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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知名家庭教育专家聚湖南——

今天，我们该如何培育
文：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李旦  图：吴小兵

家风，简而言之，就是家庭的风气。古人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
远。”优良的家风便是父母给予孩子最宝贵的财富和最深远的“谋划”。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老百姓物质水平的极大改善，人们
对于精神文明的需求也愈发强烈。而另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各
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爆发，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这些问题的背
后，社会各界开始反思——作为对人的塑造起着最基础性作用的家庭教育是
时候发挥更大作用了。而作为家庭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家风，同样不可或缺。
那么新时代的家风有何不同之处？新时代的家风又该如何培育？在家风的培育
中，怎样更好地进行亲子沟通呢？……

4月8日至11日，由湖南省妇联主办的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者能力建设研修
班（以下简称研修班）在长沙举办，国内家庭教育领域知名专家王旭明、陆士
桢、伍建新、曹中平等围绕新时期的家庭教育以及家风培育问题，为来自省内
各地的家庭教育指导者奉献了一堂堂精彩的讲座。在讲座上，专家学者们从各
个层面为我们解答了新时代家风培育的各种疑惑。

“我们国家在前不久宣布建
立‘婴儿安全岛’，现在已经在一
些地方试点了，可是，广州却在运
行了不到两个月就关闭了该机构，
其他地方的也处于观望的状态。
大家对于‘婴儿安全岛’这个问题
怎么看？到底该不该设？”

4月9日下午，中华女子学院副
教授、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焦健老师一上台就抛出最近的社
会热点让学员们讨论。“儿童作为
人，是无异于成年人的，他们与成
年人是平等的，儿童也应该是权
利的主体。但在中国长期的家庭教
育观念里，特别是在代际传递的

过程中，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是服从
与权威的关系。虽然这种观念是
一定社会的产物，但它不符合联合
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内容，也严
重落后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的
发展。”焦健的一番话将视角放到
了如今的家庭教育，在她看来，新
时代的家庭无论是在结构还是外
部条件上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
对家长来说，更加需要更新观念，
注重儿童权利的保护，尊重儿童
的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等。

“我们小时候什么都是家长
说了算，儿童完全处于从属地位。
大家不妨回想一下，你小时候有说

不的权利吗？现在的孩子就不同
了，他们动不动就跟你讲民主、平
等，作为父母，你觉得你不更新观
念行吗？”焦健的发问引得台下议
论纷纷，很多学员纷纷表示，现在
的孩子越来越难教了。

对此，焦健则认为，这是一件
好事，这说明无论是儿童还是家
长都有了一定的儿童权利意识，家
长开始知道要尊重孩子的想法了，
孩子也知道自己是有权利的。“这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从家庭做起，
从家风的培育开始做起，这样整
个社会对于儿童权利的保护便会
越来越关注和提高。”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给孩子
进行胎教，胎教的用途到底是什么
呢？对于这个问题，湖南师范大学
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会
理事曹中平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
从脑与认知科学对儿童早期教育的
影响上入手，提出儿童早期是毕生
发展的开端和关键期。“胎教的本
质不是教育胎儿，而是教育父母。
随着科技的进步，家庭教育的工作
也要前移。”

家风是家族成员的英雄史诗，
更是一代代集成的智慧宝库。在曹
中平看来，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家风

的前提。夫妻关系、婆媳关系、邻
里关系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亲子关
系的建立和发展，家风就是在这些
细节处培育而成的。

现在很多的家庭倾其所有精
心为孩子打造“温室”，曹中平对此
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家风就应该
让孩子了解真实的家庭环境，让孩
子学会面对现实。“家风培育的核
心在于环境塑造，家长不要担心孩
子的承受能力，而应该让他们对家
庭产生强烈的认同。尤其是新时代
的家庭，孩子不应该成为家风传承
的特殊者。”

如 果有一天回到家，你的另
一半或者是孩子大声对你说了一句
“我爱你”，你的反应是什么？

喝多了吧！吃错药了吧！发什
么神经！

……
这是香港真理浸信会青少年

发展服务中心义务总干事、资深家
庭教育及亲子活动营总监伍建新博
士开场白。

“在中国的传统中，感情不是
通过言语而是通过行动来表达，父
母对于子女的爱也从来不会挂在
嘴边，总是藏在心里的最深处。”
对此，伍建新提出，有爱就要大声
说出来。

伍建新以自己的家庭故事举
例。女儿小时候也不习惯他的拥
抱，有一次在家里，他当着其他同学

的面拥抱了女儿，结果女儿很不好
意思。没想到，女儿后来就跟他说：
“爸爸，我的同学都说好羡慕我哦，
每天都能得到爸爸的拥抱。”

“不骂不长进，不骂不成长”
这种家庭教育方式在伍建新看来，
很不可取。孩子自尊心都特别强，
如果你一天到晚只知道苛刻批评
和拿孩子互相比较，这样会让孩子
的自我形象严重受挫。

伍建新还特别提到，现在的孩
子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中国一直
都有家风的传统，不过到了如今，
家风的培育方式也该与时俱进了，
以前那种假民主、不民主的作风
是时候改变一下了。新时代的家风
应该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和感性的
交流，家长不能只有要求、没有感
情。

