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家庭教育指导大纲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提高我省家庭教育总体水平，促进儿童全面健康发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

结合我省多年来家庭教育工作实践，现将原《江苏省家庭教育纲要》（2001

年）更名为《江苏省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并修订如下。 

第一章 总纲 

一、家庭教育的基本含义：是由家长（主要指父母及家庭其他成年成员）

自觉地、有意识地按照一定社会关于培养人的准则和要求，通过自己的言传身

教和家庭的生活实践，对儿童实施的教育。家庭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和终身教

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关民生幸福和社会和谐。家庭教育具有早期

性、终身性、灵活性、互动性、社会性等特点。 

二、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立足于家

庭，协同学校和社会，对子女进行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教育，促进

孩子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适应未来需要

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建设者。 

三、家庭教育的基本理念：一是以身作则。家长要在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方面为孩子作出表率，做到言行一致。二是循序渐进。家庭教育要遵循儿童的

身心发展规律，有目标、有步骤地进行。三是因材施教。家长要从孩子的年龄

特征、个性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培养教育。四是严慈相济。既指父母的

相互配合，又指对父母的任何一方而言，都要做到严格要求与慈爱关怀相配

合。 

四、家庭教育的工作目标：用现代的科学教育理念，指导家长明确自己培

养下一代的责任，提升合格家长应具备的素质，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掌握科



学的教子方法，不断提高家庭教育水平，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服务，为促进全社

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服务。 

五、家庭教育的指导原则：一是坚持“儿童为本”原则；二是坚持“家长

主体”原则；三是坚持科学性和适用性结合原则；四是坚持系统性和针对性结

合原则；五是坚持“多向互动”原则。 

六、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的适用范围：本《大纲》适用于全省各级各类家庭

教育指导机构和相关职能部门、社会团体、宣传媒体等组织对新婚夫妇、孕

妇、18岁以下儿童的家长或监护人开展的家庭教育指导行为。 

第二章 家庭教育指导的内容和要求 

 

