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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教师家访的文化与教育价值
文

李瑾瑜

中国文化 从性 质上可以说 是

从另一个角度看，按照社会学

“ 家 文化”。我 们的主 流 文化 对

家费孝通先生的解释，中国漫长的

“家”的关注及其地位的肯定是极

农业文明所造就和形成的是“熟人

其显著的，儒家所倡导的“修齐治

文化”。这种文化强调熟人之间在

平”的文化治国策略，在本质上强

心理上的开放、亲近和凝聚，在物

调了个人与家庭的根本性作用。

质上的无私互助和支持，由此进一

因为“家”的重要，中国人也

步形成中国人的好客心理，家也是

就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教化场所，

对“熟人”开放、欢迎的场所，倾其

父母被看作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所有接待客人也是“家”文化的重

家风、家训、家书、家门等成为每

要表现。所以中国文化中，家不完

个人成长历程中非常重要的文化影

全是一个私密隐蔽的个人生活场

响背景。

所，还承载着“熟人”交往的职能，
具有开放的特征。尽管随着社会的

教 师 家 访是 中 国 文化 背

变迁和工业文明的冲击，家的私密

景中非常富有中国特色的教

性、隐蔽性和个人性的生活特征逐

育现象与教育活动

渐明显，但从文化认识与文化心理

家不仅被中国人看成 是人 生
的起 点，也被 视为中国文化的原

上而言，中国文化中的家庭，仍然
具有传统功能特征。

点。人生是从家开始延伸出去，逐

家也被视为重要的教育场所，

渐接触更大的世界。中国文化也从

加之其承 载着一定范围的交往职

认识家开始拓展开来，逐渐从家到

能，这就为教师家访奠定了坚实的

国到民族到社会，从私德到公德、

文化基础。甚至可以说，教师家访

中国“家文化”的根基孕

从个体到集体演化。
“家国一体”

是中国文化背景中非常富有中国特

育了教师家访这一独特的教

是我们的一种文化共识，
“我们都

色的教育现象与教育活动。

育文化，也是家庭与学校合作

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藏族和

教师家访 在中国得到关注和

的“中国模式”。伴随着中国

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妈

倡导，不仅因为家庭或家长是教育

人对家庭教育功能越来越清

妈叫中国”等诸多类似的歌词，其

的相关利益者，是学校的伙伴，是

晰的认识，教师家访会更显现

实反映的是人们心目中“家”文化

重要的教育合力者，更因为“家文

出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

与“国”文化的关联性。

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据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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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由于“修齐治平”的文化逻

及学校与社区的关系。但是，西方

“家长访 校”追求家长与教 师在

辑，家庭被视为中国社会的原点，

的教育文化采取的是一个与中国教

学校场域中教育的理性价值，而中

整 个社会的建 构以家为起点。基

育文化完全相反的路向，即鼓励家

国文化中的“教师访家”则更追求

于此，学校文化也就自然地对应为

长走向学校，我们可以称之为“家

教师与家长在家庭环境中教育的

“家文化”。

长访校”，而不是倡导教师走向家

情感影响。

我们在现实中倡导和要求师

庭，实现“教师家访”。

如此看来，中国的“家文化”

