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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目的
与家庭教育指导目的辨析
□ 晏 红

[ 摘 要 ] 家庭教育指导活动要基于家庭教育活动，而家庭教育是一种私人教育，
家庭教育指导是一种公共教育，两者在厘定主体、价值取向、教育性质、自觉程度上存
在着不同之处，同时，家庭教育指导目的与家庭教育目的又在个人与社会、多元与统一、
内在与外在、实然与应然等四个方面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对家庭教育目的与家庭教育
指导目的进行辨析，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问题。
[ 关键词 ] 家庭教育目的 ；家庭教育指导目的

家庭教育是一种私人教育。家长的教育

取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目的反映了家长的教育价值观与主观期待，

家庭教育指导目的就是指国家和社会对

具有突出的个性化特征，对家长的教育行为

家庭教育指导的质量规格的设想与要求，具

起着指引作用，影响着未成年人的成长。可见，

有公共教育性质，家庭教育指导的价值取向

家长的教育目的是否符合社会发展对人才的

则是国家和社会对家庭教育指导的价值观的

要求，是否对儿童的健康发展起着正确的引

判断与选择。与一般的教育指导活动不同之

领作用，对家庭教育是否产生正向功能起着

处在于，家庭教育指导目的及其价值取向与

决定作用。而家长是非专业的教育者，教育

家庭教育目的及其价值取向既是密切关联的，

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专业活动，家庭教育指

又是有所不同的。家庭教育目的是家长对培

导就承担了引领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目的的

养子女的质量要求与设想，家庭教育目的的

任务。因此，家庭教育指导的目的及其价值

价值取向是指家长对家庭教育价值观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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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选择。由于家庭教育指导活动要基于家庭

以个人为本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是私领域，

教育活动，所以在教育目的和教育目的价值

家庭教育是私人教育，家庭利益和子女个体

取向方面需要对家庭教育与家庭教育指导进

需要是家庭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家庭教育指

行辨析，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家庭教

导目的以社会为本的基本原因是家庭教育指

育指导目的的概念。

导实际上是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所提供的
支持与帮助，社会利益和群体需要是家庭教
育指导的基本出发点，以此来指导家庭教育

一、家庭教育指导目的与家庭

价值观，引领家庭教育适应社会发展并为社

教育目的之比较

会发展做贡献。
3. 教育性质不同

1. 厘定主体不同

家庭教育是私人教育，家庭教育指导则

教育目的的主体是指“谁的”教育目的，

是具有公共性质的社会教育。在传统社会，

即教育目的的厘定者是谁。家庭教育目的的

家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传宗接代、养儿防老、

厘定者主要是家长，家庭教育指导目的的厘

光宗耀祖，承载着人类繁衍、社会保障和家

定者则是家庭教育指导相关机构和个人。不

庭发展的功能。现代社会的家庭教育已经走

同的厘定者会从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出发，做

出狭隘的家庭观，家庭教育的部分功能已经

出不同的价值选择，对培养与教育活动的方

弱化或者社会化，但是维系家庭的存在，保

向与质量有着不同的规定。家长的家庭教育

护家庭成员的利益，促进家庭的发展，是家

目的主要从家庭的利益出发，以家长的价值

庭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和一个利益主体的基

观为基础，对培养子女的方向在观念上构建

本功能。所以，无论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

一个理想的目标。家庭教育指导目的则是从

家庭教育的私人性质是不可改变的。家庭教

国家战略、社会与时代发展的需要出发，以

育指导虽然是为家庭教育提供社会支持，但

国家、社会和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为基础，对

它是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必然代表

家长的家庭教育价值观做出相应的要求。可

着公共教育利益，为社会和家庭提供公共教

见，家庭教育指导目的及其价值取向与家庭

育服务。

教育目的及其价值取向是不同主体的观念

4. 自觉程度不同

体系。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类活动，

2. 价值取向不同

但并非所有的教育活动都有同等的意识程

关于教育目的价值取向，历来都有不同

度，即教育自觉程度是不同的。自觉与自发

的见解与主张，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从“个

相对，是反映行为活动觉悟程度的一对范畴。

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相对关系来理解

自觉是自我觉知之意，对应的英文是“self-

价值取向的差异。虽然“个人本位”与“社

consciouness”，也译为“自我意识”。“觉”

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但

有“觉醒”“觉悟”“觉知”之意，自觉意味

是总体而言，家庭教育目的的基本价值取向

着自我觉知。自发是不自知、不自觉、没有意

是“个人本位”，家庭教育指导目的的基本

识到的，是盲目受外力支配的状态。行为上

价值取向则是“社会本位”。家庭教育目的

的自觉源于自觉意识，自觉意识越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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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觉程度越高。
从自觉程度而言，家庭教育指导目的是