一、孕期的家庭教育指导 

（一）家庭教育指导重点 

引导怀孕夫妇共同做好优生、优育、优教的知识准备、心理准备和物质准

备。  

（二）家庭教育指导内容要点 

1、重视孕前指导 

鼓励计划怀孕夫妇参加孕前健康教育、优生健康检查、风险评估、咨询指

导等专项服务。选择适宜的受孕年龄和季节，并注意形成良好的饮食卫生和生

活习惯。 

2、关注孕期保健 

指导孕妇掌握优生优育知识，配合医疗卫生机构进行产前检查和产前诊

断，做到早发现、早干预；避免烟酒、农药、化肥、辐射等化学物理致畸因

素，预防病毒、寄生虫等致畸因素的影响；科学地增加营养、合理作息、适度

运动，进行心理调适，促进胎儿健康发育。 

3、培训准家长 

指导孕产期夫妇做好当家长的心理准备，学习育儿的方法和技巧，购置儿

童生活必备用品和保障母婴健康的基本卫生用品，营造安全温馨的家庭环境。 

二、0—3 岁年龄段家庭教育指导 

（一）家庭教育指导重点 



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的保育工作；进行婴幼儿生长发育规律基本动作的训

练，语言发展训练；掌握引导婴幼儿利用感官发展感知能力、交往能力的技

巧；探索逐步建立安全型亲子依恋关系的方法，培育良好的习惯和性格。  

（二）家庭教育指导内容要点 

1、新生儿期 

从出生到满 28天为新生儿期。此阶段孩子身体各器官的发育不完善，生理

功能不健全，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差，抵抗力弱，发病率及死亡率高，以

保养为主。 

（1）母乳喂养指导 

指导母亲加强乳房保健，在产后尽早用正确的方法哺乳；在睡眠、情绪和

健康等方面保持良好状态，科学饮食，合理营养；早开奶，按需喂哺。在母乳

不充分、母亲无奶或不适宜哺乳的情况下采取科学的混合喂养方法，适时添加

辅食。每天应给新生儿喂水。 

（2）科学保育指导 

一是环境适宜。新生儿体温调节功能差且不稳定，因而必须做到冬季保

暖，夏季防暑。室温保持在 20-22℃，湿度在 50％左右。随着气温的变化，随

时调节室内温、湿度，要保持室内环境清洁卫生、阳光充足、空气新鲜、安静

舒适。  二是预防感染。新生儿皮肤粘膜发育不完善，病原菌容易侵入，因

此，新生儿的脐带脱落后应勤洗澡，保持皮肤的干燥、清洁。衣、被应勤换、

勤洗、勤晒，奶具、食具均应煮沸消毒。护理新生儿前要洗手，防止交叉感

染。三是悉心护理。要特别耐心细致、动作轻柔、观察敏锐。新生儿衣着要柔

软、轻便，透气性好。要培养独睡习惯，经常搬翻小儿头位、体位及睡姿，防

止头形不正。每天给新生儿进行抚触，让大量温和、良好的刺激通过皮肤传递

到中枢神经，有利于新生儿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和安全感，增进亲子交流。

发现小儿哭声无力、呼吸增快、面色改变、不肯吃奶、经常哭闹、大小便有异

常等均应及时查找原因，必要时请医生诊断。 

2、婴幼儿期 



从出生 28天至 3周岁为婴幼儿期。这个时期家庭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小儿

良好的生活、卫生和行为习惯，促进动作的发展，进行智力启蒙，发展口头语

言能力，培养良好的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能力。 

（1）习惯培养指导 

指导家长根据婴幼儿的身心特点开展四大习惯的培养：一是饮食习惯。婴

儿从 4-6个月开始添加辅助食品，为断奶作准备。但不宜突然或生硬断奶，否

则会影响小儿情绪和健康。1岁半左右的幼儿应开始拿匙吃饭；2岁能拿匙扶

碗；3岁能独立进餐。平时尽量少吃零食，不挑食、不偏食，进餐时不玩耍走

动。饭前洗手，饭后漱口。二是睡眠习惯。1岁左右小儿除晚间 10小时左右睡

眠外，上、下午各小睡 1．5—2小时；1岁半以后，午睡 2—2．5小时。小儿

睡床应有栏杆，培养自动入睡的习惯。三是穿衣、盥洗习惯。要求 1岁以上小

儿能在大人帮助下穿衣、盥洗；3岁左右逐步能独立穿、脱单衣及鞋袜。养成

每天自觉洗脸、洗手、洗脚和经常洗澡、洗头的卫生习惯。四是大小便习惯。

8—10个月的小儿要培养坐盆大小便；3岁时稍加提醒会主动坐盆。 

（2）营养保健指导 

一是合理营养。婴幼儿生长发育迅速，必须供给足够的、均衡的热能和营

养素，食物要荤素、甜咸、粗细干湿搭配。二是预防接种。1岁以内完成预防

接种的基础免疫，1岁以后按期进行加强免疫。三是定期体检。对小儿身长、

体重要进行连续的测量与评价，发现肥胖过度或生长滞缓，要分析原因，采取

措施。1岁内每隔 3个月，1—3岁每隔半年去儿保门诊体检一次。四是防治

“四病”。防治维生素 D缺乏性佝偻病、小儿营养性缺铁性贫血、小儿肺炎、

婴幼儿腹泻。五是避免意外事故。2—3岁的幼儿喜欢到处摸弄，父母在环境布

置、生活管理上应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幼儿跌伤、烫伤、触电、溺水、异物塞

入耳、鼻、口，以及食物中毒、药物中毒、煤气中毒等。六是充分利用阳光、

空气、水三大自然因素锻炼孩子的身体。 

（3）启蒙教育指导 

指导家长创设婴幼儿充分活动的独立空间与条件，随时、充分地利用日常

生活中的真实物品和现象，挖掘其内含的教育价值；让儿童在训练过程中获得

各种经验，促进智力能力的发展。 



一是基本动作训练。婴幼儿动作发展的顺序一般是从上到下，从躯干到四

肢，从抬头抓握、翻身、独坐到爬、站、行走、上楼梯、跑跳等。父母要根据

其发展规律，为儿童提供抓握、把玩、涂鸦、拆卸等活动的设施、工具和材

料。设计多样化的动作练习，让婴幼儿学习双手协调和手眼协调的精细动作，

促进大脑的发展，增进耐力和体能，增强协调和适应能力。二是语言能力的训

