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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改革是促进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提升家庭教育质量是教育变革的重要方向。 近
几年，全社会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但当前家庭教育研究还比较滞后，对家庭教育的本质属性认识
较为模糊。家庭是生活的组织，生活是教育的源泉，家庭教育是生活教育。家庭生活教育的属性告诉
我们，必须从变革生活的角度来变革家庭教育，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生活观重构家庭生活，尊重儿童
生活与尊重家庭生活并举，培养儿童生活的主体意识，在美好生活中实现家庭完整育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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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家庭教育，首先要涉及家庭教育为什么重
要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大多数人喜欢用一句众所
周知的话来回答：“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对人
的成长具有奠基性作用。但当论及家庭是一所什
么样的学校，它与第二所学校有什么区别时，答案
五花八门。有的说父母最早接触孩子，有的说母爱
父爱无疆，有的说家庭教育伴随一生，有的说家庭
影响品德，有的说家庭教育处在孩子的敏感期或
关键期，等等。可以说，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大体
还停留在局部认识上。要想说清楚家庭教育，必须
要找到它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必须要说清楚它与
接近的概念———学校———有什么样的本质性差异。
家庭与学校都是育人的地方，二者到底有什么不
同呢？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么家庭是生活的组
织，家庭主要是通过生活影响孩子的，家庭教育是
生活教育。

一、现代教育的发展与儿童的境遇

1．教育发展与人的境遇
改革开放 40年以来，党和国家对教育价值和

教育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 20世纪 90年代“科教兴
国”战略的确定；从《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2010—2020）》提出的“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
的基石”，“强国必先强教”，到全国教育大会把教育
提升为“党之大计、国之大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下，我国教育事业得到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逐步
经历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其成果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办学规模空前扩大，在学人
数逐年增加，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不断提高，资源
经费得到了坚实保障，管理制度得到了健全等。[1]

教育事业的飞快发展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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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又满足了亿万家庭和学
子的成才梦。然而，在巨大成绩背后，我国教育事
业还存在许多问题，距离“人民满意”这个标准还
有一定的差距。当前我国教育问题突出表现在两
方面：第一，尽管我国已经撑起了全世界最大的教
育体系，但是由“钱学森之问”而引发的拔尖创新人
才的缺乏仍然是我国教育之痛、教育之忧；第二，尽
管我国早已将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作为教
育的宗旨，但是现实中在应试教育的驱使之下，教
育片面发展、畸形发展、单向度发展的问题依然比
较严重。美好的教育是人成长的助推器，但是不好
的教育对人的损伤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好教育的直
接“受害者”自然是受教育者，但表面上的“加害者”
自身其实也是“受害者”。当今，日渐增多的家长出
现育儿焦虑，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不良教育对所有
人的负面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竞争性育儿
方式渐成气候，表现为早教低龄化、智育倾向明显、
跨阶层参与、高代价化特征，并伴随结构性的养育
焦虑。”[2]

解决教育问题需要改革创新精神，其实近些年
我国教育始终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但梳理近些
年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举措会发现，改革的重点主
要集中于扩大办学规模、建立现代教育制度、进行
课程与教学改革、扩大职业教育、加强教育的信息
化建设、改革评价方式和招生方式、减轻学业负担、
加快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提高教师素质和待遇等
方面。虽然这些改革举措非常重要，也破解了教育
发展中若干重大问题，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
发现，教育中一些固有的顽疾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
因改革而被祛除，有些根源性的问题却愈演愈烈。
“减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众所周知，中小学
生负担过重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困扰教育的老
大难问题。国家先后出台了 20余项相关政策措施
进行治理，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学生负担较
重的现象总体上没有得到改观，某种程度上还出现
了低龄化和向农村等地蔓延之势。这是什么原因
呢？关键在于决定学生负担轻重的源头主要不是学
校，而是家庭和社会，尤其是家庭。如果不改变家
长和社会，那么势必会出现“学校减负，家长增负；
课堂减负，课下增负”的结果。所以说，如果我们在
潜意识中把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把教育事业等同
于学校教育事业，把教育变革等同于学校教育变
革，忽视家庭和社会的力量，那么我们的教育最终

