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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建设是家庭教育指导的	

重要内容
——访赵忠心教授

□ 刘秀英 孟 娜

赵忠心，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原副会长，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

长，全国网上家长学校名誉校长，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中国当代家庭教育理论研究的开拓

者和奠基人。在 200 多家刊物发表各类文章

3000 多篇，独立撰写、主编图书 50 多种。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

庭代表时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

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

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

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注重

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对构建和谐社会

有重要意义。为儿童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氛

围，帮其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家长素养

和家风的作用至关重要，如何深刻领悟习近

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并指导家庭教育工作，

为此我们采访了赵忠心教授。

■ 家长自身的良好修养是家庭建设的

关键

《少年儿童研究》：赵教授您好。家庭

建设和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在

您看来，现在的家长的教育素养是否得到了

较大的提升？

赵忠心：目前还不能这样说，因为当下

家庭教育的指导力量并不足。以往的家庭建

设内容更多集中于指导家长如何教育孩子，

而在指导家长如何加强自身修养方面很不够。

现在进行家庭建设要把家长自身素养的提高

作为一个重点。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说

过“家庭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家长

的自我修养”，把提高家长修养、家长培训

放在首位。这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教育者

要先受教育。教育者不受教育，以其昏昏使

人昭昭，这是十分不好的，特别是在家庭教

育领域。

《少年儿童研究》：在家庭教育中，家

长有选择权，所以家长的素质很重要，它决

定家庭教育的方向和成败。您认为家长素养

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赵忠心：中国家庭教育传统特别强调家

长自身的修养，它是决定家庭教育成败最重

要的因素。我认为家长素养主要包括以下四

方面内容。

第一，自身人格。这是家长最重要的教

育素养。道德、思想、品性的发展不在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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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掌握了多少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我们一

