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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自然双语儿童
完成早期学习

有前途的实践方法

早期学习环境正在越来越多地服务于在家庭和学校环境中至少使用两种语言
的儿童（被称为自然双语者或双语学习者）。无论您是新教师还是老教师，
无论您负责教导一名还是多名自然双语儿童，无论您是否使用双语模式，无
论您是否在课堂中使用儿童的家庭语言，我们都会审查目前的研究，以便找
出最有前途的实践方法以帮助您课堂中的自然双语者。我们发现，重点关注
三个方面可以帮助这些儿童在您的课堂中茁壮成长，并为他们在更高年级熟
练掌握多种语言打下基础。这三个方面是:

1

帮助儿童使用他们的家庭语言

2

重视儿童的家庭文化

3

采用特定的教学策略帮助儿童取得成功

我们建议您查看这些提示，并选用对您和您教导的儿童最有效的那些提示。
您也可以在课堂、中心或学校中和其他教师一起查看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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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家庭语言

如果教师对儿童的家庭语言和文化抱持积极的态度，就会对儿童是否能够在学校
取得成功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要了解您教导的儿童的家庭语言，您可以通过家
访了解儿童的家庭使用的语言或者让家庭填写一份调查问卷。通过了解儿童的家
庭语言，您可以为您教导的儿童选择最佳的教学策略。其中一种支持儿童家庭语
言的方法是策略性地 鼓励儿童在课堂中使用他们的家庭语言；否则，儿童们可
能会认为他们的家庭语言不如英语重要。为了帮助儿童学习英语并防止他们荒废
自己的家庭语言，您可以在向全班朗读读物之前事先在小组中朗读双语读物。如
果您使用儿童的家庭语言，则可以事先使用那种语言朗读读物。如果您不使用儿
童的家庭语言，则可以在小组朗读期间仍然介绍英语的主要单词，并利用图片和
手势强化它们的含义，以使儿童们在您向全班朗读读物时能够更加轻松地掌握新
的单词和了解读物的含义。您也可以 邀请家庭志愿者、教职工或社区成员到您
的课堂中朗读、唱歌、使用家庭语言为课堂教学资料书写标签，或者使用那些语
言参加其他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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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使用儿童的家庭语言，则另一种推广儿童家庭语言的方法是学习儿
童家庭语言中的重要短语或“生存关键词”。此外，为了帮助儿童将英语与他
们的家庭语言联系起来，您可以学习同源词（两种语言中具有类似发音和含
义的单词）并向儿童教授相应的同源词。例如，在朗读一则关于动物的故事
之前，您可以复习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同源词，例如 elephant 和 elefante。
大约 40% 的英语单词都有西班牙语同源词。

elephant-elefante
尽管家庭语言可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支持，但必须策略性地使用才行。
您课堂中的教师应当在每个活动中只使用一种语言（除非您正在教授同源
词)。否则，儿童们只会利用他们掌握的语言来理解。在大声朗读期间不要尝
试翻译单词。而应运用上述的事先教学策略，例如使用家庭语言进行事先朗
读、针对同源词开展一项独立的学习活动或者利用手势和图片帮助儿童了解
含义。尽管教师应当在每个活动中只使用一种语言，但儿童可以使用他们最
得心应手的语言进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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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持家庭文化

在课堂中，您可以利用“文化回应教学”方法满足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幼童的需
求，包括那些来自不同于您的文化背景的儿童。这意味着您可以像根据儿童的
能力和兴趣因材施教那样，根据儿童的家庭文化来调整您的教学方法。文化回
应教学的其中一种方法是了解您课堂中的儿童及其家人的文化，并将这些文化
纳入到儿童们的学习经历中。这样可以帮助儿童及其家人感觉受
到重视，并能够帮助儿童通过建立联系进行学习。例如，很多文
化都侧重于通过口头而不是书面形式来分享故事和讲授课程。您
可以利用传统的歌曲和故事，以儿童熟悉并能够提升他们早期文
化技能的方式向儿童教授新的学习资料。儿童们的家庭语言和文
化可能是能够促进和丰富课堂学习经历的宝贵资源。
您也可以采用涉及多种文化（特别是能够代表您课堂中的儿童的那些文化）的
读物、图片、故事、音乐和玩具。您可以在课程中包含具有文化相关性的主题
单元，并使用儿童熟悉的主题，例如假日、故事和食物。家人和其他社区成员
可以帮助您选择要使用的主题、活动和资料。

