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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家庭建设专题研究
主持人: 陆士桢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主持人语: 家庭建设，特别是家庭教育，关乎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关乎党和国家的

发展。因此，为青少年儿童成长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是新时期青少年儿童工作者的重要职

责。家庭建设和家庭教育的理论是青少年儿童工作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建设的重点

是家风，而家风建设的基础是家教。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建设和家

庭教育，把家庭建设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点，提出了“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

建共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建设的十六字方针。本栏目的四篇文章深入探讨了习近

平同志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思想，分析了我国家庭文化道德价值发展的历史演变，并通过

实证研究分析了当前我国家庭建设、家庭教育的现状和问题，对如何加强家庭建设，特别是

发挥家庭立德树人功能提出了建议，期望以此引起青少年儿童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并希望这个领域里能涌现出更多成果。

对新时期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

论述的理论认识和分析
陆士桢，胡礼鹏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要重视家庭建设，指出要

把家庭建设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点。笔者从“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

享”四个方面对新时期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根本目标和方向的论述进行分析阐述，并从习近

平提出的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三个方面解析与界定家庭、家教与家风的深刻内涵，

认为家庭教育不仅是品德教育，还是做人教育，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育人，内容在于传

递优良的价值观、培养良好的行为模式和塑造积极的情感特征。新时期习近平关于家庭建

设论述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全党全

社会认真学习领会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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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传统文化对人的教化与

影响。然而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闯

入，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造成冲

击，中国社会在中西方文明抗争胶着的过程中动

荡前行。一方面社会呈现出与传统抗争过程中

的动荡与不安定; 另一方面却乱中有进，因为其

内部蕴含和催生着现代因子的萌芽与生长。家

庭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遭

遇了近代危机，旧式家庭制度受到冲击，原有的

“大家庭”日趋减少;“小家庭”或独立家庭出现，

乃至今日，核心家庭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家庭类

型。可以说，近现代社会变迁，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了全社会对传统家庭、家教和家风的忽视甚至

漠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家庭教

育的日益重视，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研究日益增

多。同时，“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使得新生代

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越来越被重视。但总体上，

教育界对公民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关注及热情远

远高于家庭教育。

笔者从社会转型理论和群体动力理论的视

角研究现当代家庭建设。社会转型理论的核心

是“变化”或者“变迁”，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是社

会发生变迁的过程，这不仅表现为政治体系和经

济结构的变化，也包括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变

化，以及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的变化。自近代以

来，我国家庭教育的内外部环境都处于“变革”

之中，并不断受到西方思想文化、教育方式等因

素的影响。如今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多方面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变革，国家治理体制

结构上，由传统宗法社会向现代民主法制社会转

变; 经济体制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

小农自给向工业信息化社会转变; 社会意识形态

上，由封闭排外向包容开放性社会转变。因而，

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探究新时期如何更好贯彻

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家庭建设的讲话精神，意义重

大。而所谓群体动力，就是群体中各种力量对个

体的作用和影响力。群体动力理论最早由德裔

美国心理学家勒温于 20 世纪初开创，认为人的

行为是内在需要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作为在群体中的个体，其行为不仅取决于个人的

生存状态及生活空间，还受到了群体这一心理动

力场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在家庭中，父母和子

女构成一个小群体，父母与子女间会发生交互作

用，父母的态度和行为，小到言谈举止、大到教育

理念，都会对子女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

多次谈到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强调要将“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命运紧密相连”，将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今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于家庭、家教和家风的建设

培养过程中。我们需要切实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精神，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建设

论述的理论认识和分析，进一步明确新时期家庭

建设的原则和方向。

一、把家庭建设当作治国

理政的重要基点

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点和思路来看，

建国初期毛泽东治国理政的重点在政治层面，在

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和方向的原则下，强调政治治

国，围绕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展开国家的各项工

作，注重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政治基础。改

革开放后，邓小平治国理政的重点在经济层面，

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来，大力发展经济，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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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加

强反腐力度，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

设和文化传统的传承，同时注重家庭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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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见，家庭建设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点，是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举措。