二、家庭教育指导目的与家庭

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共同研制出来的理论成

教育目的之对立统一关系

果，代表国家和社会的意志对家庭教育事业
进行系统设计、统一规划，具有明确的导向性。
家庭教育目的则是家长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

基于以上辨析，需要妥善处理以下四个

和理解所产生的儿童教育意愿，主要是在日

关系，才能把握好家庭教育指导目的与家庭

常生活中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家长的教育

教育目的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1.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目的并不总是自知的、明确的，也无法进行
统一规定，家庭教育的目的性是自发与自觉

“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是两个不同

状态兼而有之，因此，家庭教育指导目的的

方向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反映了个人利益与

自觉程度高于家庭教育目的。

社会利益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冲突。关于“个

自觉程度除了具有行为意义以外，还具

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学术思想颇丰，

有认识论意义。自觉产生于对事物的了解、

形成不同的教育流派。总体而言，以卢梭、

需要与追求，自觉意识会触发问题意识，带

裴斯泰洛齐等为代表的“个人本位”论者强

动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意愿。这是因为“意

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主张通过自

识并不是照亮精神和世界的光芒，而是照亮

然主义的教育方式解放儿童、解放个性来解

[1]

缺口、不确定性、边缘地带的微光或闪光” 。

决这种冲突；以涂尔干、贝尔格曼等为代表

自觉程度越高，越敏于发现、乐于思考。家

“社会本位”论者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

庭教育指导目的就承担着发现家长在家庭教

一致性，主张通过社会代表个人利益来解决

育中意识不到的问题，进而加强家庭教育指

这种冲突。“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看似

导的使命。如果家长的自觉程度提高了，不

对立的两种学术主张，但并不意味着两者的

但能在日常生活中增进教育子女的自觉行为，

关系是不可协调的。本位论本身是倾向于某

而且有助于促进家长自我觉察与自我反思，

一方向的价值取向，是为解决一定历史背景

进而主动调节自己的家庭教育过程。

中的现实问题而做出的价值判断，其针对社

家庭教育指导目的与家庭教育目的主体

会现实问题而提出的论点为实践中的人们提

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性质不同以及自觉程

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和重要的思想财富。所以，

度不同，决定了家庭教育指导是私人教育与

“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二元论”常

公共教育的矛盾统一体，承担着既保护家庭、

常指引人们走向兼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

尊重家长又引领家庭、指导家长的社会责任。

“二重性”。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国家、社会和市场，还是

事实上，自古以来就存在个人与社会之

学校、社区和指导者个人，各个方面的家庭

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个人不能完全独立于社

教育指导主体都应该树立清晰的边界意识，

会，社会也不能完全超越于个人。在家庭教

形成矛盾统一体思维方式，把尊重家庭和家

育过程中，家庭发展、个人进步与社会发展、

长的私人教育边界与引领文明家庭建设和创

群体进步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个人和

建的良好家庭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家庭的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的支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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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发展与进步也离不开家庭的文明进步与

