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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我国家庭教育的基本理念

洪 明
(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少年儿童研究所，北京 100089)

摘 要: 家庭教育理念是对理想的家庭教育的理性思考和系统回答，是制定家庭教育相关政策、科学指导

家庭教育实践的观念系统。提炼和阐释新时代我国家庭教育理念应以习近平家庭教育相关论述为指导，科学

回答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什么是理想的家庭教育、如何推进家庭教育等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家

庭教育基本理念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家庭为基、做人为魂、生活为根、儿童为本、家长主体、协同育人等六大方

面。家庭为基，是指和谐幸福的家庭是家庭教育的基石，注重家庭教育首先要重视家庭自身建设，为儿童健康

成长创造适宜的成长环境; 做人为魂，是指家庭应将教子成人作为家庭教育的根本使命，树立正确的育人目

标，充分发挥家庭在做人教育中的独特优势; 生活为根，是指家庭教育的本质特征是生活教育，家长要学会处

理教育与生活的关系，通过合理的家庭生活教育子女; 儿童为本，是指家长要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尊重儿童的

主体地位，保护儿童权益，促进儿童发展; 家长主体，是指家长是儿童成长的“第一任教师”，要加强家长在教

育中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角色胜任力; 协同育人，是指家庭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有机组成，要指导家长学会处

理与学校和社会的关系，整合教育资源，形成合力育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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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念是成熟而系统的思

想形态，是人们对于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理性认识、
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观念体系。教育是一项复

杂的人类实践活动，需要科学的理念作为指导。
教育理念是人们对于教育现象 ( 活动) 的理性认

识、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教育思想观念和教育

哲学观点，是教育主体在教育实践、思维活动及文

化积淀和交流中所形成的教育价值取向与追求，

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延续性、指向性的教育认

识和理想的观念体系［1］。作为新时代教育理念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家庭教育理念是人们在追

求理想的家庭教育过程中所信奉的基本观念。近

年来，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提

炼和阐释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家庭教育基本理念，

是开展家庭教育研究、制定家庭教育政策法律、指
导家庭教育实践、处理好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和

社会教育关系的关键所在。提炼和阐释我国新时

代家庭教育基本理念，必须以习近平家庭教育相

关论述为指导，深入理解家庭教育在整个教育系

统中的地位，破解家庭教育内在矛盾，明确家庭教

育发展的基本方向，进一步揭示家庭教育发展的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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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为基

( 一) 理想的教育始于和谐家庭

当下家庭教育领域有这样一句流行语———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意思是要想教

育好孩子，家长必须认真学习家庭教育的知识

技能。固然，家长好好学习的确重要，但是家庭

能否履行好教育职责不仅在于家长是否掌握了

教育的知识与方法，还在于婚姻与家庭的质量

与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谐稳定的家庭才是家庭

教育的基础和保证，重视家庭教育首先从注重

家庭建设开始。家庭是孩子健康成长最重要、
最直接的“微系统”，和谐美好的家庭不仅是人

生幸福的基础，也是孩子受教育权的最大保障。
现实中许多孩子的问题，本质上是家庭自身问

题。美国社会学家戈夫 ( W．Gove) 指出，家庭在

青少年犯罪中扮演关键角色是在对偏差、越轨

行为研究中最瞩目和最经常重复的发现［2］。有

研究发现，有严重问题行为未成年人的家庭教

育环境相对较差，普遍存在着家庭关系紧张( 主

要指父母感情不和、经常争吵等) 、父母教养方

式 粗 暴、监 护 不 力、亲 子 关 系 疏 离 等 问

题［3］( P12－13) 。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注

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三注重”号召，

号召全社会要共同努力，促进“家庭和睦”“相亲

相爱”“下一代健康成长”“老有所养”［4］。
( 二) 注重家庭教育的前提是加强家庭建设

首先，高度重视家庭的自身价值。家庭作为

一种社会存在，有着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重视家庭，就是要充分认识到家庭的重要功能。
2016 年 12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

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家庭不只是人们身

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长特别是

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大，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

一生”。习总书记对家庭的注重，除了因为家庭

是“第一所学校”之外，还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

胞”，家庭与社会和国家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他

指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

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要通过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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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5］。其次，

充分保障家庭功能的完整性。家庭是一家人共同

生活的组织，家庭具有经济、繁衍与性、文化与教

育、休闲娱乐、情感、抚养与赡养等诸多功能，只有

功能完备的家庭才能称之为和谐完美，也只有和

谐完美的家庭氛围才能为孩子营造良好的成长空

间。一方面，要大力提升家庭的整体功能。加强

个体的家庭化与社会化同步，倡导社会将成家与

立业视为同等重要地位。强化家庭的角色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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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家庭化同步发展［6］。另一方面，要提升家庭的

