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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LP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UK and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for dozens of years 

and has been justified to benefit the newly-immigrated and poverty-stricken families. Through the 

programs, both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can be promoted concerning their language performance 

and literacy skills. The programs could be helpful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poor early literacy 

education in our western poverty-stricken area.  Children may benefit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parents’ overal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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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英国以及欧洲部分国家实施的家庭读写水平提高计划（FLP：Family Literacy 

Programs）对提高当地贫困家庭及难民家庭的语言水平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受这一政策的直

接影响，很多难民家庭的父母及孩子英语水平及读写水平都整体提高，这有利于他们融入新

的文化社会和生活。 这一政策的成果对促进我国西部偏远及贫困地区的儿童早期读写能力有

着重大的启示作用。提高贫困家庭中父母的整体语言水平和读写水平有利于促进儿童语言发

展和儿童早期读写能力教育。 

1．引言 

家庭读写水平提高计划（简称FLP：Family Literacy Porgrams）在欧洲部分地区及英国已

经成功实施数十年，经过各类评估报告的仔细分析和认真汇总[1]，各地区都一致认为该政策

对语言能力和读写水平较弱的移民家庭和贫困家庭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力。通过该政策，父母

的整体语言水平和读写水平都得到了提升，因此这些家庭的儿童都能接受更好的早期教育。

这样更有利于移民家庭融入当地文化和社会，有利于贫困家庭摆脱贫困。  

我国西部广大地区还存在相当一部分经济落后的乡村，其中成人的整体读写水平比较低，

导致生活在这里的儿童早期读写教育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早期读写教育对在校学习能力

和终身学习能力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西部贫困地区儿童的成长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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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教育经验有助于我们早日高效地解决西部地区的儿童早期教育问题。

英国的FLP政策虽然是针对移民的救助计划，但是对于解决我国西部贫困地区乡村儿童早期

教育问题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2．FLP的意义与效果 

    FLP是Family Literacy Programs 的简称，可以翻译为家庭读写水平提高计划。这一计划

通过提高贫困及移民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水平和父母自身的读写水平，为儿童提供更好

的早期教育，为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2]。 

    家庭的社会经济能力对儿童的读写及学业能力有一定的预言作用。而且，读写能力较差

的父母也会影响后代的读写和学业能力，即父母的读写能力较差不但会影响自己的人生发展

也会对孩子的人生发展和上升机会造成负面影响。通过FLP的相关培训家长可以学会如何对

子女提供更好的家庭教育并如何为子女的学校学习提供支持。FLP的最大特点在于为家长和

孩子提供了共同学习的机会，致力于同时提高家长和儿童的读写能力，提高家长对孩子学习

的支持能力，也为家长提供了读写能力提升的机会。 

父母的读写水平以及他们对儿童早期教育以及学校教育的态度直接影响儿童的学业成

就。也就是说，在父母重视早期教育和学校教育而且自身读写水平也比较高的家庭中，儿童

也比较重视在校学习，比较容易取得学业上的成功。换句话说，自身读写水平比较差的父母，

虽然也能通过一些传统的教育方法来给与孩子一些早期家庭教育，但是无法为孩子们提供能

直接提升在校学习能力的方法和途径。FLP政策针对移民及贫困家庭，制定了相应的、较完

整的提升计划，对父母的语言能力，计算能力和育儿能力都重点进行训练和提升。从1988年

至2011年，该计划通过600多个子项目一共帮助了3万多家庭[3]。 

2.1  FLP在欧洲实施的整体效果 

FLP在欧洲展开实施的具体方式方法因国家国情不同而各有差异，但是各项目的宗旨都

是致力于提高成年家长的读写能力，并借此提高他们对孩子读写能力和学业能力的支持力度

和方法。根据欧洲各国的案例研究和总结分析，FLP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既促进了儿童

的读写能力也提高了家长对儿童学业能力的支持力度和技巧。相比较于其他种类的教育干预

项目，FLP是最有效的一种干预方法。通过对各实验案例的元分析，其效应量介于0.25到0.68

之间。其中6项元分析中有5项的效应量高于0.3，4项高于0.4， 3项高于0.5。这就表明FLP对

儿童的读写能力有着相对比较大的影响力。事实上绝大多数教育干预方法都会有效，但是关

键问题在于效应量的大小。当考虑到FLP的小成本运作方式，它的功能性就更加突出。而且

这一项目本身也不会和学校的其他教育干预产生任何冲突，反而是对学校教育最有益的一种

补充。 

根据各国的研究报道，欧盟相关组织建议：家庭整体读写能力的提升是儿童学业能力提升

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成员国的相关政策制定者们应该积极地支持与此相关的家庭读写能力干

预计划和项目。 

2.2  FLP在英国的发展 

自1997年开始，成人学习的硬件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大量供成人学习的课程为成年人