很难成功。基于这些理解，近些年全社会越来越重
视家庭教育，改变家庭教育越来越成为教育改革的
共同呼声。

2．家庭教育与家庭生活的双重异化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虽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偶尔会出现一些“读书无用论”
的苗头，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始终是社会
的主流。注重教育并不意味着教育自然会按照正确
的道路前行。从总体来看，我国家庭教育存在家长
高度重视与家庭教育功能普遍退化同时存在的现
象：一方面，家长对孩子的学业高期望，高投入，强
介入，攀比严重，注重竞争；另一方面，家庭教育的
内涵与功能日益缩小，家庭对孩子人格的影响力越
来越小，孩子从家庭里面获取的成长动力和精神资
源越来越少，家庭教育逐步让位于学校教育、课外
培训等。家庭教育逐渐远离它应有的样子。从生活
与教育的关系角度来分析，当下较为普遍地存在着
家庭生活与家庭教育的双重异化问题。家庭是过日
子的地方，但在错误的家庭教育观影响下，教育开
始排挤、占据、侵蚀并最终异化家庭生活。在“不能
输在起跑线上”“一切为了孩子”的错误理念驱使
下，原本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逐渐远离生活的本真
而变得单调起来，家庭已经不再像个家庭，家庭生
活已经失去了许多生活的味道；当家庭生活失去原
有味道时，生活的教育性也便失去了。这就是家庭
教育与家庭生活的双重异化。

首先，家庭生活屈服于教育。在功利主义思想
影响下，许多家庭的教育不是基于生活、围绕家庭
生活而开展的教育，也不是为了培养孩子生活力的
教育，而是为了获取知识技能、升入更好学校以获
取社会竞争优势的教育，是围绕学校学习和升学考
试而形成的一个个校外“课堂”。在许多家长看来，
吃喝拉撒睡等日常生活其实是没有什么教育意义
的。凡是周末或假日，在一些培训机构集中的地方
便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孩子在上课外班，父母
们在外面安心地等待；无聊的家长们有的翻着手
机，有的打着盹，有的在闲聊。在这些家长心中，自
己无聊的生活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有着这样一些
信念，即只要为了孩子，牺牲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
和美好生活是无所谓的；家庭生活应该围绕教育
转，而不是教育应该围绕家庭生活转。

其次，教育忽视育人功能。在功利主义影响下，
实际上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教育了。家庭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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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校的附庸，学校则沦为升学的附庸，家长的主
要任务是拼命挣钱、积累教育资本并带领孩子穿梭
于学校与课外班之间。2015年，“人民网”多地记者
在北京、济南、广州、重庆等十余所城市就儿童课外
班的问题进行了调研，采访对象为 4—12岁的孩子
及其家长以及少年宫、培训机构的相关负责人等，
受访家长们无一例外地都给孩子报了课外班，少则
两三门，最多的有 7门。[3]有个家长给上幼儿园的孩
子做了这样精心的安排：星期一：早 7时起床；8时
上幼儿园；15时至 17时，学识字；18时回家吃饭；
19时去少年宫上画画班；21时写作业 1小时；22时
洗漱、睡觉。星期二：早 8时上幼儿园；15时学英语；
18时回家吃饭，看书一小时；20时学拼音 1小时；
21时看电视；22时睡觉……不难想象，这样的结果
最终会是怎样。笔者的一个统计或许最能说明问
题：2012年，对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咨询
热线中的家长求助问题进行梳理，结果发现，中小
学家长求助最多的问题是孩子的厌学问题。[4] 不难
理解，在这种集中营式的畸形教育下，什么样的孩
子会最终爱上学习呢？把学习目的等同于竞争，把
学习内容等同于考试科目，宁可牺牲眼前也决不输
在起跑线上，这样的教育离育人这个目标到底有多
远呢？
再次，生活失去本来的味道。异化的家庭教育

下，孩子的学习成为家庭教育的中心，生活失去了
本来的意味：旅游回来要写几篇作文，考试进步可
以奖励多玩一会儿游戏，吃饭时还不忘记给孩子上
课，口口声声说“邻家的孩子”，等等。异化的家庭
教育使得孩子成为家庭的“小太阳”，一切要围绕
孩子来转。这样一来家庭原本的运行轨道被打乱
了，忽视自身，忽视老人，忽视了整个家庭。有调查
显示，51．6%的家长表示有“关注孩子有余，孝敬老
人不足”的现象。[5]33坊间流行这样一句话，可以说
是家庭生活异化的真实写照：“没有孙子盼孙子，
有了孙子成孙子；不见孙子想孙子，见了孙子怕孙
子。”异化的家庭教育看似孩子是家庭的中心，其
实远离了孩子本来的意愿，因为孩子的生活也是不
自主的。以孩子和孩子的学习为核心的家长往往
会以“爱”的名义干预孩子应有的生活，替代决策，
替代做主，替代成长，替代体验，使得孩子的童年
不像童年，自己不像自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
子看似被照顾得很好，其实幼稚可怜，因为他就是
一个成人模样的“巨婴”。