练。指导家长为婴幼儿创设宽松愉快的语言环境，为婴幼儿的语言学习和模仿

提供丰富的物质材料；提高自身口语素养，为婴幼儿提供良好的言语示范，从

小儿 6个月起父母应经常对其讲话、唱歌，引起小儿应答、模仿的积极性；运

用多种方法鼓励婴幼儿多开口，要鼓励并强化婴幼儿正确的发音和说完整的句

子。3岁可看图讲故事、背诵儿歌、童谣和做语言游戏等；积极回应婴幼儿的

言语需求，鼓励婴幼儿之间的模仿和交流。三是适当的感官训练。父母应充分

调动孩子的眼、耳、鼻、舌、手等感官，可运用色彩鲜艳的玩具、图画，优美

动听的音乐、歌曲以及不同味道的食物等发展婴幼儿的视觉、听觉、味觉、嗅

觉、触摸觉、时空觉和运动觉等。引导孩子学习比较物体的大小、轻重、长

短、颜色、形状等，鼓励孩子自发探索，学做各类游戏，以发展其观察力、记

忆力、注意力、想象力等。四是行为社会化训练。父母应经常与孩子进行亲子

游戏活动，并支持孩子与同龄人和家庭以外的人交往。培养孩子理解、同情与

关心别人，学会与伙伴及成人配合。发展独立性和自主感，发展积极情绪，获

得初步的“规则”意识，学做力所能及的事，培养初步的责任意识。 

（4）亲子沟通指导 

一是鼓励家长主动学习，了解婴幼儿成长的规律及特点，掌握科学的日常

养育方法。学习亲子沟通的技巧，以民主、平等、开放的姿态与儿童沟通。二

是指导家长关注、尊重、理解儿童的情绪，学会倾听、分辨儿童的“语言”，

安抚儿童的情绪，合理对待儿童过度的情绪化行为。三是关注儿童需求，用心

欣赏儿童的行为和作品并给予表扬、鼓励和支持，分享儿童的快乐，满足儿童

好奇、好玩的认知需要和自我意识。四是有针对性地实施适合儿童个性的教养

策略，利用生活场景进行随机教育。五是培养良好的亲子依恋关系。重视发挥

父亲的角色作用。 

（5）入园指导 



指导家长有意识地养成儿童生活自理能力，听从指令并遵循简单规则的自

觉性和与同伴交往的能力等。入园后，指导家长积极了解儿童对幼儿园的适应

情况，在儿童出现不良情绪时，通过与幼儿园老师的沟通配合来分析入园不适

应的原因，耐心疏导、稳定儿童的情绪，帮助孩子克服分离焦虑。 

三、4—6 岁年龄段的家庭教育指导 

（一）家庭教育指导重点 

4—6岁是儿童身心快速发展时期。身高、体重、大脑、神经、动作技能等

方面发展迅速；大肌肉的发展已能保证从事各种简单活动；直觉行动思维相当

熟练，并逐渐发展具体形象思维；词汇量迅速增长，基本掌握各种语法结构；

开始表现出一定的兴趣、爱好、脾气等个性倾向。这个时期家庭教育的任务是

保教并重，对幼儿实施体、智、德、美全面发展教育，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

同时，为入小学打好基础。 

（二）家庭教育指导内容要点 

1、生活习惯培养指导 

（1）家长要不断学习关于儿童生活的新理念、新知识，为孩子创设必要的

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孩子应有个人专用的衣柜、脸盆、毛巾、杯子、牙刷

等，并有固定的地点，摆放整齐有序，方便使用。 

（2）根据儿童的个人特点，寻找科学合理而又能为儿童接受的膳食方式；

科学搭配儿童饮食，做到营养均衡、种类多样、饮食定量、调配得当。 

（3）具体指导孩子独立生活。如独立而正确地洗手、梳头、洗脸、洗脚、

漱口和早晚刷牙。独立地、有序地穿脱衣服及系鞋带；5岁会整理自己的衣

物、床铺、打扫房间等。进餐自己用筷，不挑食、不偏食，不需成人喂。同

时，按时作息，早睡早起，坐立、行走、看书、看电视姿势正确。 

（4）抓好安全教育。指导家长提高安全意识，尽可能消除居室和周边环境

中的伤害性因素；结合儿童的生活和学习，在共同参与的过程中对儿童实施安

全教育，提高儿童的生命意识；教会幼儿一些自我保护的措施。如知道自己和

父母的姓名、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不随便接近陌生人或接收别人的东西；不

吃脏、烂食物；不随便触摸危险物品；不擅自离家上街；游戏时远离河边和交

通要道；不玩火和农药瓶；会向民警问路。 



（5）培养环保意识、公共规则意识。教育幼儿遵守公共秩序、交通规则，

爱护公物，讲究公共卫生。 

2、身心培育指导 

（1）家庭体育活动指导。从家庭实际出发，开展一些简便、有趣、多样的

体育活动，并持之以恒。如与孩子一起做早操、打球、做体育游戏等。开展丰

富多彩的户外活动，让幼儿多接触阳光、空气和大自然的景物，丰富生活，扩

大视野，愉悦身心。 

（2）良好心理培育指导。一要帮助儿童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对待他人，不

孤僻，不妒嫉，不欺侮小同伴，努力和他人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二要培养

儿童活泼开朗的性格，乐观向上的情绪，机智勇敢的精神。指导家长鼓励儿童

以开放的心态充分展示自己，教给儿童正确发泄消极情绪的方法。不好哭、不

怕生、不胆小、不怕打针吃药等。增强儿童的自信心，社会适应性。三要培养

儿童抗挫折能力。家长要树立面对挫折不怕困难的良好榜样；充分利用传播媒

介，引导儿童学习面对挫折的方法；适时、适宜地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创设面对

变化与应对挫折的生活情境与锻炼机会；在儿童遇到困难时以鼓励、疏导的方

式给儿童以必要的帮助与支持。 

3、道德培育指导 

（1）文明礼仪教育。教育孩子尊敬师长和父母，热情待客，正确使用礼貌

用语“您好、再见、请、谢谢、对不起、没关系”等。 

（2）爱的情感教育。要使孩子逐步懂得自己的幸福生活与周围成人的劳动

分不开，让他们从家乡美丽的景色、丰富的物产和改革开放成就中产生自豪