首先，2013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老

虎苍蝇一起打”的新理念，揭开反腐新序幕。在强

有力的反腐风暴中，不论是徐才厚、周永康等“老

虎”，还是从科长到村长等群众身边的“苍蝇”，

都无所遁形。应该说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习

式反腐”，旨在解决党内存在的贪污腐败问题，要

重塑的是我国传统的廉政文化。其次，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力抓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用 24 字分别从国家、社会和

公民个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出了

系统性的凝练。从个人层面的公民基本道德准

则入手，为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目标的实现奠定

基础，要建构的是当代核心文化。再次，习近平

总书记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强调要

把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当成工程来抓。中共

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以下简

称《意见》) ，《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

层、更持久的力量”，要发扬传统道德文化。此

外，抓家庭建设，把家庭建设当作治国理政的重

要基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

多次谈到要重视家庭建设，强调家庭在社会建设

和发展当中的基础性地位，强调家庭建设是国家

和社会的价值基础。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

价值的重构当成执政的基础性工程，以此来重塑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搭建

起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新社会价值观，提高

党的执政能力和治国理政本领，解决中国现实问

题。在这样一种治国理政思路下，习近平总书记

将家庭建设作为执政的重要基点: 党风清、政风

廉的根基在家庭，需要在家庭中涵养廉洁文化;

道德品质培养的沃土是家庭，需要在家庭中培育

良好品德; 文化传承的基因和细胞是家庭，需要

通过家庭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的脉络、重塑中华传

统文化的基因。

二、提出了当前我国家庭

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方向

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

建设，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

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当前及今

后一个时期的家庭建设提出了根本目标和指引

方向。

( 一)“爱国爱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家庭指明了政治方向

家庭是社会的产物、实践的产物，具有社会

历史性。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血缘宗法为社会

根基和纽带的国家，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

大，而家庭教育是伴随着家庭的建立而诞生的。

首先，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我国家庭教

育思想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在传统社会里，自给

自足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在这种经济模式

下，家庭成为整个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和经济

单位。子女们从父母及其他长辈那里接受勤劳、

俭朴品质的教育，并且学到各种谋生的生产和劳

动技能。其次，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观念是我国

家庭教育思想产生的文化根基。儒家文化是中

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基本内容是忠、孝、

仁、义、礼等纲常伦理。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的

家庭观念强烈，在家庭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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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庭和家族视为枢纽: 修身服从于齐家，而齐

家是治国平天下之本。从而，己、家、国三位一

体，家既是己的依托和归属，又是国之本，家国

同构。

孟子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这与西方所奉行的“原子化个人”的观

念不同，中国的个人首先是置于其原生家庭之

中，然后将视野从个体的小家庭投向国家的大家

庭，从家族的小团体走向国族的大团体，“家族宗

族思想扩大为国族，要使儿童知道中国旧道德有

必须保存的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2］。在民国

时期，虽然受外国文化冲击而面临剧烈社会转

型，但“家国同构”“爱家爱群一体”的教育理念

仍是社会主流，“一个人只能独善其身，而不能爱

群，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是不适宜生活于二十世纪

的时代里的。爱群乃是促进个人在社会所获得

幸福之要素，无论何人应当具备”［3］。在中国，爱

国和爱家是一体的。故而家庭的一项重要任务

和职责就是为国家培养具有“天下为公”观念的

“公民”，而不是仅将视野局限于个人和原生家

庭的“私民”。在家庭教育中实现私德与公德的

有机统一，实现家庭与国家的接轨与融合，是中

国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

习近平有着浓浓的“家国情怀”，他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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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提出的“爱国爱家”的“家国情

怀”，将我国的家庭梦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民族梦和国家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建设