整体教育功能。教育是家庭的核心功能之一，教

育成功与否总体上来说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 要构建家庭教育的支持系统，不断改善家庭

教育的外部条件和物质基础，不断提高父母的文

化修养和教育能力。
( 三) 家庭建设的关键是培育优良家风

注重家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家风

是家文化的核心。家风是家庭的整体风貌，是父

母或长辈长期崇尚、身体力行并用以约束子女后

人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

记说: “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 家风

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5］因此，家风是家

庭最重要的软实力，是最宝贵的教育资源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家风传承。一方面，要

注重内容上的继承与创新。既要充分挖掘与传承

中华民族历史上优良家风文化，又要认真梳理和

弘扬红色文化，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治家

风范影响后人，还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到家庭生活的每个细节，创建民主、文明、和睦、稳
定的家庭关系。另一方面，要注重形式上的继承

与创新。既要利用好宗祠、家谱、家规、民谣、山

歌、节庆、婚丧嫁娶仪式等传统家风的各种载体，

也要与时代结合，利用互联网、家族群、宗亲会等

形式将家风内容充分融入其中。

二、做人为魂

( 一)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教子做人

“家庭是第一所学校”，但首要问题是“培养

什么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教育涉及很

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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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5］现实中许多家庭教育问题的根本是在“培

养什么人”方面出现了偏差。北京师范大学课题

组 2018 年 调 查 显 示，96． 2% 的 四 年 级 学 生 和

95．8%的八年级学生认为家长对自己的成绩期望

至少是“班里中等”，45．9%的四年级学生感受到

家长对自己成绩期望最高值为“班里前三名”，

42．7%的八年级学生感受到家长对自己的成绩期

望最高值为“班里前十名”［7］。另有调查发现，超

过九 成 ( 93． 4%) 的 城 市 家 庭 子 女 和 近 八 成

( 78．4%) 的农村家庭子女被家长期待至少能上大

学［8］。而对子女的期望过高易导致家长产生失

败感和焦虑感。解决当下家庭教育问题的关键是

重塑把做人作为教育的第一使命，把培养儿童健

全人格、优良品质、健康身体、全面发展当作家庭

教育最根本的追求。
( 二) 充分发挥家庭在育人中的独特优势

一个人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

育都会影响到人的身心发展，但是学校、家庭和社

会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不同，在分工上应有所侧重。
学校教育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培养现代社会所

需要的专门人才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 社会教

育主要是指除家庭和学校之外的多主体的社会教

化和社会影响。家庭教育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方

面: 其一，家庭教育作为儿童早期所接受教育的主

要形态，在身体、情感、认知、社会化等素质发展方

面对儿童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 其二，家长具有情

感优势，家长与子女是休戚相关情感和利益的共同

体，家长对子女的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影响

力; 其三，家庭教育的优势在于家庭生活，家长在生

活的陪伴中择机而教、潜移默化，逐步让孩子学会

了做事与做人的规则，懂得了自我约束，形成了早

期行为习惯，打下了良好的情感基础，并在树立规

则意识基础上逐步内化为价值观念。
( 三) 教子做人的关键是培养理想信念和价

值品质

教育，说到底是学做人的过程，做人教育的关

键就是要在学习、生活中逐步让孩子认识到一个

人一生究竟要为谁而活、怎样活才有意义等问题，

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这就

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第一粒纽扣”和“人

生第一课”。现实中许多人的问题不是在学习上

出现的，而是在做人上出现的。境界低、格局小的

人习惯将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空间里，斤斤计较个

人的功名利禄，看不清个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
个人利益与民族大义关系，这样的人既难取得大

成就，更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教孩子学做人，就

是要让孩子自觉将自己的梦想与时代的要求相结

合，在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中实现自身价值。教孩

子学做人，立意要高，但落点要低，需要家长从习

惯养成开始，逐步将理想信念渗透其中，最终成为

德智体 美 劳 全 面 发 展 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者 和 接

班人。

三、生活为根

( 一) 家庭教育的根本特征是生活教育

与其他教育形态相比，家庭教育是将生活和

教育结合最紧密的教育形态，家庭教育的最大特

征就是生活教育。“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

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9］( P587－588) ，是在生

活中、基于生活、为了生活的教育。我国是社会主

义国家，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与社会

实践相结合，其实也就是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
理想信念、核心价值观、科学文化知识等做人做事