感，进而热爱自己的家乡和祖国，热爱劳动人民，尊重家人，关心同伴和乐于

帮助残疾人等弱势群体。 

（3）劳动教育。教孩子学会简单的自我服务，并逐步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

劳动，幼儿园的卫生打扫等，爱惜劳动成果。 

（4）诚信教育。教育孩子要敢于承认错误、改正缺点；不拿别人的东西，

拾物归公，不讲假话，认识到诚实的重要性。 

（5）社会交往教育。指导家长关注儿童日常交往行为，对儿童的交往态度

和技巧及时提供帮助和辅导；发展儿童多方面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增强与同



伴交往的自信心；开展角色扮演游戏，练习社交技巧，并积极为儿童创造与同

伴交往的机会，培养儿童乐于与人交往，学会合作和分享。 

（6）分辨是非教育。通过故事、儿歌、音乐、电影、电视、生活中的实

例，引导幼儿学习分辨是非、好坏和解决方法。用适合幼儿的语言说“法”，

逐步培养纪律观念和规则意识。 

4、智力开发指导 

（1）教给幼儿生活中的常识。一是社会生活常识。初步认识生活常用物品

和一些交通工具的名称、外形特征、用途；认识附近环境；认识周围成人的职

业；认识国旗和常见节日。二是自然常识。初步认识四季变化，风雨雪、树木

花草、鱼虫鸟兽等。 

（2）发展语言能力。家长要安排时间给孩子讲故事、念儿歌、猜谜语等，

逐步培养听读、阅读的习惯；让幼儿自编儿歌和故事的结尾以及用玩偶表演故

事等，激发、鼓励幼儿想象和思考问题，并能大胆发表意见。 

（3）进行数学与科学启蒙教育。认识简单的数，通过操作感知数的组成，

认识基本的几何图形和颜色，能比较物体的大小、多少、长短、粗细、高低、

深浅、轻重等。在日常生活中，家长要因地制宜提出问题，启发幼儿观察、思

考，学习运用已有知识、经验，解决身边的实际问题。 

（4）开展审美教育。一是营造好的家庭环境。房间布置应整洁、美观、色

彩和谐；家庭生活的气氛应温暖、愉快；家长的言谈举止应体现出心灵美。要

给幼儿提供自己存放玩具、图书、绘画用品、乐器等的地方，让孩子可随时整

理、修理、阅读和练习。儿童的衣着要美观大方、有幼儿特点。二是丰富文化

生活。要培养幼儿的多方面兴趣，当发现孩子显露出对文学、音乐、艺术、科

技、自然、体育等某一方面的兴趣时，家长都应给予鼓励和培养。 

5、开展家庭游戏指导 

（1）玩具是儿童的好伴侣，开展游戏的道具。要指导家长根据幼儿的能力

和玩具的教育性、艺术性，为幼儿选择价廉物美、安全卫生的玩具。家长可带

领儿童一起动手利用废旧物品自制各种玩具。 



（2）游戏是幼儿教育的基本形式，家长要学习相关的知识，开展形式多样

的家庭或组合型大家庭的游戏活动。并为孩子创造参加学校、社区各种游戏的

机会，支持或带领孩子积极参与。 

（3）以开放互动的方式开展游戏活动，引导幼儿在游戏中服从游戏的规

则，扮演角色，动手操作，想象、发展情节，丰富游戏内容；有计划、有目的

地指导幼儿观察、体验，耐心回答幼儿的提问，让儿童在玩中学、在体验中探

索，增长知识和才干；亲子互动、同伴互动，学习相互尊重、宽容、合作，在

游戏中成长。 

6、入小学的预备教育指导 

入小学意味着孩子的活动由以游戏为主转入以学习为主，在这个转折期家

长要注意以下几点： 

（1）激发幼儿入小学的强烈愿望。帮助购买书包、文具，教幼儿学写姓

名、写数字，认识小学的校址，培养当小学生的光荣感、自豪感。 

（2）培养幼儿依据小学的作息时间，调整已有的生活习惯。培养其守时和

遵守纪律的观念以及训练独立能力和责任感。 

（3）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要为幼儿提供独居的房间，或辟出一角安排儿

童书桌、书架，并做到学习环境整洁、安静，桌椅高低、灯光亮度合适。 

（4）培养幼儿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习惯。入学前两个月，每天要求幼儿集中

注意力 5至 10分钟，独自从事一定的智力活动，如写名字、数字或进行绘画、

美工等。 

四、7—12 岁年龄段的家庭教育指导 

（一）家庭教育指导重点 

该阶段儿童仍然处于身心快速发展时期。身高、体重和外部器官有了较快

发展，但感知能力还不够完善；处于从以具体的形象思维为主向抽象的逻辑思

维过渡阶段；情绪情感方面表现得比较外显；学习成为儿童主要的任务。家庭

教育重点在指导孩子适应小学生活，培养良好习惯，促进道德成长和智力能力

发展，培育孩子成为具有健全身心的青少年。 

（二）家庭教育指导内容要点 

1、爱心培育指导 



指导家长利用历史和现实的教育资源，教育孩子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

义、热爱共产党，为孩子树立积极的人格榜样，从大处着眼、小事入手，及时

抓住日常生活事件，引导儿童学会感恩父母、孝敬长辈、尊敬老师，学会关

心、感激和回报他人。 

2、道德培育指导 

（1）文明习惯培养。指导孩子学习待人接物的生活礼节，养成文明的人际

交往习惯；防止因为溺爱造成孩子的依赖性，培养儿童基本生活自理的习惯。 

（2）诚信品格培育。用故事、生活中的事例、格言等，让孩子认识到诚信

的重要。家长以自己说话算数，一诺千金的行动给孩子做榜样，教育孩子不说

谎、不骗人，心口一致，人前人后一致，说到做到。 

（3）法制意识培育。教育孩子自觉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遵守社会公

德、公共秩序，遵守交通规则和爱护公共设施。引导孩子辨别是非，慎重择

友，文明上网，不进营业性网吧、游戏机室，自觉抵制不良风气的影响。 

3、劳动教育指导 