指明了政治发展的方向。

( 二)“相亲相爱”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家庭指明了情感方向和目标

“爱”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和共有的价值，家

庭具有情感抒放和情感延续的功能。“相亲相

爱”强调了原生家庭的情感塑造和家庭成员之间

爱的互动，这需要在家庭中进行“爱”的教育。

家庭中“爱”的教育包含两个层次: 一是指父母

对子女无私且有原则的爱; 二是指父母给予子女

“爱”的能力，教会他们如何去爱自己、爱其他

人，甚至是爱国家。如此，家庭和谐、国家和谐才

有情感上的基础。

然而现实情境中，“爱”的教育受到了多方

挑战。一方面，随着生育政策的实施和社会转型

的加剧，家庭结构核心化和少子化趋势越来越明

显，这使得子女一出生就成为重点呵护的对象，

导致部分家长过分溺爱子女。另外一方面，双职

工家庭越来越多，许多年轻父母因工作繁忙无暇

照顾子女，小孩多由长辈或保姆照顾。这常常导

致亲子间情感互动不频繁，亲子关系不融洽等问

题。同时，青少年的价值观尚未定型，很容易受

到社会中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

不良思想的影响。如果父母没有及时进行引导，

孩子很容易出现价值观扭曲、理想信念意识薄

弱、“爱无能”等问题。

“爱”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在家庭教育中，

父母需要有意识地去培养和提高子女“爱”的能

力，并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力求实现“爱”的代

际传递，从而实现家庭的内部和谐。家庭里的情

感和爱，不仅是一个人社会行为的基础，还是整

个社会情感氛围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

和睦的家庭里长大，深谙家庭和谐幸福的重要，

他孝敬父母、爱护妻儿: 因公务繁忙无法参加父

亲 88 岁寿宴时，他抱愧给父亲写了一封深情款

款的拜寿信; 他日理万机却时常抽空陪 90 岁高

龄的母亲吃饭、散步、聊天; 他席不暇暖却时刻牵

挂着奔赴各地慰问演出的妻子，只要条件允许，

无论多晚，每天都要跟妻子至少通一次电话; 他

案牍劳形，但也会骑自行车载着年幼的女儿玩

耍。在习近平看来，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亲相爱不

是一件仅与家庭有关的小事情，更是一件关系到

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大事情。因为“家庭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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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

社会文明。我们要认识到，千家万户都好，国家

才能好，民族才能好”。［4］

“相亲相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指明

了情感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家庭成员尤其是儿

童将自爱、爱他人和爱国家相统一，才能形成“我

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风气。

( 三)“向上向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家庭树立了道德标准

“向上”强调的是立志，是把每个人的发展

和国家、民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少年先

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各族少年儿童要从小学习做人、学习立志、学

习创造。在童年这个人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就要

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培养好思想、好品行、

好习惯，做祖国的好儿童和祖国未来的建设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志向，但

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

起，这是人们各种具体志向的底盘，也是人生的

脊梁。［5］

“向善”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紧密相连，它

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是在价值观念上我们要

习得“仁爱”的价值观，二是在行动上要践行“行

善”的行为模式，知行合一。“仁义礼智信”是中

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中的核心理念，这一重要的价

值理念，对于指引民族文化发展方向，培养民族

品行特质，发展民族凝聚精神都有重要的作用。

其中，“仁( 爱) ”在我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处于核

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

的根本，是中华儿女所普遍认同和共同遵循的道

德准则，在新时期能够结合时代特征有效地转化

为新的时代内涵，如可以转换为共同发展、社会

和谐、世界和平、友好相处、团结互助、爱岗敬业、

人文关怀、合作共赢、爱护自然、集体主义、人道

主义和慈善精神等价值内涵。［6］而在中国传统文

化之中，“善”不是抽象的、空泛的，而是通过具

体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我国自古就强调“积德行

善”，如《孟子·离娄下》中的“爱人者，人恒爱

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三国志·蜀书·先主

传》中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通过传承爱的观念和行善的准则，发扬普通人身

上蕴含的善的力量，可以泽被后世。
( 四)“共建共享”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家庭提供了建设机制

一直以来妇联组织是我国家庭建设和家庭

教育的主责单位，但随着社会建设的进一步发

展，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到家庭建设活动中来。

与我国其他社会事务的管理一样，家庭建

设、家庭教育秉承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的建设机制。《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

划( 2016—2020 年) 》中，共有全国妇联、教育部、

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协、中
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九大主体参与到家庭