的道理必须要与生活结合起来，也只有与生活结

合起来，才能贯彻“落小、落实、落细”的原则，达

到入耳、入脑、入心的教育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一点

一滴积累，养成好思想、好品德……每个人的生活

都是 由 一 件 件 小 事 组 成 的，养 小 德 才 能 成 大

德”［10］。融入生活，就是把抽象的“德”融入到具

体的事中，“事中成人”“以事育德”，在应对各种

事件中生成道德智慧。概而言之，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融入生活、学会做事，这是家庭做人教育的

根本法则。
( 二) 改进家庭教育的着力点在于改善家庭

生活

当下我国家庭教育呈现出高期待、高投入和

高焦虑等“三高”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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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如果从生活的角度看，其问题的根源在

于错误的教育目的导致教育偏离生活。许多家长

打着“教育”的旗号，对孩子的时间进行了“精心”
安排，使得孩子整日奔波于学校与各种课外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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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忙于各种竞争性学习活动之中。家长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忽视了学习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忽视

了生活的重要育人价值。长期在竞争性学习状态

下的孩子，不仅会因为缺乏生活的滋养而找不到

明确的学习方向，也会因学习与生活实践的疏离

而使自己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学习者，甚至由于

学习上的挫败感而导致人格上的缺陷。改进家庭

教育，需要将教育与生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让教

育成就美好生活，让美好生活滋养教育。
( 三) 以生命成长逻辑设计美好教育生活

如果说学校教育的关键是设计适合学生的课

程，那么家庭教育的核心是构建适合孩子成长的

美好生活。首先，丰富多彩的生活要有儿童的视

角，不能让成人生活代替儿童生活，不能让学习生

活代替一切生活。陶行知说: “我们主张生活即

教育，是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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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176) 2021 年国家

颁布“双减”政策，目的是为了让教育回归本真，

家庭教育的本真就是要回归生活，在丰富多彩的

生活中让孩子得到滋养。其次，生活具有教育性

是指好的生活具有正向的教育价值。好的生活是

认识和成就生命意义的过程，家长应该帮助孩子

学会处理日常生活与学习的关系，在时间安排上

既要保证学习也要学会闲暇，既要会学也要会用，

既要认识书本也要改造社会，真正做到“教、学、
做合一”。再次，要处理好自主生活与他主生活

的关系。美好的生活是每个人的追求，家庭教育

的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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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教育的

过程遵循着先他主再自主过程，儿童早期主体性

处于起步阶段，儿童需要在父母家人的照顾、抚养

中接受教育，儿童生活是在成人“替代”设计下开

展的。但是，“替代”设计不是目的，“替代”的真

正目的是儿童的“自主”，这是教育的辩证法。随

着儿童主体意识的增长，家长需要不断地放手，最

终促使儿童变成具有合理生活目标、生活能力和

生活智慧的人。

四、儿童为本

( 一) 儿童为本是新时代的儿童观

家长如何正确看待儿童是开展家庭教育的前

提，直接影响亲子关系、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

2013 年 5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市少

年宫和少先队代表一起过儿童节时，以一个“大

朋友”的名义，向全国广大少年儿童祝贺节日。
他表示，“我的工作很忙，但无论多忙，五四、六一

我是一定要和青少年在一起的”［12］。以一个“大

朋友”的名义和少年儿童在一起，其实就是对新

时代儿童观的形象比喻，不仅表明习总书记内心

深处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也表明他秉持着关爱儿

童发展、尊重儿童主体地位的新型儿童观。新时

代儿童观包括以下基本立场: 其一，儿童就是儿

童，不是“小大人”，有其独特的世界; 其二，要走

进儿童世界，学会从儿童的立场来理解儿童; 其

三，引领儿童发展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既要重视儿

童的主体地位，也要反对儿童中心论，既要充分尊

重信任，也要严格要求，将儿童的“天性”“个性”
和“社会性”高度地统一起来，“倡导保护天性、尊
重个性、培养社会性，让教育真正在符合儿童身心

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促进儿童的发展”［13］。
( 二) 尊 重 和 保 护 儿 童 权 利 是 家 庭 教 育 的