指导家长教育孩子懂得劳动光荣、懒惰可耻，尊重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果

实。教授孩子一定的劳动技巧，指导参加力所能及的自我服务劳动、家务劳

动、公益劳动和简单的生产劳动。合理支配零用钱，形成量入为出的消费观

念，培养儿童理财的意识。激发孩子劳动的热情，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逐步

形成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品格。 

4、科学学习指导 

（1）指导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气氛。

教育孩子懂得接受义务教育是儿童享有的权利，帮助孩子逐步明确学习目的，

端正学习态度。耐心指导、督促孩子学习，不体罚，不包办代替，正确对待学

习成绩。 

（2）配合学校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合理安排课内外学习、生活

和活动。科学安排作息时间。学会主动预复习，独立完成作业。珍惜时间，专

注学习，自主学习，勤学好问。 

（3）指导孩子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不同学科用不同方法，优化学习过

程，逐步提高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动手能力。 



（4）激发学习兴趣，指导孩子课外阅读，养成课外读书、看报、听广播的

习惯。参加课外实践活动，支持孩子的个人爱好，发展特长。 

5、身心健康教育指导 

（1）关注儿童保健。指导家长科学安排孩子的饮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

惯，不偏食、不挑食、不忽视早餐。坚持从细微处入手，培养良好的卫生习

惯，包括用眼卫生、读书、写字姿势端正、制订科学的作息制度等。督促孩子

积极参加学校的体育活动，坚持开展家庭体育锻炼。积极配合卫生部门定期做

好健康监测，预防龋齿、近视、寄生虫等常见疾病发生。 

（2）将生命教育纳入生活实践之中。指导家长带领孩子认识自然界的生命

现象，帮助孩子树立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呵护生命的意识；抓住日常生活事

例，增长孩子居家出行的自我保护知识，掌握应急情况的一般处理方法及基本

的生命自救技能。 

（3）教育孩子正确对待自己和他人。注意观察孩子的情感变化，培养合作

意识和团队精神，不孤僻，不嫉妒，努力与他人建立和谐关系，能经受各种挫

折，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6、审美教育指导 

（1）指导家长以身示范，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构建美好的精神生活感染

孩子。经常带领孩子分析生活现象，提高鉴别能力。 

（2）关注孩子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语言态度，提出要求，督促检查，

防微杜渐。 

（3）带领孩子到大自然中去，利用自然美陶冶孩子的情操。引导孩子参加

各项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和孩子一起欣赏艺术作品，指导孩子选择适宜的图

书、刊物、电影、电视节目，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鉴赏能力。 

五、13—15 岁年龄段的家庭教育指导 

（一）家庭教育指导重点 

13—15岁的儿童正处于告别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即青春期。青春

期的儿童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变”：各项身体指标接近于成人；性激素

分泌大大增加，引起了性的萌发；感知能力不断提高，能有意识地调节和控制

自己的注意力；逐步采用有意记忆的方法，其抽象逻辑思维日益占据主要地



位；自我控制能力有了明显的发展，情感不再完全外露，但情绪还不稳定、易

冲动。这一阶段的指导重点为中小学的衔接，青春期的教育，道德观念的形

成，学习态度的端正和学习方法的改进，网络的使用，法制观念的确立等。 

（二）家庭教育指导内容要点 

1、中小学衔接指导 

因为中学和小学的教育管理和学习内容差异较大，因此必须指导家长帮助

孩子过好衔接关。入学前要做好物质、精神、心理上的准备；入学后要指导孩

子迅速熟悉环境，融入集体，了解学校各项要求，改进方法，跟上步伐。 

2、青春期教育指导 

指导家长主动地、有计划地对子女进行适时、适当、适度的性别教育，青

春期生理卫生知识指导，帮助儿童认识并适应自己的生理变化；开展科学的性

心理辅导，进行青春期异性交往的指导；加强对儿童的性道德观念教育，青春

期防病、治病的常识教育，引导儿童以合理的方式宣泄情绪，要求家长注意控

制家庭对孩子的不良性刺激。 

3、思想教育指导 

引导子女关心国内外大事，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团队活动，帮助他们树立远

大理想。进行民族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培养子女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4、道德教育指导 