指导“统一目的”与家庭教育“多元目的”并

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两种价值取向

非机械的对立关系，而是有机的统一关系。

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关

统一的逻辑基础在于教育的基本功能是育人，

系。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要求家庭教育指导

实现人的社会化与个性化，即个体发展包括

在承担指导的社会责任时，既要尊重家庭利

个体社会化发展与个体个性化发展两个不可

益、个人利益，又要协调家庭利益、个人利

分割的方面。由于家长不是专职的教育工作

益与社会利益、群体利益的关系，这样才能

者，而是基于亲子关系所自然获得的家庭教

把握家庭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

育角色与养育责任，相比个体社会化发展而

2. 多元与统一的关系

言，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把握个体的个性化

家庭教育指导目的旨在代表国家和社会

发展，所以家庭教育的基本功能与优势首先

的意志统一家长的家庭教育价值观，例如全

体现在促进儿童的个体个性化发展，家庭教

国妇联和教育部在 2008 年对 1997 年出台的

育指导的基本功能与优势则首先体现在促进

《家长教育行为规范》进行了修订，但是两个

儿童的个体社会化发展。可见，家庭教育指

版本皆把“树立为国教子思想”列为首条首句，

导与家庭教育必须有机结合，才能共同完成

明确了家庭教育指导的主流价值导向。家庭

育人的使命。

教育目的反映了家长群体所持的多元化家庭

3. 内在与外在的关系

教育价值观念，这样就在家庭教育指导过程

杜威认为教育目的有外在目的与内在

中产生了“统一目的”与“多元目的”的关系。

目的之分，前者是从活动外部提供的目的，

陈桂生认为“统一目的”与“多元目的”之分

具有抽象、一般和着眼于将来的特点；后者

的价值在于把隐含的目的或表现出来的目的

是存在于活动内部，可以意识与预见到的结

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加以承认，有助于唤起

果，具有具体、特殊和着眼于现实的特点。

教育过程当事人的自觉。但并不表示多元的

他认为教育目的应该发生在活动过程之中而

各个目的都是正当的 [2]。

不是活动过程之外，外在目的必须与内在目

家庭教育的“多元目的”产生于社会结

的采取合作的方法，才是有价值的 [3]。以家

构分层现象与家庭教育个体的多元化现象。

庭为基点来分析家庭教育指导与家庭教育的

从宏观层面而言，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

关系，家庭教育指导目的是家庭的外在目的，

细胞，直接成为社会分层的基本单元，造成

即家庭以外的社会力量基于社会需要对家庭

包括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等在内

教育所施加的影响；家庭教育目的则是家庭

的家庭资源差异，并影响着家长在教育资源、

的内在目的，即家庭内部力量基于家庭需要

教育需求与教育期待的差异，这是形成家庭

对家庭教育所施加的影响。可见，两者的出

教育目的多元化的社会因素。从微观层面而

发点是不同的。当然，两者并非机械的对立

言，家庭教育所面临的教育对象是儿童个体，

关系，外在的社会需要与内部的家庭需要统

促进儿童个体发展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任务，

一于儿童需要，即儿童发展是协调两者矛盾

而每个家长对儿童个体的认识水平、教育目

与冲突的逻辑基础，家庭教育指导过程需要

的与教育能力存在着差异，这是形成家庭教

达成社会需要、家庭需要与儿童需要的内在

育目的多元化的家庭因素。但是，家庭教育

统一。如果家庭教育指导的外在目的不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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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家庭教育的内在目的，那么家庭教育指

教育目的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差

导是没有实效的；如果家庭教育指导一味迎

距，“如果用应然的教育目的取代实然的教

合家长的意志，忽视儿童健康成长的根本需

育目的，据以界定教育目的概念，那就会混

要与基本规律，就会损害儿童的利益。教育

淆作为价值判断的教育目的‘观念’与作为

目的是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反映，所以在

事实判断的教育目的‘概念’”[4]。而不尊重

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中，要关注和研究家长的

事实的教育指导过程则可能是低效、无效甚

家庭教育价值观。无视家长的教育目的或者

至起反作用的。可见，家庭教育指导要善于

简单地把家庭教育指导的目的代替家庭教育

辨析应然与实然的关系，应然的家庭教育目

目的，都是盲目的、僵化的、浮于表面的家

的常常反映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实然的家庭

庭教育指导。唯有充分考量家长的世界观、

教育目的常常反映社会上流行的价值观。流

价值观以及儿童观、教育观等基本观念的家

行的价值观可能具有正当性，也可能缺乏正

庭教育指导活动，才能达到家庭教育指导的

当性；可能与主导价值观一致，也可能与主

目的。

导价值观不一致。因此，家庭教育指导需要

4. 实然与应然的关系

从客观存在的现实状况出发，了解家庭教育

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根源于主观性的人与

的现状，确立具体可行的家庭教育指导目的

客观世界的矛盾关系，即世界的客观现实状

与目标，并研究“实然的”家庭教育转向“应

况与人对世界的需求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程度

然的”家庭教育的过程、中介与机制，才能

的冲突。实然是一种客观的对象性存在，应

发挥“应然的”教育目的的导向与调控功能。

然则是一种观念的存在物，实然与应然总是

家庭教育指导目的与家庭教育目的在个

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人总是倾向于使实然世

人与社会、统一与多元、内在与外在、实然

界向人的应然观念发展。实然与应然的关系

与应然上的对立统一关系，对家庭教育指导

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广泛地存在于人的所有

实践具有方法论意义。在家庭教育指导过程

活动领域。

中，社会、国家与家庭之间、指导者与指导

对于家庭和家长而言，家庭教育指导目

对象之间会在价值观、理念、利益、制度以

的指向家长应该遵循的家庭教育价值观，属

及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冲突

于“应然的”教育目的，家庭教育目的则是家

与矛盾，正确把握这些冲突与矛盾的对立统

长在教育过程中实际遵循的价值观，属于“实

一关系，有利于协调冲突、解决矛盾，提高

然的”教育目的。与此同时，家庭教育指导

家庭教育指导实效。

者也需要反思家庭教育指导者应该遵循的家
庭教育价值观与自己实际持有的家庭教育价

晏红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值观。因为“应然的”教育目的与“实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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