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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educational reform,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he combination of family and school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to make the home school
education can better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action, we must first realize the valu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family and school, then get a further research of the unique value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At last, by discussing the necessit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family and school,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has been tal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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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而要使家校教育更好地实现一体化互动，就要首先认识到家校合作的价值内涵，进而深入研究家庭教育
和学校教育各自的独特价值，再通过论述家校合作的必然性，谈及两者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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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外学者对家校合作的重视已经具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苏联教育家苏霍
姆林斯基就曾说：“最完备的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结合。”[1]在英国，家长担任课堂“教
学助手”，在家校合作方面成果显著。而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对家校共育开始重视，如 1994 年 8 月
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第 15 条明确提出了“要通过家长委员会、
家长学校、家长接待日等形式，同学生家长建立联系，大力普及家庭教育知识、吸收家长参与德育过程。”
若进一步追问，为何国内外都对家校合作如此重视呢，是不是因为家校合作有着极高地价值，那么有何
价值内涵呢。

2. 家校合作价值的内涵
价值泛指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家校合作有其价值，这个已达成共识。具体
有何价值，则往往给出“有效促进学生发展”这样的答案，但深入研究，会有很多问题，比如家校合作
是促进学生文化水平的提高还是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比如家校合作中家长是遵守老师要求负责在家督
促孩子学习，还是充当“好老师”的身份，因为目前一部分家长以“学生最听老师的话”为借口，认为
教育是学校的事情，自己能力有限教育不了孩子，还有家长则恰恰相反，认为学校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
对于孩子的思想状况并不关注；更有家长认为家庭教育尤为重要，提出在家教授孩子文化知识。以上观
点其实都是认知取向教育观的体现，但绝不能用认知目标作为评判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价值的单一标准。
家校合作的价值其实有多方面的阐释，就学生而言，家校合作扩展了学生在学校和家庭两个世界，
使教育实现形式上、时空上的拓展；就家长而言，家校合作使得家长和教师在沟通中教育理念不断改进、
更新，逐步改变落后的教育观念,并能进一步趋向一致，从而正确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就学校而言，通过
家校合作，学校教育资源得以共享，同时有助于解决教育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整个社会而言，学校对
某个特殊家庭或某类特殊家庭的关注和帮助，可以促进教育的公平。可见，家校合作的价值有着多维度
的价值，这与他们各自具有的独特价值是分不开的，那么他们各自又有着什么样的价值[2]。

3. 家庭和学校价值的独特性
正如教育的环境可以分为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学校或家庭作为其中的一个要素，各有其特点和优势，只有在尊重双方个性特征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两
者的优势互补，从而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一) 家庭教育的盟约性和学校教育的契约性[2]
社会学上根据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质，常常会区分两种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
为在一起生长而形成；另一种是很明确的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用涂尔干的话说，前者是“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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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结”，后者是“有机的团结”。用中国人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礼俗社会是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从社会秩序维持的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相对于法理社会而言。
“礼”和“法”
不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奉行权利和义务为基础的契约精神，“礼”遵从以情感和信念为
传统的盟约精神，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2]。
家庭中，家长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需要双方一致同意，是天然的血缘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
最有感情的人际关系；而在学校中，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则是后天的，是一种教与学、培养与被培养
的关系，学生在校受学校规章制度的监管，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教师也受相应法律法规、学校政
策的约束。因此，亲子关系偏向盟约性，师生关系偏向契约性。
(二) 家庭教育的随意性和学校教育的规范性
“学校教育是由专职人员和专门机构承担的，有目的、有系统、有组织的以影响人学者身心发展为
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3]学校里的老师都是受过专业系统培训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根据国家制定的教
育大纲，遵循学生身心成长的规律，有目的，循序渐进地对学生进行教育[4]，因此学校教育具有科学性、
规范性。而家长虽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但却没有科学、系统的知识体系和教育的方式方法，因此家
庭教育相对比较随意，是随家庭日常生活进行的，多采取“遇事而诲”的形式，没有固定章法可言[5]。
(三) 家庭教育的个体性和学校教育的整体性
在如今的家庭中，不少是独生子女，子女就是家里的核心，因此使得家庭教育成为个别教育，着眼
于家庭的个体利益，多能关注子女的个性化要求；而学校教育面向的是大多数学生，着眼于社会整体利
益，而且学校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学生在学校教育中感受到的是群体教育的氛围。
可见，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着各自独特的价值，在教育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要使其各自价值发
挥到最大化，就要学会将两者的价值融合。

4. 家庭和学校价值的融合
正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施行学校–家庭教育不仅可以很好地培养年青一代，而且还
可以使家庭和父母的道德面貌完美。没有对子女的教育，没有对学校生活的积极参与，没有成人与孩子
之间经常的精神上的接触和相互充实，就不可能有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的家庭本身，不可能有学校这个最
重要的教育教学机关，也不可能有社会在精神上的进步。”[1]我国学者黄河清所说：“家校合作是家庭
和学校以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学校指导家庭教育，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的双向活动。”由此可见，家校融合已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问题，并有其一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4]。
(一) 学生思想的特点
现在我们的学生多为独生子女，从小就有父母、外公外婆、爷爷奶奶 6 个人的溺爱，自然成为家庭
的中心，造成缺少生活自理能力，而且人从出生到成年，多数时间是在家庭中与父母一起度过的，父母
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更是终身的教师，父母对子女而言，不仅是物质的提供者，更是精神的支持者，
情感的慰藉者，是子女前进路上的指引者，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因此子女对家庭有着较强的依赖
性。此时发挥家长在学生教育中的影响和渗透力，家长与学校进行及时有效党的沟通交流，对学生进行
协调一致的共同教育，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是有利的[6]。
(二) 时代特点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扩张，当今的父母相比老一辈具有更高的文化程度，因此他
们对子女有更好的期望，对培养孩子成才有更好的规划，另外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潮流的到来，社会已
步入了网络时代，家长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学习各类知识，并能通过 qq、微信等了解子女动态，查看学校
近况，从而更好地与学校老师沟通，参与子女的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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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作用
诚如前面提到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各自的独特价值，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有着不可取代的
优势，但教育的内容过于标准化、统一化，容易千篇一律，忽视学生个体的差异性，有死板之弊端，而
且学校教育偏向理论化，脱离学生的实际生活；此外，学校的教师面向全体学生，且大部分都是教授完
课程即离开，与学生接触的时间不长，很难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因而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家庭教
育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场所，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尤为重视，家长面向的就是自己的子女，因此个
别教育是其最主要的特点，教育的渗透和感染作用比学校教育大，但家庭教育中，家长往往按照自己的
意愿来为子女定下未来的方向，没有从专业角度考虑子女自身的能力，水平，能力，爱好等。而且家长
自身水平参差不齐，没有受过比较系统科学的培训，有些家长把学习看做是第一要务，有些家长则认为
尽早毕业，多赚钱才是正道，多带有功利眼光，忽视子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需要。
因此，学校和家庭是两个不同的教育者，他们有着各自的优势，也有各自的局限性，强调任何某一
方或忽视某一方都是不可取的，只有两者形成合力，使教育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的教育才能形
成事半功倍的效果[7]。诚如苏霍姆林斯基很重视家校合作，他曾经说：“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
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那么学校的教学和教育的过程就会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
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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