二、重识家庭教育：从家庭的本质到家庭
教育的本质

注重家庭教育，需要认清家庭教育的本真；认
识家庭教育的逻辑起点，需要从家庭属性和功能说
起。如果不说清楚家庭自身的固有属性及本质功
能，妄谈家庭教育，那么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的浅见。家庭是生活的组织，家庭教育则是生
活教育。

1．家庭是生活的组织
一个生命体从出生到死亡之间，整个生命周期

里充盈着各种各样的活动。生活与生命是浑然一体
的，生命不息，活动也不停歇。正如陶行知所说的：
“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
活。”[6]174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有的是为生命存在而
展开，有的是为了提升生命质量而展开，有的是为
了种的延续而展开；有的是为了个体自己，有的是
为了他人或集体；有的属于物质形态的生活，有的
属于精神形态的生活。虽然人的活动多样，但人生
活的方向大体是一致的，就是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
理解、寻找、确立、实现生命价值与人生幸福。所以
说，生活就是为了生存、生长、生命价值而开展的各
种活动，生活是生命的本体，生活的高度决定生命
的高度，生活的质量决定生命的质量。追求幸福美
好的人生，是每个人始终不渝的追求。

然而现实世界里，有的人生命质量高，有的人
生命质量低，有的生活幸福，有的生活不幸福。为
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抛开外界因素，个人生活
意识、生活目标、生活智慧、生活艺术起着关键作
用，我们把这些素质统称为生活力。生活力是生命
成长过程中一个人对生命的理解和驾驭能力，而生
活力不是来自生活本身，生活力的培养来自最重要
的家庭。

家庭是基于血缘、姻缘、亲缘或收养关系而组
成的长期共同生活的社会组织，家庭的根本属性是
生活性。人一出生是不会生活的，需要外界的养
育、照顾、保护、帮助，肩负起这种功能的天然地选
择了家庭，天然地选择了双亲（尤其是母亲）。没有
任何一个地方比家庭更适合孩子成长了，家庭为孩
子营造了一个最佳的港湾。孩子在家庭中、在父母
家人的帮助下，慢慢长大、独立成人。同样，当人终
老生命退化直到无能为力时，也很自然地选择家庭
作为庇护的港湾，这不仅是东方的家庭智慧，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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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的生命哲学使然。西方虽然有宗教，但从人类
的本性而言，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代替家人来完成
生命终结这一重要时刻。所以说，家庭因生命而存
在、为共同生活而存在，家庭是生命诞生和成长的
地方，是心灵滋养、精神发育的地方，是在生命的
诞生、展开、凋谢的过程中追寻各种生命意义而形
成的基本组织形态。
作为社会组织，家庭具有社会所需要的许多功

能。家庭功能主要包括经济、文化、情感、爱、休闲、
性、教养等诸多方面。如果从生活的角度讲，家庭
具备如此多的功能就意味着家庭能够为每个成员
的生命成长而过上经济、文化、情感、休闲、性、学
习等生活。一个人的生活空间是从家庭开始的，进
而扩展到行业与社会。家庭、行业与社会的场域不
同，人在其中的角色不同，三者的功能也不同。社
会是人际生活关系的宏观场域，行业是专业技术
领域的中观场域，家庭则是人伦亲情纽带的微观
场域。[7]一个公民一生需要能自如地穿梭于这三大
领域，实现人生目标，而能够将三者打通的关键在
家庭，家庭是出发点，也是归宿。无论社会和行业
多么重要，一个人只有从家出发才能抵达，最终要
回归家庭。家庭生活不是一个封闭结构，原生家庭
的意义在于架起了联系社会的桥梁，指明走向未
来社会的道路。夫妻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对于
孩子来说，就意味着原生家庭生活的开始。一个孩
子学会了家庭生活，进而学会社会生活；学会了家
庭劳动，进而学会社会劳动；学会了家庭关系，进
而学会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一个人只有经历了充
分的家庭生活之后，才能长大成人走向社会。一个
孩子只有在原生家庭获得了足够的能量之后，他
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到渠成地组建新的家庭，
成为新家庭的组织者、新生活的开辟者，这也是家
庭生活的内在逻辑。正是因为家庭具有这么多功
能，所以家才是重要的存在。对于个体而言，家庭
是生命的港湾，护佑、养育着生命的延续，正所谓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对于社会而言，家庭
是其基本细胞，维持着社会的存续，是社会治理的
基础，正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
而后天下平”。