定不要将家长的教育素养局限在这个狭窄的

认知范围内，教育素养最重要的是家长的人

格养成和道德思想品性的发展。家长要明确

这样一件事：养育孩子不仅需要一定的物质

基础，更需要家长自身对各种生活事件有很

好的承受能力和处理能力，这取决于夫妻双

方人格的良好发展。如果夫妻自身人格发展

不好，不能妥善调整自己的一些问题，请慎

重考虑生育问题。因为家长的人格不仅会影

响其教育行为，也会影响孩子的人格养成。

如果家长没有稳定的状态和健全的人格，既

不能忍耐也学不会克制，会对家庭和子女产

生不良影响。并且孩子是有思想意识的生命，

当他长大离开家庭后会面临相当复杂的社会

情况，可能受到来自不同人和事情的多种影

响，也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的优

良人格和道德品性既是与外部世界沟通、合

作的基石，也是其抵御不良侵害的盾牌。而

孩子的人格、品性养成的源头之一就是家长

自身的人格发展情况。

良好的人格包括的内容有很多。在当下，

家长犯了错误能够检讨，勇于改正是很重要

的一种素养。承认自身问题并且能改正，这

叫知耻而后勇，孔子讲这是勇气。但现在很

多家长都没有自我检讨、自我改正的勇气了。

所以家长要思考清楚，想把孩子培养成什么

样的人，自己首先要成为这样的人。这件事

听起来很简单，但真的做起来是一项长期的、

艰巨的工作。

第二，心理素质。道德素质很重要的一

部分内容是心理素质。为什么要有心理素质

培养？因为孩子的成长不是三五天的时间，

而是将近 20 年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

会环境的变化，都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

题，所以家长要有心理承受能力，具备较强

的情绪管理、心理纾解能力。

现在，家长的心理素质存在很多问题，

其中比较典型的体现在处理与学校老师的关

系上。孩子在学校里出现一些问题，有的事

情甚至很小，家长就会深度介入，跟学校吵

闹不休。有的家长甚至还没孩子有修养。孩

子都知道宽容和包容，知道忍耐和谦让，但

家长不懂。孩子的问题并不太难解决，难的

是家长的问题很多，并且都关乎家长的修养

问题。

第三，知识素养。现在的社会既是市场

经济社会，也是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

飞速发展逐步体现在个人层面就是知识的竞

争。但这种知识不仅局限于学历教育，还应

体现在日常的生活或技能培养等领域的知识

储备中，家长必须好学上进，跟上时代，做

到知识随时更新。

第四，尊重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家长

要尊重专业知识、专业人才、科学的理念，

在行动上也要重学、好学。家长不要学习了

某些教育观点后，就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科

学的，其他人是外行，认为自己的孩子和家

庭教育问题只有自己能够解决。这样做的后

果会比较严重。当教育过程中的矛盾到了家

长自己无法解决的地步时，会耽误孩子和家

庭的发展，对家庭产生伤害。家长要有寻求

专业人员支持的意识和能力，并尊重其提出

的建议，积极践行科学的教育方法。

《少年儿童研究》：家长自身修养提高后，

家庭的建设才能有实质性进步。

赵忠心：是的。习总书记强调“三个注

重”，强调加强家庭的生态环境的塑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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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中是家长要重视家庭的

建设和生活的发展。如家长要引导家人过健

康向上的生活，远离无效电子信息、食用健

康食品等。但做到这些的大前提都是要先教

育好家长，营造良好家风。所以，当下家庭

教育的发展重点是要重视家长的修养和家风

的建设。

作为家长来说，如果你要求孩子成为什

么样的人，家长自己先要做好表率，拥有正

确的价值观。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家长都成为

100 分好人，但我们可以争取做一个 85 分好

人，85 分的家长在教育孩子时起码也能成功

80%。家长行为正派有素质，自然带动正向的

家风，教育的孩子也坏不到哪里去。其实这

是个很易懂的道理，但能够做到确实是有很

大难度的。

■ 家庭教育是打底色的教育，其实质则

是家风的熏陶过程。在长时间的教养行为中，

父母的言传身教至关重要，体现着这个家庭

的特色

《少年儿童研究》：家风建设是家庭教

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您看来，家风对家庭

意味着什么？对社会发展又有什么意义？

赵忠心：家风是家庭重要的资源，它不

仅是家庭建设内部的加速器，还起到彰显家

庭社会形象的外部作用，是家庭声誉、名誉

的保证。中国人过去非常重视家风，家风就

是家庭的脸面。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家

风为何物。许多人互相攀比家产，不提家风，

但实际上家风就是家产，家风就像软装饰，

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中，时间长了不可能不

受家风的影响。

现在急需重视家风是因为社会的评价体

系出了问题。在很多人看来，评价一个人，

比如一个作家、一个演员，不是看他的社会

贡献，而是看这一年他的收入是多少，看一

个人是否成功就看他挣多少钱。本来这是评

价商人的标准，但现在被无限泛化到所有人。

按照这样的价值取向，很多为社会做过贡献

但未收到高额物质回报的人就是失败者。现

在一些人被利益驱使，不要道义，包括层出

不穷的社会道德不良现象，如果去追溯根源，

会发现他的家风、家教都是有问题的。这种

风气对儿童已经产生了不良的导向，所以习

总书记讲家风问题的意义非常重大，要改变

社会风气就先要营造良好家风。

《少年儿童研究》：有部分人对家风建

设持观望态度，认为家风有封建落后的内容，

不适合时代发展。

赵忠心：这种观点其实是曲解了家风的

内涵。家风不包含封建家规的残酷和落后，

新时代的家风体现了家庭的良好风貌，不允

许家庭成员给家庭抹黑，重视树立优秀的自

身形象、家庭形象和社会形象，这并没有错，

而且对家庭的健康发展很重要。当然，在家

风建设的过程中可能会包含很严格的惩戒制

度，这也是家风建设的必要元素，家庭成员

要明白适度的约束有利于优良家风的形成和

发展。

《少年儿童研究》：有些人认为追求物

质没有问题，这也是一种生活选择，跟家风

的建设没有什么关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赵忠心：我认为不是这样的，这个导向

是不对的。现在的一种风气是崇拜金钱，谁

有钱谁就成功，就可以被崇拜，只要有钱就

什么都是对的。现在问孩子们长大了想干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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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可能选择当解放军保卫祖国、当科学家