建设中来。在党委系统，宣传部门、文明办负有

文化舆论建设、思想引导等责任。而教育部、文

化部、民政部等政府部门在制定家庭建设和家庭

教育法律法规，完善家庭建设、教育运行体系和

教育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 担 负 重 要 任 务。如

2015 年教育部制定了《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

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在进一步加强家庭教育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妇联等群团组织具有广泛

动员群众、开展丰富多彩活动的优势，在群众性

的家庭教育思想普及和活动的开展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功能。而广大社会组织则具有专业化

服务的优势，是“共建共享”不可忽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需要共建，而家

庭建设的成果要由全社会共享。

三、注重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在 2015 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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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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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首先，需要认清什么是家庭和家庭教育。对

“家庭”内涵的界定有众多认识，例如费孝通认

为“父母子形成的团体，我们称之为家庭”; 孙本

文认为“通常所谓家庭，是指夫妇子女等亲属所

结合之团体而言。故家庭成立的条件有三: 第

一，亲属的结合; 第二，包括两代或两代以上的亲

属; 第三，有比较长久的共同生活”［8］50 － 51 ; 陈桂

生认为家庭是由以一定的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

收养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初级社会群体组成的; 马

克思、恩格斯说，“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

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值。这就是夫妻

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

庭”［8］50。从这些界定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家庭

是男女两性以婚姻关系为基础，并以血缘关系或

收养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同时，家庭也是个

体与社会沟通的纽带和桥梁，每个人都是由家庭

而走向社会，开启社会化进程的。

家庭教育是人类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不

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作出解释。《中国大百

科全书·教育学》中把家庭教育定义为“父母

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内自觉地、有层次地对子

女进行的教育”。缪建东在《家庭教育社会学》

一书中 指 出“家 庭 教 育 是 人 类 的 一 种 教 育 实

践，是在家庭互动过程中父母对子女的生长发

展所产生的教育影响。广义的家庭教育既包括

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又包括子女对家长的教育，

甚至包括双亲之间、子女与子女之间、子女与祖

辈之间相互产生的教育影响。狭义的家庭教育

是指父母对子女所形成的影响”。也有学者认

为，“家庭教育，本有广狭二义: 狭义之家庭教

育，系指子女入学以前之教育，又名曰学前教

育，其意谓子女入学以前时期之教育，应由家庭

负责，子女既入学之后，似可无教育责任，完全

委之于学校矣。广义之家庭教育，系指家庭对

于子女之一切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之种种

精神上，身体上之教育也。现在所谓之家庭教

育，应为广义之家庭教育”［9］。

从更为广义的概念上来说，在家庭教育活

动过程中，父母在对儿女施加教育行为和影响

的同时，他们也会从子女的反馈及互动中受到

反向的教育与影响，也就是说家庭教育应是双

向互动而非单向施加。因而“家庭教育”是指

在家庭场域中，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教育意义的

实践活动( 以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为主) ，教育方

式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 可以是显性

的，也可以是隐性的; 可以是有意的，也可以是

无意的。

其次，我们需要界定家风。学界对“家风”

的界定主要有以下观点: 徐梓从“家风”与“家庭

教育”相区分的角度来进行概念界定，认为“家

风”是家庭文化，是门风，不只是传统的家庭教

育。他认为，“家风”是“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延续

过程中形成的自己独特的风习和风貌，以一种隐

性的形态存在于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

成员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习

性”。［10］鲍鹏山认为，“家风”是“一个家族代代

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

质、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11］

何志筠、敖萍认为，“家风”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的灿烂文化所孕育的传统美德逐渐形成相对稳

定的家庭文化，具有传承性、社会性、时代性和多

样性。［12］通过以上界定可以看出，从纵向上来

说，“家风”具有时代性和传承性。“家风”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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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化，是一个家族几代家庭纵向上长期的文化