起点

儿童有生命权、健康权，有获得必要生活保障

的权利; 有接受各种保护、免于伤害、不受歧视、不
受虐待、获得尊重的权利; 有充分发展其全部体能

与心智、实现自身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权利; 有

参与家庭、学校和社会生活并就影响其权益发表

意见的权利。家庭是实现和保障儿童权益的第一

责任主体，父母要有保护儿童的意识和能力，防止

各种可能给儿童带来的伤害。然而在现实生活

中，可能对儿童带来的伤害很多，家长和社会在当

下尤其要高度关注三种类型的伤害: 一是网络世

界的伤害。当下的未成年人是网络时代的原住

民，但网络世界复杂，潜在着许多可能的伤害，家

长既要引导孩子学会利用网络资源又要学会自我

保护。二是校园欺凌带来的伤害。当前，未成年

人校园欺凌现象频发，未成年人既是保护的对象，

又可能是伤害的源头，如何预防未成年人之间的

伤害不仅考验着学校和社会，也考验着家长。三

是来自家庭自身的伤害。现实中来自于家庭的侵

害儿童事件高发，许多父母怀着美好的愿望，打着

“爱”的旗号，但做出了伤害儿童的事情。提升家

长家庭教育的意识和能力，按照符合儿童发展规

律教育子女显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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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保护和实现儿童权益的过程其实就是促进儿

童发展的过程，树立以儿童为本的理念从根本上

说就是要树立以儿童发展为本的理念，坚持辩证

地看待儿童发展观念。一方面，应将儿童发展利

益置于优先位置。以儿童发展为本，需要遵循

“儿童优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将儿童发展

利益置于家庭生活和社会的优先位置。当然，

“儿童利益最大化”并不意味着家庭其他成员利

益的最小化，更不能伤害其他家庭成员的利益，尤

其不能伤害老年人的利益。有调查显示，51．6%
的家长表示存在“关注孩子有余，孝敬老人不足”
的现象［14］( P33)。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意味着老

人利益的被剥夺，也不利于儿童的成长。另一方

面，要坚持全面发展的基本方向。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在“坚定理想信

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

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等方

面下功夫，要加强德育、美育和劳动教育，这不仅

是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也是对家庭教育的要求，其

目的就是坚持立德树人、全面发展的基本方向，防

止和反对各种形式的片面发展和异化发展。

五、家长主体

( 一) 家长是教育子女的第一责任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庭是第一所学

校”“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相关论述不仅指

出了家庭教育的优先顺序，更指明了家长是教育

第一责任人的角色地位。
家长要充分意识到，无论孩子处于哪个发展

阶段，就读于哪所学校，自己都是教育和管理孩子

的第一责任人，决不能借故把教育的全部责任推

给社会和学校，决不能借故将教育责任转移给家

庭或社会的其他成员。家长要充分意识到，自己

是孩子入学之前最重要的教育者，早期的家庭教

育奠定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尽管学校

是育人的主渠道，但严格来说，学校教育接受的是

家庭教育的“半成品”，家庭在孩子的关键期已经

塑造了孩子的原初模样，家长在孩子入学之前就

已经给孩子打上了人生的底色。家长要充分意识

到，学校教育的效果需要家庭配合才能得到落实，

自己是孩子成长的终身“老师”，在孩子成长的不

同阶段扮演着不同的教育角色。
( 二) 父母是教育子女的法定主体

父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教育子女是其天

经地义的责任，该思想体现在我国一系列法律法

规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规

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2020
年颁布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八条规定: “夫

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

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

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十条规

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

年子女或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及

其他教育机构对未成年子女或其他被监护人进行

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

五条规定: “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

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创造良

好、和睦、文明的家庭环境。”2021 年 10 月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四条规

定:“父母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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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家长在教

育中的法定主体责任在教育部、全国妇联等部门

制定的规章以及地方立法之中都有充分体现。
( 三) 提高家长角色胜任力

家长需要加强自身学习，树立与孩子一起成长

的意识，不断提高角色胜任力。面对越来越复杂的

教育环境，对于一个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家长来

说，单靠简单经验难以胜任。要想成为一个有教育

胜任力的家长，不仅要不断丰富自身人文和科学素

养，还要学习必要的家庭教育知识与技能，掌握家

庭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更要明确自我角色

意识，完善自身的人格特质，不断调试教育动机。
履行好教育主体责任，需要家长学会读懂孩

子，把握其心理发展规律，学会因材施教。履行好

教育主体责任，需要家长学会理解孩子行为与自

身之间的关系，学会反思自己教育行为的正当性

和科学性，善于从自身找原因，不断改进方法策

略，能够用正确的方法和自身的人格魅力影响子

女。履行好教育主体责任，更需要家长树立与孩

子一起成长的理念，端正教育目的，保持合理期

待，让孩子在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家庭氛围中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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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履行好教育主体责任，还要家长处理好各