亲子沟通  家风的传承该多一些情感的交流

沟通策略  家庭教育应该更个性化、精细化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

教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
之间是互相影响和制约的关系，这
‘三位一体’构成了我们的教育系
统。”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
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认为，如今
的家庭教育必须要转变观念、更新
观点、守住常识。

王旭明在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期间一直以敢说而闻名，同样，在4
月10日下午的讲座上，他也提出了很
多犀利的观点。在他看来，现在的
教育急需补上一堂底线教育课，“作
为家长，你必须要告诉孩子，你可以
得零分，但你不能抄袭。”这句话一
出，让现场学员大为吃惊。

“有个学生因为痛恨现在的

教育制度，便私自撤换了在国旗下
的讲话的发言稿，把他对教育制度
的种种不满发泄了一通。如果你是
家长和校长，你该怎么做？”在王
旭明看来，这条新闻很好地说明了
当下教育迫切需要改变的地方——
教育者的沟通技巧。

“家庭教育者要爱说话、敢说
话、善说话，要精于沟通、善于表
达。”王旭明指出，“每个家庭都有
自己的家风，现在的家风要更个性
化和精细化，不能是家长说什么就
是什么，你得看孩子需要什么，孩
子想干什么。”王旭明建议，现在
的家庭教育者，首先要学会科学、
一致的沟通，其次就是要从实际出
发，从问题入手。

儿童早期教育  环境塑造是家风的核心 

社会性别主流化  家庭教育事关重大，性别平等不可忽视
“虽然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

已提出近20年，可是‘性别歧视’
仍 然 存在于当今社会。‘男尊女
卑’的性别刻板印象不仅影响着
人们对自身的定位，更为严重的
是，也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众多家
长对子女的教育取向。”4月8日下
午，湖南省妇联主席肖百灵讲解了
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问题，并从社会
性别的角度分析了家庭中的性别
歧视现象。她解释道，所谓社会性
别主流化是指在各个领域和各个
层面上评估所有有计划的行动（包
括立法、政策、方案）对男女双方
的不同含义，它的目标是男女双方
受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发生。

肖百灵在讲座中列举了大量
的国外关于家庭教育对儿童性别
角色社会化影响的研究。例如，以
色列的一项研究表明，母亲和父
亲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母亲的工作
地位显著地影响着父母和儿童的
性别角色态度。同时，她还以美国
为例，在美国的家庭中，男人和女
人并没有明确的分工，都可以承担
“家庭主妇”以及教育孩子的职
责。所以，在美国，无论是男孩还
是女孩，他们长大后也不会存在
家庭性别歧视。“这些案例就很好
地说明了，家庭中的性别平等的重
要性。”

男女生之间固然有性别差异，

这是生理使然。但是，肖百灵提醒
说：“如果广大家长能够克服自身
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在家庭教育
中尊重孩子的成长愿望，促进男女
生的优势互补，这样就会给我们的
孩子更多的成长和发展空间。”

肖百灵指出，家庭中的性别
歧视对于一个儿童的影响是长远
的，它会影响到儿童的角色定位、
性格养成以及职业发展等。家庭
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将会对社
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性别平等在
家庭教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不可
忽视的作用，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
度重视。

家庭与社会  一个家庭的家风会影响到社会的风气
“父亲很强调尊敬老人、正

直和善良。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的工作人员，每天一定是等到
9点钟新闻联播播完后才回家，
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父亲教
会了我们对于工作的精益求精和
执著。而我母亲是新思想的接受
者，所以我们家的家风是很民主
的。例如，在北京对长辈必须是
要称‘您’，但在我们家一直都
是称‘你’。现在，我们家六兄
妹 事 业 发 展 都 很 好 ， 性 格 也 很
好，这就得益于父母给我们的言
传身教和优良的家风。”

4月9日上午，一说起家风，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党委书记、现
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陆士桢
感慨万千。她告诉今日女报/凤网
记者，自己就是家风传承的受益
者，为人父母后，她也是这样去教

育自己的孩子的。因为，她深知，
家庭对一个人的一生有决定性的作
用，影响到孩子的价值体系、行为
模式和心理素质。家庭教育渗透在
日常生活照料里，它是一种终身教
育、非正规教育，但它是一切教育
的起点和基础。

“许多家长常常说，不要让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我倒要问
问你，你打算让孩子往
哪儿跑？”陆士桢一句
逗 乐 的 话 ， 道 出 了 新
时期家庭教育的一些问
题 —— 过 分 期 望 、 过
分 替 代 保 护 、 过 分 隔
膜……   

陆 士 桢 还 提 到 ，
现在的中国人特别喜欢
“看热闹”，李天一案
全民围观、文章出轨了

大家也是恨不得把他们家翻个底
朝天……这是国人一个普遍存在
的问题——猎奇。但这个问题其
实回归到最初的地方，就是家庭
教育尤其是家风。一个家庭的家
风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家
风是家庭教育很好的切入点，也
是家庭建设的切入点，同时还是
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切入点。

儿童权益  新时代的家风更应该注重儿童权益的保护

家风

学员们在认真听课。

来自省内各地的家庭教育者齐聚一堂，共话新时期的家庭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