指导家长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发挥道德榜样作用，创设健康向上的家庭氛

围；把“修德做人”放在首位，与学校、社会形成合力，引导孩子进行道德实

践，把良好习惯的培养逐步升华到优良道德品质的养成。 

5、科学学习指导 

指导家长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制定学习目标。重视孩子良好学

习习惯的养成，不同学科的学习方法和课内外学习结合的指导。指导孩子克服

考试焦虑的方法与技巧，学会综合分析学业水平，寻找提高学习水平的路径。

运用激励机制及时肯定孩子的进步，在孩子考试受挫时鼓励树立信心，勇于面

对现实。尊重兴趣爱好，引导规划未来，促进孩子想学、会学、快乐学。 

6、信息素养教育指导 



指导家长掌握必要的信息知识与技能；树立民主意识，做孩子的朋友，了

解孩子使用各种媒介的情况；培养孩子对信息的是非辨别能力和信息加工能

力；鼓励孩子在使用网络等媒介的过程中学会自我尊重、自我保护、自我发

展；对网络等媒介使用上瘾的孩子，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与援

助。 

7、法制教育指导 

鉴于青春期的孩子冲动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进行法制教育相当重要。要

指导家长和孩子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通

过参观相关展览，剖析案例等方法增强孩子的法制观念。关注孩子的社会交往

和上网、打游戏机、课外阅读，教育孩子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看黄色

书刊和音像制品，并逐步增强识别和抵御各种不文明行为的能力，发现不良行

为要及时矫正。 

8、亲子沟通指导 

指导家长学习与孩子沟通的技巧，摆正心态，以平等的姿态与儿童相处；

学会运用委婉、民主、宽容的语言和态度对待孩子；学会尊重、倾听、欣赏、

认同和分享孩子的想法；学会采取正面方式激励孩子。 

六、16—18 岁年龄段的家庭教育指导 

（一）家庭教育指导重点 

16—18岁的孩子经过青春期的迅速发育后进入相对稳定期。身体形态发

育、体内器官成熟；身体机能的发育、性生理趋向成熟；认知结构的完整体系

基本形成，抽象逻辑思维占据优势地位，观察力、联想能力等迅速发展；情绪

情感方面以内隐、自制为主，自尊心与自卑感并存；性意识呈现与身心发展不

平衡的特点。家庭教育指导的重点在指导孩子确立理想信念和道德观、人生

观，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正确对待考试升学，学会心理调适，建立和谐的亲

子关系等方面。  

（二）家庭教育指导内容要点 

1、理想信念教育指导 



指导家长引导孩子以积极心态，尽快适应学校新生活。树立健康的世界

观、人生观，合理规划未来，明确生活目标。指导家长引导孩子从小树立社会

责任感,国家意识，将愿景与现实的奋斗相结合。 

2、道德培育指导 

指导家长从教育子女克服独生子女唯我独尊的倾向开始，在家中，能知情

达理，关心、体贴并尊敬父母及其他长辈；在集体，主动积极为大家服务，爱

护集体荣誉，维护集体利益；在社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

产党。教育子女自觉以公民道德的标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

俭自强、敬业奉献）规范自己。 

3、人际交往指导 

指导家长引导孩子开展正常的异性交往和社交活动。利用日常生活的相关

事件适时、适当、适度开展性生理、性心理辅导；以理智的态度教育有“早

恋”行为的孩子。鼓励孩子在集体生活中锻炼自己，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在活动中学会合作、学会分享。 

4、法制教育指导 

指导家长加强法律知识学习，努力提高自身法制意识，掌握家庭法制教育

的内容和方法，为孩子树立榜样；与孩子建立民主平等的关系，切实维护子女

权益。指导子女学法、知法、懂法，树立法制观念，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自

觉遵守社会公德，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物，见义勇为，做守法、护法的

好公民。 

5、发展智力和能力指导 

指导家长帮助子女明确学习目的，不断为孩子注入新的学习动力；创造良

好的家庭学习环境，为孩子拓宽知识面畅通信息渠道。使子女有安静、良好的

学习条件。引导子女研究和改进学习方法，优化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效率。加

强对其课外阅读、影视观赏及其他社会信息的学习指导，鼓励孩子积极参加各

种有益的课外实践活动。勇于异想天开，支持孩子敢于动手将创新的思维变成

现实。 

6、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指导家长关注孩子的学习心理、交往心理，特别是考试心理，帮助孩子学