2．生活是教育的源泉
教育是基于人已有的经验而不断完善人性从

而实现生命价值的过程，教育与生活具有浑然一
体的关系，生活是大课堂，是无尽的教育源泉。

首先，生活为教育提供了丰厚土壤。生活的内
涵是丰富的，生活的样态是多姿多彩的。陶行知
说：“一天之内，从早到晚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
所在。一人之身，从心到手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
之所在。一校之内，从厨房到厕所莫非生活，即莫
非教育之所在。”[6]40从生活主体来看，有集体生活
与个体生活，有夫妻生活与亲子生活，有儿童生活
与成人生活。从生活目标与内容来看，有日常生活
与科学生活，有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有学习生
活、劳动（职业）生活、休闲生活与交往生活，有政
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军旅生活与文化生
活等。从生活的场域来看，有家庭生活和学校生
活，有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有乡村生活与都市生
活等。从生活的品质来看，有精彩生活和平淡生
活，有和谐生活与冲突生活，有有趣生活和无趣生
活，有消极生活与积极生活，有悲惨生活与幸福生
活。生活的目标不同，生活的态度不同，生活就呈
现不同的样式。不论什么生活，都是人的生活，都
围绕着生命价值而展开，对人都有教育影响，只不
过有的影响是正向的，有的影响是负面的。我们这
里所说的是正向的、积极的、有意义的生活，也就是
陶行知所说的：“是好生活就是好教育，是坏生活就
是坏教育；是认真的生活，就是认真的教育，是马虎
的生活就是马虎的教育；是合理的生活，就是合理
的教育，是不合理的生活就是不合理的教育。”[6]174

其次，生活为教育提供动能。生活之所以是教
育的源泉，是因为生活的本质是改造客观世界与
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社会实践，在追求理想生
活过程中实现了真善美的统一。生活就是过日子，
但过日子的内涵非常丰富。生活首先需要一定的
物质条件，获取物质条件就需要去创造，而创造物
质条件的过程需要人的智慧、合作、奋斗。即便有
了物质条件还不够，过好日子还需要明白过什么
样的生活以及如何生活。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活
法同样重要。同样的物质条件，有的人能够过得有
滋有味，有的人过得索然无味。人们正是在美好生
活的感召下，在创造生活财富、寻求美好生活的过
程中获得了许多生活经验，明白了许多生活道理。
正是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教育才明确了自
身的方向；正是追求美好生活所积累的知识与经
验，才能形成教育的“前认知”，也才能找到生活是
检验教育成效的有效途径。同时，美好的生活也滋
养了学习活动。众所周知，学习是艰苦的脑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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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习生涯是人一生中漫长的路程，维持漫长旅
程的动力不仅是目标的召唤，还在于日常美好生活
的滋养。一段美妙的音乐，可以让孩子放松；操场
上的挥洒汗水，可以让孩子忘掉疲惫；一段美好的
旅程，可以让孩子心旷神怡。所以，生活是教育的
土壤，离开了这个丰厚土壤，教育便成了无本之
木，也无从谈起了。
再次，教育是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早

期，教育与生产生活浑然一体，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教育从日常生产生活中逐步剥离出来而成为
独立形态，这就是学校的诞生。对于家庭而言，教
育普及化初期，家庭把教育权逐步让位于学校，父
母主要投身于工作之中。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闲暇时
间，父母开始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教育之中。
父母对教育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注重
对学校教育的参与，二是注重在家庭中有意识地
教育孩子。这样，原本与日常生活、家庭生活浑然
一体的教育逐步变得独立起来。但是，教育越是走
出日常生活，越是要回答教育与生活到底是什么
关系。一旦不能清晰地回答，会导致有的人以教育
重要为名将教育与生活对立起来。事实上，无论教
育多么重要，都不能代替其他生活；无论教育从生
活中如何剥离，都不能否定它自身就是生活有机
组成，教育应该与其他生活一起共同组成和谐的
生活图谱。把教育从生活中剥离出来是可怕的。有
这样一则典型案例，有一个名叫魏某某的“东方神
童”，2 岁就掌握了 1000 多个汉字，4 岁时基本学
完了初中阶段的课程，8 岁连跳几级进入县属重
点中学读书，13 岁时考入重点大学，17 岁考入了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研究生。但是，后
来因为生活不能自理、缺乏沟通能力而被迫退学。
魏某某的失败不是狭义上学习的失败，而是生活
迫使学习的中断，是没有将教育很好地融入生活
之中的结果。
最后，美好的生活需要理想的教育。生活是为