生要“以校为家”“爱校如家”，

在西方国家，家长 也被 视为

所支持的教师家访，可能更符合教

就 是校园即如家园；我们把 毕业

教育重要的合作力量，家校沟通同

育的人性特点和情感特质，应当是

的 学 校 称 为“ 母 校 ”，学 生叫 作

样是 一种重要的教育 观 念。但在

中国“家文化”赋予中国教育的优

“莘莘学子”，学校与学生亲如家

西方文化中，家庭被普遍看成是一

良传统之一。许多的教育事实也证

中的母 子；我们提 倡尊重教师时

个纯粹的个人隐私之所和私人生

明，教师家访普 遍具 有促 进教师

的所 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活领地，如果没有主人的热情同意

了解和研究学生、与家长建立教育

也是师父 相 对，犹 如家中的父子

或盛情邀约，外人是不可以随便进

共识、共同寻求帮助孩子成长的对

关系；同学之间互相亲称为师兄、

入其家庭的。因此，西方文化鼓励

策、密切协商式和合作式心理关系

师弟、师姐、师妹，也是对应家庭

和支持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是以多

等重要的价值。

中的兄弟姐妹关系。如此等等，家

种多样的形式，尤其是以“家长义

但是，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我

校从文化根基上就建立起紧密的

工”的方式让家长走向学校，提供

们并没有建立有效的家校合作和

联系。在这种联系中，教师家访既

志愿服务，体现教育合力的价值。

教师家访的制度文化，对家校合作

成 为学 校的使命，也是教 师 职 业

所以，中国文化倡 导 教 师走向家

和教师家访的理论研究也不够重

的内容，更是家 庭与学 校共同担

庭，并采用规定的方 式要求学校

视。虽然在实践中许多学校成立了

当教育责任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实行家访，而西方文化鼓励家长走

家长委员会，建立了家长学校，也

也 就自然成为中国教育文化的一

向学校，多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参与

提倡教师家访，但其运作多是体制

个重要特点。

学校事务。因此，也就有了东西文

化、形式化的。

这个特点与西方教育所倡导的
“家校合作”相比较，确实有自己

化背景下的“教师访家”和“家长
访校”的差异。

随着家 校 合作 的 认识 逐
渐 深 入，教师家访的传 统 又

的独特内涵与意义。西方的教育文

这两种差异都是文化差异的

化，的确很关注家校合作。我们阅

体现，不能断然 评 判孰优孰 劣。

读西方的教育文献，会发现讨论教

但 是，如果从教育的理性价值和

在长期的“家”
“校”疏离的情

育问题一定少不了谈论家校合作以

情感影响的角度看，西方文化中的

况下，我们尽管能够认识到教师家

有了回归的迹象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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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的重要性，却没有实际措施保障

教师家访的请求，拒绝教师 到家

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

教师家访。所以，教师家访的传统

而提出去酒吧、饭店等公共场所见

“注 重 家 庭、注 重 家教、注 重 家

一度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家文化”

面，使得“家访”无家可访进而变

风”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的变迁，包括家庭观念变化、人口

成例行公事的形式。

应当很好地加以传承，要高度重视

的流动、居住时空分散、教育普及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新情况，

家庭建设，切实“使千千万万个家

与学生数量增加和构成的多样等

有调研证实农村学生家长普遍欢

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

诸多因素的影响，教师实际的家访

迎教师家访，对家访认同度更高。

和谐的重要基点”。

逐渐弱化甚至销声匿 迹。尤其是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社会变迁过程中

教育部也颁发了《关于加强家

信息技术手段如电邮、短信、QQ、

“家文化”的变化特征对教师家访

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强

微博、微信等交流方式的出现，使

的影响。

调要充分认识加强家庭教育工作

得家校合作也呈现出技术化倾向，

城市家长倾向于认同“家”的

的重大意义，明确家长在家庭教育

教师和家长面对面的沟通逐渐缺

私人属性，对主动“访校”更有意

中的主体责任，更要充分发挥学校

失，教师家访也就被技术方式所替

愿；农村家长倾向于恪守“家”的

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代而中断。这样的状况，使得中国

传统，对教师“家访”更感兴趣。

对“家文化”和家庭教育的如

“家文化”所滋养的教师家访的教

但 是，农 村 家长因为文化 水平所

此倡导与推崇，必然会促使教师家

育传统逐渐衰微。

限，与教师沟通能力不足，在教育

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散发

如今，由于对家校合作的认识

上配合教 师力量也较弱，而且 农

出璀璨的教育光芒。今天的教师家

逐渐深入，教师家访的传统又有了

村留守儿童的隔代抚养、寄养、托

访，不仅是要实现家与校的互相了

回归的迹象与趋势，倡导、呼吁教

养现象普 遍，致使教师家访功能

解和理解，寻求家长与教师共同发

师家访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强烈，许

与目标的实现受到较大 影响。这

力的教育对策和方法，更包含着教

多地方和学校也逐渐建立制度，规

些现实问题，需要 我们认真对 待

师对家长专业的教育咨询与指导。

定了教师访问学生家庭的次数和

和思考。

基于文化的意蕴认识教师家访

中国“家文化”的根基孕育了

的优良传统，借助社会文化的变迁

但在实践中，制度化的家访又

教师家访这一独特的教育文化，

视角正视和研究教师家访的诸多

遭遇到了许多新的困难和问题，这

也是家 庭与学校合作的“中国模

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探寻教师家

些困难和问题有的来自教师主客

式”。伴随着中国人对家庭教育功

访顺利实现的路径与策略，是我们

观因素的影响，更多的是来自家长

能越来越清晰的认识，教师家访会

需要关注的新课题。

对教师家访所持有的不同态度的

更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

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2 015 年春节

影响。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教授）

例如，有的家长对教师家访表

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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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理解或无所谓，有的家长则直

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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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反感、抵触，甚至有的家长面对

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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