会不断自我调适的方法。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特别是耐挫力和自控能力的培

养。激发乐观向上的情绪，培养阳光开放、自尊自信的良好个性，提高社会适

应能力。 

7、家庭美育指导 

指导家长引导孩子正确理解自然而健康的青春美的含义，心灵美、语言

美、行为美、仪表美的现代标准。教育孩子外表不过分修饰或追求怪异；语言

文明，不说粗话，恰当使用网络语言；行为举止讲礼仪、有风度，不盲目模

仿；待人接物讲文明、有礼节；自己动手，创设整洁、优美的环境。积极引导

子女从自然环境、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中感受美、鉴赏美。不断增强塑造心灵

内在美到创造社会美的自觉性，不断提高从审美到创美的能力。 

8、劳动教育指导 

指导家长帮助孩子树立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成果的好品

德；培养孩子劳动习惯，自觉参加自我服务劳动和家务劳动，积极参加各种公

益劳动和必要的生产劳动；创造条件让孩子掌握一定的职业劳动技能，树立当

普通劳动者光荣的观念。 

9、升学指导 

指导家长引导孩子树立自信心，以平常心对待升学。为孩子选择志愿提供

参考意见，并尊重孩子对自身的未来规划与发展意愿。在迎考期间保持正常、

有序的家庭生活；科学、合理安排生活作息和饮食,保证孩子劳逸结合,身心愉

快，精力充沛。 

10、亲子关系指导 

指导家长营造家庭民主气氛，通过召开家庭会议，采取讨论与协商等方

式，与孩子一起平等、开放地讨论家庭事务，并共同分担家庭事务；采取多种

方式加强与子女的思想、感情交流，鼓励子女充分发表自己看法，保护他们的

自尊心与自信心。经常与学校联系，掌握孩子的学习情况、思想动态，了解孩

子遇到的问题并及时提供家庭支持。构建民主和谐、相互信任、共同成长的亲

子关系。 

七、特殊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 



（一）智力障碍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 

指导家长树立“医教结合”的观念，引导儿童听从医生指导，拟定个别化

医疗和教育训练计划；通过积极的早期干预措施改善障碍状况，并培养儿童社

会适应的能力；引导家长坚定信心，重视儿童的日常生活规范训练，循序渐

进、持之以恒。 

（二）听力障碍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 

指导家长积极寻求早期干预，积极主动参与儿童语训。在专业人士协助下

制定培养方案，充分利用游戏的方式，发挥同伴交往的作用，发展儿童听力技

能和语言交往技能，使其能进行一定的社会交往，逐步提高儿童的社会适应能

力。加强对儿童的认知训练、理解力训练、运动训练和情绪训练。  

（三）视觉障碍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 

指导家长及早干预，根据不同残障程度发展儿童的听觉和触觉，以耳代

目、以手代目，提升缺陷补偿。对于低视力儿童,指导家长鼓励儿童运用余视力

学习和活动，提高有效视觉功能。对于全盲儿童，指导家长训练其定向行走能

力，增加与外界接触机会，增强其交往能力。 

（四）肢体残障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 

指导家长早期积极借助医学技术加强干预和矫正，使其降低残障程度，提

高活动机能；营造良好家庭氛围，用乐观向上的心态感染儿童；鼓励儿童正视

现实、积极面对困难；教育儿童通过自己努力，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以

获取信心。  

（五）情绪行为障碍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 

引导家长营造良好家庭氛围，给予儿童足够的关爱；加强与儿童的沟通与

交流，避免儿童遭受不良生活的刺激；多采取启发鼓励、说服教育的方式；支

持、尊重和鼓励儿童，多向儿童表达积极情感；多给儿童创造与伙伴交往的机

会，培养儿童集体意识，减少其心理不良因素。 

（六）智优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 

引导家长深入地了解儿童的潜力与才能，正确全面地评估儿童，期望要合

理；从儿童的性格、气质、兴趣和能力等实际出发，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地开

发儿童智力，发展儿童特长；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儿童的社会适应



和交往能力与智力发展相匹配，提高儿童的综合素质；保持头脑清醒，关心儿

童心理变化，及时做好心理疏导工作。正确对待荣誉和得失。 

八、特殊家庭的家庭教育指导 

（一）离异和重组家庭的家庭教育指导 

指导离异家长学会调节和控制情绪，不要在孩子面前流露对离异配偶的不

满；不能简单粗暴或者无原则地迁就、溺爱儿童；关注孩子的心理活动，帮助

克服失落和自卑心理；多与儿童交流沟通，给儿童当家作主的机会，鼓励儿童

参与社会活动；定期让非监护方与儿童见面，不断强化儿童心目中父(母)亲的

形象和情感；调动亲戚、朋友中的性别资源给儿童适当的影响，帮助其性别角

色充分发展。 

指导重组家庭的夫妇多关心、亲近儿童，减轻儿童的心理压力,帮助儿童正

视现实；夫妇互敬、互爱、互信，为儿童树立积极的榜样；加强家庭成员间的

沟通，对双方子女一视同仁，创设平和、融洽的家庭氛围。  

（二）服刑人员家庭的家庭教育指导 

指导监护人多关爱儿童；善于发现儿童的优点，用教育的力量和爱心培养

儿童的自尊心；信任儿童，并引导儿童克服自卑心理；教育孩子正确认识父

（母）的服刑问题，定期带儿童探望父（母），满足儿童思念之情；与学校、

社区积极联系，共同为儿童成长创造好的环境。 

（三）流动人口家庭的家庭教育指导 

鼓励家长加强自身学习，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勇敢面对陌生环境和生活

困难，为儿童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处理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为儿童创设

宽松的心理环境；尽量挤时间多与儿童交流，多了解儿童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变

化；与学校、社区加强联系，善于利用社会资源，共同为儿童创造良好的学习

环境。  

（四）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 

指导留守儿童家长增强监护人的责任意识，认真履行家长的义务,承担起对

留守儿童监护的应尽责任；家长中尽量有一方在家照顾儿童，有条件的家长尤

其是婴幼儿母亲要把儿童带在身边，尽可能保证婴幼儿早期身心呵护、母乳喂



养的正常进行；指导农村留守儿童家长或被委托监护人学习家庭教育的知识，

多与儿童交流沟通，对儿童的道德发展和精神需求给予充分关注。  

（五）灾害背景下的家庭教育指导 

根据不同的需求，引导家长与外界加强合作，主动配合外界的心理援助等

活动；接受心理辅导，消化自己的情绪，以疏解自身的灾难综合症。指导家长

不要用自己的情绪影响孩子，要鼓励孩子积极主动地获取、利用社会资源，学

会分享他人的建议和想法,不轻易拒绝他人的帮助,同时也尽量帮助他人。对于

孤儿，要充分挖掘社会资源，采用收养等多种方式，促进孤儿回归家庭，对孤

儿的监护人家庭提供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 

第三章 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的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一）组织领导。各地相关部门共同承担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管理