积淀的结果，需要进行传承。
“家风”是一个家庭和家族传承下来的一种

风尚。这里有四个关键词，分别是: 家庭、家族、

传承、风尚，四者缺一不可。家庭、家族和传承无

需赘言，关于“风尚”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

读: 首先，“风尚”是一种价值观。比如“孝”是一

种行为，但其背后有“敬”这一价值观念在里边。

因此，“风尚”首先是一种价值观，是一个民族、

一个社会文化价值传承的重要载体。其次，“风

尚”是一种行为规范。比如在家庭就餐时，第一

碗饭要盛给老人。这是一种行为，这样的行为积

累起来，就构成了社会规范的基础。此外，“风

尚”还渗透着一种情感。“孝”的背后渗透着情

感。因此，每个家庭“家风”的建设一定是社会

情感交融、和谐共处的基础。无数个家庭的“家

风”，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之

一。所以，我们要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

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习近平总书记的家庭一直秉承着“从严教

子、勤俭持家”的优良家风。他的父亲认为，作为

党的高级干部，端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和自己

的家属做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习仲勋多次对

儿女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

了个好名声!”习近平总书记受父辈所传承下来

的家风影响比较大，他常告诫身边的同事和亲朋

好友:“不能在我工作的地方从事任何商业活动，

不能打我的旗号办任何事，否则别怪我六亲不

认。”习近平总书记为女儿取名明泽，就是希望女

儿在成长的道路上，能够清白做人，做一个对社

会、对国家有用的人。这些都体现出质朴家风的

代代传承。

四、家庭教育是品德教育

和做人的教育

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教育主体和系

统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学校、社会和家庭。学校

的主要教育内容和任务是传授知识，教育方法以

课堂教学为主，具有系统性、完整性、系列化等特

点。社会教育是多元教育，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影响，教育内容比较丰富，包含社会行为、社会价

值等，特别是在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社会教

育扮演重要角色。社会教育的方式主要有传媒、

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 学校、少先队等) 、社会上

的人和事以及儿童的社会性参与。而家庭的定

位应是“抚育”，即抚养和教育，要两者兼顾。

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

记在多次讲话中指出，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品德

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广大家庭都要重言

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

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

的第一个台阶”。在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开幕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各族少年

儿童提出“三学”要求，第一点便是要“学习做

人”。他强调，“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怎样做

人、怎样做一个好人。要做一个好人，就要有品

德、有知识、有责任，要坚持品德为先”［5］。而家

庭教育的核心就是做人的教育，要引导孩子们做

人的气节和骨气。习近平总书记说，他对国家的

责任感与使命感，就是在他年幼时从家庭中培养

出来的。他曾经回忆:“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估计

也就是五六岁，母亲带我去买书……我偷懒不想

走路，母亲就背着我，到那儿买岳飞的小人书。

买回来之后，她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

故事。我说，把字刺上去，多疼啊! 我母亲说，是

疼，但心里铭记住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

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

标。”［13］

家庭教育的内容要从三方面来理解: 第一是

传递价值观，即日常生活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

错的，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 第二

是培养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是长期以来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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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形成的一种行为方式，这一行为方式主要来

源于原生家庭; 第三是塑造情感特征。这三方面

恰恰是一个人人生中最重要的要素。所以，家庭

教育内容决定一个人的人 生 命 运。美 国 学 者

Albert Edward Winship 在 其 Jukes—Edwards ∶

A Study In Education And Heredity 一书中记录了

这样一项研究: 对爱德华兹家族和马克·尤克斯

家族 200 年来的历史进行了对比。经过比较两

个家族，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结果: 爱德华兹家族

人口 1394 人，其中有 65 位大学教授，14 位大学

校长和学习机构院长，100 位律师，30 位法官和

法学教授，超过 100 位牧师、传教士和神学教授，

3 位议员，1 位副总统。而马克·尤克斯家族人

口总数 1200 人，其中有 310 名职业乞丐，130 名

罪犯经常因犯罪而坐牢，7 名杀人犯，60 名小偷

平均坐牢 12 年，50 名妓女，20 名商人 ( 其中有

10 名是在监狱学会经商) 。这个案例非常直观

地让我们看到家庭教育的差异对后代发展和整

个家族的延续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也从另一

个角度证明，家庭教育主要是品德教育和做人的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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