了生存、发展和生命价值的实现而开展的各种活
动，教育也是其中的有机构成；但生活也需要通过
教育不断提升其层次和质量。教育是通过改变生
活的主体———人的素质，实现对生活的改造的。教
育引领生活，是指教育不是回到简单的日常生活，
而是为了改造现实生活，追求应然生活，从而构建
美好生活。理想的教育也需要从生活中获得真正

的体验和智慧，需要从生活中寻找目标和动力，需
要回到生活中检验其质量和效果，需要在构建美好
生活中体现其意义和价值。与学校教育及社会教
育不同，家庭教育的独特性在于其过程完全在生活
中进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实践意
识”。生活是最高的实践，家庭教育要在生活中提
升家庭成员对生活的经营和创造，体验生命的丰富
性和主体性，从而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8]

三、基于美好生活的家庭教育重构

家庭是生活的场所，比起学校教育，家庭教育
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在于它与生活的天然联系。家
庭教育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家庭生活的问题，是家庭
中教育与生活的紧张、对立和冲突造成的。重构家
庭教育，就是重构家庭生活，让儿童在美好生活中
享受美好的教育，过上美好的教育生活。家庭教育
是家庭生活教育，是基于家庭生活，为了美好生活
的教育。重构家庭教育生活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1．注重家庭建设是家庭生活教育的前提
中国文化是以家为本位的文化，注重家庭的价

值，维护家庭整体利益，倡导以孝悌、仁慈为核心
的家庭伦理，主张以孝为忠、家国同构的治理逻
辑。开展家庭教育，首先要注重家庭自身，加强家
庭建设，因为许多家庭教育问题其实是家庭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指出：“家庭
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
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
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
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
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
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
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9]注重家庭建
设，就是要倡导“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稳定的
价值体系”以及以义务为本位和利他精神。但是，
“现代化对家庭价值的削弱，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
改变了权力、声望和财富的杠杆，从而使得家庭成
员、亲属群体内部的关系变得紧张”[10]240，其实质是
维系家庭存在的核心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下降的
结果。有人发现：“代际间和合共生、互为一体的利
他主义观念显示出与年龄和教育的负相关关系。”[11]

也就是说，家庭整体利益与利他精神随年龄增长在
下降。加强家庭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强化家庭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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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化和身份意识，履行自身的角色义务，将个人
身份和角色融入家庭之中，实现个体成员的社会
化、个人化与家庭化的同步发展。正如学者笑思所
说的那样：“家庭化意味着每一个家庭都必须要
求———同时创造条件以保证———其每一个家庭成
员扮演好所有必须扮演的家庭角色，意味着全人类
及其各种下属单位都要尽一切力量与努力来使人
类的每一个家庭像一个家。家庭化要求保证家庭
未成年子女形成一套基本而适当的生活习惯；每个
成员在他人帮助下实现自己的角色要求；不同人生
阶段知识与修养层次。”[12]357

2．改进家庭教育，就是改进家庭生活
首先，基于教育与生活的天然联系，要引导广

大家长树立这样的生活教育理念：好的生活就是
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就在好的生活之中；好的教育
需要好的生活，好的生活需要好的教育；反之，不
好的生活会导致不好的教育，不好的教育也会导致
不好的生活。其次，重构家庭生活，需要用科学的
生活观念改造现实生活。马克思主义的生活观是
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
前提，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诸
多方面协调发展为主要内容的。要彻底摆脱将教育
与生活脱离、将生活与人脱离、将生活目的与生活
脱离的现象，要深切理解“生活的目的不是某种结
局而是生活本身那种具有无限容纳力的意义”[13]15，
要真正地明白儿童生活不仅在于明天更在于今天。
再次，要注重劳动的教育价值，注重儿童的生活体
验。陶行知先生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
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14]587-588这是陶行知
先生倡导的“教学做合一”的理念，也是生活教育
的精髓。最后，要丰富家庭生活。生活本应该是多
彩多姿的，每一种生活都有着自身的魅力。阅读可
以增长知识、提升境界，旅行可以扩大视野、丰富
阅历，交往可以密切情感、提升适应性，劳动可以
锻炼意志、提高责任感，艺术可以陶冶情操、改善
品位，闲暇可以闲情逸致、修养身心……家庭教育
应该与家庭其他生活方式一起构成和谐关系，儿童
教育生活不能代替和排斥其他生活类型。