为国争光的比例在下降。很多孩子认为当明

星更好，至少也要当个网红，能挣很多钱，

而且也很轻松。这就不得不让人思考，我们

有没有旗帜鲜明地进行更好的思想教育工作。

现在有些家长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要

奋斗的人生追求，追逐的就是金钱的增加。

如果人生的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赤

裸裸的金钱关系，这很可怕。不仅家长要明

辨是非，家庭教育工作者尤其要理解习总书

记对于家风建设的期许。家风建设不是给

×× 万项目拨款，做面子工程就算成功了，

这是很严重的误区。各级家庭教育工作者要

把它当成事，而不是妇联或文明办完成一项

任务这么简单。

习总书记曾说，历史是我们的老师。我

们需要很好地研究一下中国社会发展几千年

的过程中，能够长时间有效治理国家，让老

百姓满意的方略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最

重要的方略是道德教化。现代社会的法制建

设一定要加强，但社会精神风貌的转变和发

展最主要还是靠道德教育，而道德的发展的

根基在于家庭、家族的道德准则和恪守的价

值观念。所以在当下社会，就更需要我们长

久践行和巩固优秀的家风。但我们现在的思

想道德教育确实是处于一个相对薄弱的位置。

我觉得抓经济建设相对来说容易得多，抓思

想道德建设、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要面临很

大的挑战，这是很艰巨的任务。

《少年儿童研究》：近年来“家庭教育

是生活教育”的理念得到倡导，这要求家长

既要跟学校配合，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不能成为学校的附属和老师的助教。您怎么

看这个问题？

赵忠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

育最主要的是一体化问题。现今，学校教育

高度发达，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没有放弃家庭教育，这也体现了家庭教

育的必要性。家庭教育不是帮助老师管孩子

写好作业。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内容是做人的

教育。当下家庭教育没有扬长避短，而是扬

短避长，这个问题已经很普遍甚至很严重。

家庭和学校为什么要配合？如何配合？怎么

能做到取长补短？这是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入

思考的问题，也是家长需要注重的问题。

《少年儿童研究》：家长实际更需要明

确自身的任务和职责定位。

赵忠心：是的。家长需要明确家庭教

育就是做人的教育，要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个

问题。

精神文明建设将是主抓的问题，排名或

分数甚至是学位的求取都没有建立和谐社会

重要。习总书记提出“三个注重”，强调家庭

教育，实际就是教孩子做人——做一个能够

适应现代社会的人。提出这些思想也是针对

现在社会上不良的社会风气。

要改变社会风气从何做起呢？不是靠批

判及指责，而是要从我做起，从每个家庭做起。

每个家庭成员都要从社会的和谐、进步和国

家的发展角度考量自身的家庭教育，从治国

理政、长治久安这个意义上进行家庭建设。

现在好多人不会做人，读书多并不是都能有

高素质，学历并不等于素质。“我们现在培

养了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判断被提

出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家庭建设问题是

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问题。

抓精神文明建设要比抓物质文明建设更艰难，

精神文明建设不是一夕而就，它是一风一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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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盘根错节的历史根脉。