与服务。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对《大纲》贯彻落实工作的领导，制定

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组织开展宣传、培训、督导、评估等工作，引导和帮助

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和指导者根据《大纲》要求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推进家庭教

育指导工作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未成年人成长的需要，有序、有效地开展下

去。  

（二）职责分工。各地相关部门要根据《大纲》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优

势，各司其职，推进工作。各级妇联组织、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负责指导和推进

家庭教育；文明办协调各部门力量共同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

网络；教育部门加强幼儿园、中小学家长学校的指导与管理；卫生、人口计生

部门负责新婚夫妇学校、孕妇学校、人口学校等公共服务阵地的建立、发展及

管理，对家长进行科学养育的指导和服务；妇联、人口计生、教育等部门负责

0—3岁儿童早期教育的推进工作，逐步纳入公共服务范畴；妇联、民政、教

育、人口计生、关工委等部门共同承担做好城乡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管

理工作。 

二、抓好队伍建设 

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者队伍的组建和培育工作。充分发

挥各级家庭教育研究会的作用，研究家庭教育理论，总结家庭教育经验，探讨



家庭教育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家庭教育的实践，评估验收家庭教育工

作。从实际出发建设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基础的专家队伍、讲师团队伍、社区志

愿者队伍等，并大力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重视对指导人员数量、质量和

指导实效性的管理，形成专兼结合、具备家庭教育理论水平和指导能力的家庭

教育指导工作队伍。 

三、提高指导水平 

（一）家长（或监护人）——家庭教育的实施者 

1、家长要树立为国教子的观念，加强责任感，履行好父母的职责。不断提

高自身的思想、道德、文化、心理等素质，完善自身形象，树立家长威信，用

高尚的人格、良好的言行，为子女作表率。 

2、家长要努力学习教育学、心理学、人才学、生理卫生学等有关知识，不

断提高育儿能力。用先进的教育理念、科学的教育方法，根据不同年龄、不同

性别、不同个性的子女特点，有针对性地施以不同的教育影响。 

3、家长要做孩子的知心朋友，建立新型的亲子关系。经常与孩子交流思

想，全面、客观、冷静地对待子女的优缺点，尊重并严格要求子女，树立教育

好子女的信心。 

4、全面关心孩子德、智、体、美、劳的发展和创新意识、创造能力的培

养，根据时代的需要和孩子的特点，具体指导、不断调整、循序渐进、持之以

恒、引领成长。加强对孩子的法制教育、安全教育和生命教育，防患于未然，

保障孩子不受侵害，健康成长。 

5、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形成优良的家风，营造有利

于孩子成长的物质和精神环境。 

6、积极参加家长学校的学习和活动，吸收新理念、新经验，提高家庭教育

水平。主动和学校、社区配合，协同推进，共育新人。善于利用学校和社会的

教育平台和教育资源，引导孩子在广阔天地中拓宽视野，积极实践，增长才

干。 

（二）学校（幼儿园）——家庭教育的指导和配合者 



1、开办各级各类家长学校，组织家庭教育经验交流，开展家庭教育咨询活

动，举办家庭教育讲座，通过丰富多彩的家庭教育活动，提高家长科学教子水

平。 

2、学校要把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看成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建立家长委员

会，年级、班级也可视情况建立相应的组织。制定并实施家庭教育工作计划。

要通过家访、家长会、请家长参加活动等方式，加强与家长的联系，使学校教

育与家庭教育形成合力。 

3、学校团组织、少先队组织和教师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的家庭变化，对特殊

家庭应给予更多的帮助与指导。 

4、学校要充分发掘和综合利用内部的教育资源，如图书馆、多媒体教学中

心等，逐步向家长开放，为提高家庭教育水平服务。 

（三）社会——家庭教育工作的引领者和支持者 

1、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要为开展家庭教育活动创设条件，

提供方便，给予指导和支持。 

2、各单位要支持职工参加家长学校的学习和家庭教育的有关活动，大力表

彰为国教子并取得显著成绩的优秀家长，广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树立先进

典型，进一步推动家庭教育工作发展，有效提升广大家长的教子水平。 

四、注重资源整合 

（一）落实工作经费。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经费投入，

纳入经费预算，确保落实到位。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多渠道筹措经费，为家

庭教育指导工作提供保障。 

（二）扩大社会宣传。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宣传阵地建设，注重与各类媒体

的联系和合作，深入、广泛、持久地宣传家庭教育的正确观念和科学方法。省

市级报纸、县级以上电台、电视台要开办与家庭教育相关的栏目，依托各级网

上家长学校，网上线下立体宣传，不断提高家庭教育社会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

力。 

（三）挖掘社会资源。要统筹各方面的优势力量，完善共建机制，资源共

享，形成合力，推进家庭教育工作发展。街道、社区要挖掘辖区内的教育资



源，因地制宜，搭建家庭教育活动平台，积极开展富有特色、有益于儿童身心

发展的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