的终身学习提供了机会和选择。与此同时，政府也认识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读写技能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中下一代的人生成就，提升整个家庭读写能力的计划应运而生。通过改

善全体家庭成员的读写能力可以大大提高新生代融入社会的能力和机会，减少读写缺陷代代

遗传的几率。从2000年开始，该计划在全英全面展开。针对该计划具体实施效果的报道和学

术报告大量面世，而且该计划还极大地促进和协助了英国政府“挽救贫困家庭”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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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因此再次重申了小学数学和语文的纲领性要求，并于1998年开始实施“全国读写提高

计划”，1999年开始实施“全国数学提高计划”。 

    学习与技能委员会指定家庭学习影响力基金会承担了该项目在各个地方的具体实施工

作，以满足地方的不同需求和偏好，帮助更多贫困家庭积极参与到学习中，并帮助他们获得

更多的工作技能。2008至2011年累计3千万英镑被用于帮助更多的家庭积极学习读写、数学和

其他技能。 

2.3 FLP的内容 

FLP有以下三个基本内容： 成人教育，家长教育，儿童早期教育。成人教育包括对家长

读写、计算、以及解决问题能力的指导，甚至包括一些简单的职业技能培训。家长教育主要

致力于帮助家庭成员积极投入到孩子在幼儿园内外的各项教育活动中。儿童早期教育则主要

为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工作者提供培训和支持[4]。 

参与FLP计划的人群具有文化多样性和种族多样性的特点，所以课程设置也是灵活多样。

但是所有项目培训的基本目标如下： 

⚫ 在课程开始和结束时收集并分析父母和儿童的读写水平 

⚫ 了解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促进孩子的听说读写能力，并了解他们的观念是否在课

程培训中有所改变 

⚫ 收集和分析父母及孩子对培训课程的观念变化 

⚫ 收集参训人员能力进展的相关数据 

3．FLP对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学前读写教育的启示 

    我们国家的整体学前教育水平由于起步晚，起点低，虽然近年来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对学

前教育的投入，但是整体仍然存在投入不足，公益性弱化的现象。这一点从公民个人承担的

学前教育经费快速增长的势头就可见一斑。而且相对于其他阶段的教育而言，我们国家的学

前教育对弱势群体的资助力度和广度都是最弱的。种种原因导致我国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

仅达到62.3%，学前教育一年毛入园率大约是80%[5]。 

3.1  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学前读写教育现状 

    西部贫困地区及农村地区的学前入园率相对更低。一方面其办学条件、设施以及师资都

无法和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另外，西部农村家庭传统观念以及文化都相对落后，这也

是导致这些地区儿童入园率较低的一个原因。而且，越是贫困地区对儿童的教育尤其是学前

教育的重视程度越低。在这样的东西差异和城乡差异背景下，教育的公平性原则无法得到贯

彻，而且西部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也制约了学前教育普惠性的展开和实施。 

    在这样的大环境背景下，学前读写能力作为学前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必然无法得到足够

的重视，西部贫困地区儿童的学前读写能力也必然相对落后。虽然学前教育的发展和儿童学

前读写能力的提升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是家庭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方法和条

件都对儿童的学前读写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英国以及欧洲地区FLP的成

功经验，更好地促进西部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提升该地区儿童的学前读写能力。 

3.2  强调学前读写能力在学前教育中的重要性 

我国西部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形式主要包括乡镇中心幼儿园，学前班，村办幼儿园，民

办幼儿园等，而且农村小学经常附设学前班[6]，这些共同构成了农村学前教育的主体机构，

因此加大对这些机构的投入并加强其师资建设必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西部贫困地区的学前

教育水平。但是在目前的国力国情条件下，完全消除城乡差别和地域差别还需要一段时间过

渡才能逐步实现。 借鉴FLP的研究结论，我们应该首先帮助家长、老师及幼教机构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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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学前读写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如果能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办学条件和设施，调动现有师

资，我们相信问题能在短时间内得到一定改善。 

3.3  强调家庭对促进儿童学前读写能力的重要性 

借鉴FLP的成功经验，地方及各级机构也可以开设针对家长与儿童共同学习的培训课程，

通过提升父母或监护人的读写能力，促进其掌握如何培养孩子的学前读写能力和学业能力。

虽然针对成人的课程进度缓慢，但是成人前进的每一小步都对孩子的学前读写能力有极大的

促进作用。儿童本来就处在语言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家庭教育的地位尤其突出。而且

在目前还不能保证所有儿童都入园接受正规学前教育的大环境下，家庭学前读写能力的教育

地位更加重要。父母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也能提高自身的谋生求职能力，促进家庭的经济收

入，从而进一步保证和提升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水平和高度。 

4．结束语 

许多国家都有针对贫困家庭的教育促进计划，其中不乏成功的先例。参考其他国家成功

的教育经验可以节省我们的人力和物力，在有限的经济投入下，寻求最大的利益，真正促进

贫困地区学前儿童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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