庭教育促进法》，都对

家庭教育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提

出了新的要求。

孩子玩的时间多了，成绩怎么

办？孩子不听话能打吗？怎么教

孩子、陪孩子更有助于他性格的养

成、未来的发展？……依法、科学

带娃成为刚需，“家庭教育指导师”

应运而生，很多机构借题发挥，贩

卖焦虑，宣称家长必须“持证上

岗”。

一位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机

构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的目标客

户除了从事家庭教育相关工作的

专业人士外，更多的是家长，尤其

是那些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遇到困

难的家长。从这个角度看，这不仅

是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职业培训，也

是针对家长的技能培训。

4岁孩子的妈妈李女士，是一

位“持证”家长，为了提升自己教育

孩子的能力，两个月前她刚刚拿到

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认定证

书。“实操性的内容很少，更

多的是引导性的观念和

知识的普及，比如如

何理解孩子，如何

做 智 慧 家

长。”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技能方法、

原理知识、政策解读几个大类，

共计91节课，68学时，以线上看

课，课后考试的方式进行。“通过

考试并不难，因为考前会有针对

性的练习题，基本上 90%以上的

人都能通过。”在李女士看来，自

己当初的想法太简单，结果几千

块钱花下来对自己提升不大，还

不如静下来心来认真读一读家庭

教育方面的书籍。

马云飞介绍，家庭教育指导

师的资格认定并没有纳入人社部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也并没有

唯一权威的部门对家庭教育指导

师进行培训、认证、颁发与查

询，而是实行“社会化”等级认

定，接受市场和社会认可与检

验，机构、行业协会、学会等社

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都能“发

证”，课程并无统一标准，所以鱼

龙混杂、良莠不齐。

“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培训，会

慢慢变成教师职业培训中的一个

重要内容，因为能够跟家长面对面

进行大范围、长时间的指导只有学

校。”马云飞说，“像一些学校的心

理咨询室、家庭教育指导咨询室，

都在发挥着协助家长家庭教育的

职能。”

考个证考个证，，就能当就能当““好父母好父母”？”？
——正确看待“家庭教育指导师”考证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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