3

3

运用可培养语言能力
的教学策略

词汇策略
大声朗读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有助于培养儿童的词汇能力。当大声朗读
时，最好重点朗读几个与某个主题单元或反复讲授的课堂主题相关的基本单
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讲授这几个单词，例如使用图片和手势，也可以在小组
中讲授以取得最大的学习效果。朗读读物之后，您可以鼓励儿童在故事与他们
自己的经历之间建立联系，但要注意，他们并非总是能够在所有儿童读物中都
联想到自己的经历。有些儿童可能从未到过农田或城市、海滩或地铁。当朗读
读物时，您可以向儿童询问他们是否在学校或家里有过类似的经历。读物通常
能够让儿童将故事与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或者让儿童接触到新鲜事物，从而
帮助他们扩展背景知识。您也可以在实地考察或在家附近散步时与儿童交谈，
以便让儿童掌握背景知识，或者介绍新地点或新体验的图片或视频，以使他们
立刻想起他们在读物中看到和听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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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儿童记住和理解新的单词，可以在多种有意义的情景中多次使用新
的单词，例如在朗读故事和游戏期间练习使用单词。培养儿童词汇能力的其
他方法包括教师叙事和开放式提问。“这顶帽子是什么颜色的？”这样的封闭
式问题通常会得到言简意赅、实事求是的回答，而“你为什么认为他和他的
小朋友分享了这个玩具？”这样的开放式问题会得到更长、更
具创意的回答。这样的问题会激励儿童们说更多的话。教师叙
事是指使用儿童能够理解的单词和语句，大声地说出儿童正在
开展的活动。例如，当玩积木时，您可以这样说“我发现你把两
块长积木摞在一起了。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教师叙事可以帮
助儿童理解话语并随后说出更长的语句和使用新的单词。这些策略可以将学
习语言的机会融入到儿童的每一项活动中。

5

教学调整
对于自然双语儿童，根据他们的英语水平调整您的教学实践方法。您可以利用
视觉形象（包括照片、图形和插图）以及手势或动作来帮助儿童理解您的话
语。一对一教学和小组教学对幼童最有利，尤其是自然双语儿童。在理解和参
与全班的对话方面，自然双语儿童可能会遇到困难。
另一种能够成功培养语言技能的方法是借助歌曲和歌谣。反复
唱歌能够让幼童了解语言的发音并记住新的单词和语法。通过
在歌曲和歌谣中重复儿童认识的单词，儿童也会在语言能力方
面感到更加自信。您可以将英文歌曲和家庭语言纳入到您一整
周的教学任务中。这样不但能够让儿童们学习不同的文化和语
言，还可以帮助他们学习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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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式学习
采用实践式学习方法对于幼童和语言学习者也非常重要，并可以通过游戏性活
动（例如戏剧、比赛和故事重演）来实施。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您教导的儿童提
高他们的语言技能和社交技能。将具有不同英语水平的儿童编组是另一种有效
的策略，可以帮助儿童们互相学习语言。对于此策略，您需要在各个小组之间
进行调解，从而确保所有儿童都参与，无论他们的英语水平如何。
为新来的儿童分配一个和他们讲同一种语言的小伙伴，并尽可能给予他们更多
的关注和呵护，以便让他们在您的课堂中感觉更加轻松自在。这样可以提高儿
童探索新语言和新文化的能力并减轻他们的压力，还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学习语
言，因为儿童在压力之下会由于拘谨而不愿学习语言。当儿童在开始亲自使用
一种新的语言讲话之前会努力聆听这种语言并因此进入一段沉默期，他们也可
能在两种语言之间来回切换，在这些情况下您都不必惊慌。这些都是语言能力
培养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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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料
»» 下面是一些可以帮助儿童使用家庭语言的资源：
Gathering and Using Language Information that Families Share
https://eclkc.ohs.acf.hhs.gov/sites/default/files/pdf/gathering-using-language-infofamilies-share.pdf
The Home Language: An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Most Valuable Resource
http://www.colorincolorado.org/article/50323/
Including Children’s Hom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http://www.colorincolorado.org/article/50323/

»» 下面是用于支持自然双语者的策略：
Supporting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 When Children Have Little
Experience With English
https://eclkc.ohs.acf.hhs.gov/sites/default/files/pdf/dll-english-languagedevelopment.pdf
How to Use Bilingual Books
https://eclkc.ohs.acf.hhs.gov/sites/default/files/pdf/how-to-use-bilingual-books.pdf
Using Cognates to Develop Comprehension in English
http://www.colorincolorado.org/article/using-cognates-developcomprehension-english

»» 要获取此类早期学习资源的可打印副本（提供中文、西班牙文和英文版本）：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
edc.org/early-ed-tools

教育发展中心 (EDC) 是一家全球性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
以改善教育、促进健康和扩大经济机会。自 1958 年以来，我们在全球 80 多个国家设
计、实施和评估有影响力的创新项目，并始终居于领先地位。
e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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