种教育关系，整合教育资源，为子女健康成长营造

良好的环境。

六、协同育人

( 一) 家庭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

家庭教育关系到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因此家庭教育应该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形

成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格局。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

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并要求相关部门

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支持服务家庭教育。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要求加强社区家长

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为家长提供公

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2021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构建覆盖城乡的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

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

定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

各级人民政府指导家庭教育工作，建立健全家庭学

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构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

系，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应建立健全政府指导、教
育。妇联等部门负责、社会广泛参与的管理体制和

工作机制，坚持目标一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全
面覆盖、科学指导等基本原则，大力提升家长教育

能力，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和谐共生的育人生态。
( 二) 引导家长学会处理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家校关系是教育工作中最重要的关系，处理

好家校关系，与学校形成育人合力，是家长的必修

课。一方面，家长要为孩子打好人生底色。在儿

童入学之前，家庭教育是教育的主渠道，是习惯养

成和情感发育的重要时期，家长要为孩子顺利适

应学校教育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家长要当好学

校的合作者。孩子入学之后，学校教育逐渐代替

家庭教育成为主渠道，家长要学会当好一名合作

者，配合学校完成素质教育的各项任务。首先，家

长要尊重和信任学校、教师，不能随意挑剔、苛责

学校和老师。其次，家长要充分读懂并认同学校

和老师。学校和老师传授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

知识技能和主流的价值观念，培养全面发展的公

民，家长要理解和认同学校的办学理念，尊重教师

的教育风格，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再次，家长要

学会与学校沟通。家校之间要保持沟通交流，学

会解决两者的分歧和矛盾。一旦遇到教育中的问

题，家长应该全面了解情况，合理表达自己的意

见，尽可能达成共识，寻找最佳解决途径。最后，

家长要学会参与学校活动。家长要学会利用家长

委员会等渠道，积极参与学校管理、课程与教学活

动之中，形成家校合力局面。
( 三) 指导家长学会利用社会教育资源

搞好教育需要树立大教育观，需要整合各种教

育资源。整个社会就是个大的教育资源库，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社会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三

大类［15］: 一是兼具青少年教育功能的机构，如各种

媒介、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文化馆等; 二是专门

的青少年教育机构，如青少年宫、儿童中心等。上

述两类大体都是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公益

性( 或准公益性) 的教育服务机构，家长应与子女共

同参与各项活动，充分利用这些社会教育资源。三

是校外补习和教育培训系统。家长要学会做一个

合理的教育消费者和资源利用者，尊重儿童身心发

展特点和教育基本规律，尊重儿童的意愿，合理适

度地利用各种校外教育资源，让社会教育成为学校

和家庭教育的有益补充，决不能让各种教育培训代

替和干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统而言之，做人为魂、生活为根、儿童为本、家

长主体分别回答了家庭教育中的教育目标、教育

内容与途径、教育主体与客体关系，属于家庭教育

的内部关系问题; 家庭为基、协同育人则注重家庭

教育的外部关系，二者结合起来构成了新时代我

国家庭教育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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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hilosophy of Family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HONG Ming

( Children Division，China Youth ＆ Children Research Center，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 The philosophy of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rational thinking of and a systematic answer to an
ideal family education，a conceptual system for formulating relevant policies for family education and for
providing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family education． To refine and explain the philosophy of family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is to answer two questions，i．e．，what is ideal family education and how to
promote family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guided by Xi Jinping’s
discussion on family education． The philosophy of family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can be summarized
as a family-based，life-rooted，children-oriented cooperative education with a spirit of being human and with
parents as the subjects． A family-based education means that a harmonious and happy family is the cornerstone
of family education． Attention should first be paid to family self-construction to create an agree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 An education with a spirit of being human means that families should take
educating children to become fully grown adults as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family education，set up correct
education objectiv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family in educating a human being． A life-
rooted education means that the essence of family education is life education，and parents should learn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life，and educate their children through appropriate family life． A
children-oriented education means that parents should have a correct view on children，respect the position of
children as masters of their own destiny，protect children’s rights and interests，and promote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 education with parents as the subjects means that parents are the“first teachers”for the
growth of their children． Parents should enhance their consciousness as a principal agent in education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competence in this role． Cooperative education means that family educat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ional education． Parents should be instructed to learn to tackle the relationship with schools
and society and integrate educational resources so as to create a situation of joint efforts in educating people．

Key words: the new era; family education;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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