3． 尊重儿童生活自身规律和注重家庭整体生
活并重

家庭教育是生活教育，既是儿童的生活，又是
全家的共同生活。首先，要反对儿童的生活成人化
安排。陶行知说：“我们主张生活即教育，要是儿童

的生活才是儿童的教育，要从成人的残酷里把儿童
解放出来。”[6]178作为一种身体依赖于成人而人格
又独立于成人的生命存在，儿童生活世界的独特
性在于，它是儿童自在游戏、尽情体验、自由创造
的世界。回归儿童教育，就要回归到儿童本身，真
正走进儿童的生活世界，关怀“此在”儿童的生命
状态。儿童的生命状态除了游戏之外，还需要各种
探索与体验，要充分保护好儿童的好奇心，尊重儿
童的合理愿望。为此，要与儿童建立起平等对话关
系，不能以爱的名义代替孩子。

其次，完整而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才是家庭生
活教育的全部。在家庭中，儿童不是独立于家庭之
外，而是与家庭其他成员和谐一体。儿童权益具有
优先性，儿童利益要最大化，但这不意味着儿童利
益可以凌驾于其他人的利益之上。家庭生活是多
元的生活，是所有人的共同生活。儿童教育生活固
然重要，但不能代替其他生活，更不能以牺牲家庭
中其他人的生活为代价。妻子（丈夫）打着为了孩
子的名义，忽视老人、配偶的存在，是一种极不明
智的做法，不仅破坏了家庭和谐，损害部分家庭成
员的利益，还会助长孩子自私自利的性格，不利孩
子成长；相反，注重家庭每个成员的利益，注重每
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合理诉求，是极其有效的道德教
育，可以让孩子树立一种整体观、平衡观，预防个
人中心主义。

4．家庭生活教育最终要培养的是生活的主人
教育就是培养人的活动，接受教育说到底就是

为了美好生活。家庭教育是生活的教育，其目的在
于培养能够创设理想生活的主人，其要义是通过生
活学会更好地生活。儿童早期生活能力低下，主体
性处于起步阶段，在父母家人的照顾、抚养中开始
了受教育的过程，儿童的许多生活体验是被“替
代”的。但是，随着儿童主体意识的增长，家长需要
不断地放手，儿童需从“替代”成长变成自我成长，
最终变成具有明确生活目标、具备生活能力的生
活主人。
所谓生活的主人，即具有主体性的人，就是具

有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人。从静态看，就是
能够自我认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
主体。从领域上看，就是能够在家庭、学校、社会实
现自我管理，与他人共享，实现自我发展的人。从
关系上看，主体既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完整的
人，又是与他人共融的人；既能够实现自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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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roduction to Family Life Education
HONG Ming

Abstract: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amily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education reform． Although the public has
graduall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family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yet the country still lags far behind in the research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the academic circle shall do more to figure out the nature of family education． Family is the
organization of life and life is the source of education． Family educaiton is the education of life． The nature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tells us that we must bring in reform to famil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based
transformation，adhere to the Marxist outlook on life to reconstruct family life，show equal respect to children’s life
and family life，cultivate children’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life，and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family in the
education of family members amid the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Key words: family education；better life；transf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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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又能够与他人一起在认识上达成共识，在实
践中达成互助，在情感上达成共情。

培养一个自主的孩子需要从以下四方面做出
要求：一是做事有主见，要让孩子能够在生活实践
中形成理性的认识、判断、决策的能力，在反思和
实践中形成道德智慧和信念，绝对的自主和一味地
“听话”是生活教育的大敌。二是生活能自理，要让
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规则意识，形成情绪管理能

力、时间管理与物品管理能力，并能积极参与家庭
和学校事务。三是关系讲民主，要能在亲子关系中
以尊重、友善、包容的态度对待孩子，同时逐步培
养孩子尊重、友善、包容地对待他人的意识和能
力。四是学习能主动，要学会在期望、鼓励、奖励、
榜样等积极的外在驱动力之下，调动孩子的内在动
机，促使孩子在学习上能够主动地学、科学地学、
在反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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