■ 家庭教育指导者要立足于一切从家长

实际出发，引导家长思考家庭教育的生活意

义，出现教育问题时积极寻求专业指导

《少年儿童研究》：家长的素质提高需

要做很多工作，家风的建设也并非一日可成，

这不仅需要为家长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还

需要解决一系列家长在教育过程中面临的实

际问题。家庭教育专业指导者的工作就尤为

重要。您认为在当下的情势下，家庭教育指

导者应当如何为家长提供指导和服务呢？

赵忠心：第一，家庭教育指导者需要明

确，家庭教育要更加生活化。目前一些市场

化的家庭教育指导行为有过于专业化、细化

的倾向，反而加剧了家长的焦虑和畏难情绪。

家庭教育指导要明确其任务是为家长服务，

要适应家长的需要，家庭教育指导既不是强

迫教育，也不是职业培训。家庭教育指导者

要把握好一切从家长的实际出发的立足点，

这是家庭教育指导的基本定位。

第二，家庭教育指导者一定要让家长明

确，在教育过程中遇到无法解决的较大矛盾

和问题时，一定要找专家，家长自己无须成

为专家。就像我们日常进行健康保健等防护

措施，确实会对病症有一定的防治效果，但

真得了病自己不能做主，如何治疗一定要去

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即使是医生本人在生病

时也需要找相应科室的专家去诊断。家庭教

育也是如此，家长不需要成为家庭教育的专

家。家庭教育指导者要反复向家长强调在问

题无法解决时找专家的重要性。

第三，给家长看的家庭教育指导内容不

要过于专业化。这个问题可以打个比方，有

点儿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买东西时遇到的

真伪商品问题。这件商品是不是正品是由生

产厂家和经销商家来保证的，而不能要求购

买者本身具备很高的真伪辨别能力。家庭教

育指导要让家长知道基本的教育内容，让家

长认识到自己做这件事是不是对孩子好，有

什么重要影响，哪些事家长自己可以解决，

哪些事是需要请专家解决的。家长利用家庭

教育的知识达到日常生活中的教育目的就可

以了，而不一定要跟做学术研究一样去研究

家庭教育，掌握很多概念却不能在实际中执

行，这就偏离了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初

衷。此外，家庭教育的内容过于专业化也会

让家长产生畏难情绪。家庭教育指导不是做

得生活化了，就显得指导者没有学问了，家

庭教育指导就是要让家长能够在生活中用上

这些内容，而不是纸上谈兵。所以家庭教育

指导者要了解家长掌握知识的程度、家长对

教育知识的需求内容、家长的认知水平等级，

并且据此给家长普及教育常识，其内容要家

长能够做得到，学得会，用得上。

第四，家庭教育指导者要为家长提供选

择，进行建议工作。家庭教育指导是为家长服

务的，家庭教育指导者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把自身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家庭教育指

导者要从家长的实际出发，不能把自己摆在一

个居高临下的教师定位来开展工作。指导者要

做的是对家长在教育孩子的实践过程进行发现

和总结，看家长一般容易有哪些教育困惑，在

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产生这些困惑，等等，进

而可以给家长提供合理的建议。

家庭教育指导者要认识到家庭教育不是

公共教育，而是私人教育，更多是遵从家长

个人的意志进行的。专业指导者不能强迫家

（下转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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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演起了军民一心情景剧，虽然少先队员们

很投入，但表现效果与研学汇报格格不入；H

队的誓言震耳欲聋，但设计好的口号式的誓

言并不能真正走进少先队员心田，影响其以

后的言行。还有不合时宜的演唱和乐曲演奏，

在研学汇报中显得水土不服。研学汇报时要

多呈现研学的过程、方法、感悟，淡化表演

的痕迹，充分展现实践育德的魅力。这就需

要做到：第一，要多讲述少朗诵，用轻松自

然的语调、去书面化的质朴语言，分享研学

的活动过程与收获。第二，要多陈述少议论，

多讲述做法和发现，让观摩者自我感悟，从

中借鉴好的研学方法与路径。第三，多表述

少表演，结合实物、图片、视频等，让研学

汇报有更多的现场感，把观众带入研学情境，

让研学汇报成为真正的走心分享。

研学活动顺应教育发展的大趋势，超越

学校和课堂的局限，让中小学生从学校课堂

走向更广阔的、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这不仅

是我国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相互衔接的创新

形式，更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人才培养模式

的重大创新，希望学校走出研学实践的误区，

让少先队员在研学中遇见更美好的自己。

杨广祥：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学校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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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接受指导，更不能替代家长进行家庭教育。

比如要指导家长开展家校共育工作，指导者

要研究学校跟家长如何处理关系；家庭教育

和学校教育在相互配合的前提下，如何摆

正老师和家长的关系；家长的积极性如何调

动，用什么方法调动；等等。这些细致的问

题在开展指导的过程中需要指导者对指导内

容进行耐心的观察和考量，甚至会具体到家

校共育的过程中遇到某个需要商讨的事件，

双方在持何种态度的前提下，要用什么口气

进行讨论，等等。而且指导者要明确并不是

顺应着家长的意愿就能够调动家长的积极

性，要给家长把利弊、道理讲透彻，让家长

心甘情愿地配合工作，而不是包办代替，或

者喊口号，讲几条心灵鸡汤式的话来做表面 

文章。

此外，家庭教育专业指导者在开展宣传

和开导工作时要紧贴现实，要特别重视对家

长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念的引导。

以上四点可作为家庭教育指导者在进行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中需要遵循的原则。

《少年儿童研究》：感谢您的分析和

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