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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复数语言评价，究竟是什么？
大阪大学

樱井千穗

翻译：李光曦

 我们要思考针对CLD（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Diverse）儿童，即针对文化语言呈
多样性的儿童的教育的目的。
 也要思考我们为什么需要复数语言评价。

2022年2月12日 多语言DLA工作坊
主办方：MHB学会日本国内CLD儿童教育分会、东京外国语大学多语言多文化共生中心
联合主办：大阪大学外国裔儿童研究会

 本次研修会也将会对DLA测试进行大致说明。

本次会议由以下研究项目资助举办： JSPS(B)21H00538 “针对拥有多样文化语言背景儿童的教育下的普遍
语言能力参照框架的构建”

CLD儿童的语言习得以及心理认知发展

促进儿童“语言”以及“心理认知”的健康发展

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对其产生影响

出生长大的
环境，家庭
的环境

能力、性格
…

国家，社区群体等
所生活地区的社会、
文化的影响

针对CLD儿童教育的目的
教育实践的目的在于帮助儿童使用语言进行思考，促使儿童与
他人进行思想交流，并不断加深思考的过程，最终帮助儿童树立
信心，成长为自信独立的个体。

学校的环境，
教师，同学们
带来的影响

教育实践的目的并不在于教授儿童表面化的、只是作为一种“标
签”的语言。
我们要帮助儿童将“活着的语言”转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并加以运用
只要是在认知发展的过程可以运用到的语言，什么语言都可以。
重要的是，一定要使用可以让儿童自己动脑思考的语言！
在此基础上，儿童才可以开始学习新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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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单语者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所带来的压力
在日本的学校，以会日语、懂日语的儿童为中心的教育体系
被设计得十分完善（这当然很好！）
…但是，对于CLD儿童呢…
• 在家里所使用的语言（本应该是可以表现自我的母语，
维持家庭纽带的继承语）被视作无物
• 在此期间，母语与继承语会切切实实消失
• 并且因为教学内容自己不会、不懂，所以日语能力也不能
得到提高
因为长期身处在这样有极大差别的环境当中，有很多儿童不能
习得用于思考的语言（不管是日语还是在家庭当中使用的语言）
……

DLA（Dialogic Language Assessment）文部科学省（2014）

我们为什么需要复数语言评价？
 我们要创造出一个可以让CLD儿童将所拥有的所有语言
都可以自由表现的场所
＝ 重视儿童所拥有的一切语言能力

引导激发儿童自身的最大潜力
培育发展这一能力

DLA的理论背景（１）
语言相互依存性假说（Linguistic Interdependence Principle, Cummins,1984）
CLD儿童所拥有
CLD儿童语言能力的三个侧面 (Cummins,2001）
• 会话的流畅程度 (Conversational Fluency)

的复数语言之间
会互相影响

• 个别的语言能力(Discrete Language Skills )
• 学习教学科目的语言能力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
https://www.mext.go.jp/a_menu/shotou/clarinet/003/1345413.htm

儿童的语言发展遵循听→说→读→写的顺序
DLA是一种通过对话的形式，可以探知到儿童读写能力的、
并可以对儿童语言能力具有辅助作用的测试形式

日常生活所使用的会话能力的习得需
要1~2年的时间，学习教学科目所需
要的语言能力的习得则需要5~7年

DLA通过测试儿童的复数语言能力，不仅可以测试日常会话
能力，也可以对学习教学科目的语言能力的一部分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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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A的理论背景（２）

DLA的目的：评价与学习

Dynamic Assessment
近侧发展区间(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Vygotsky,1934）
可以独立做到
需协助才可完成
=最大程度的潜力 通过对话的形式给
予辅助，在此基础
上测量「需协助才
做不到
可完成的事情」的
范围（ZPD）

制作研发DLA的过程
・加拿大日语教育振兴会（2000）“双语会话测试OBC”
（Oral Proficiency Assessment for Bilingual Children, 1980年代〜）

DLA＜口语＞的基础

・ TOAM（Test of Acquisition and Maintenance）（岡崎, 2002） 的
口语词汇测试

＜第一步＞的词汇能力测试的基础
・“对话型阅读能力评价”（Dialogic Reading Assessment, 中岛・樱井2012）

DLA＜阅读＞的基础

通过对话，
 “引导”＋“测量”CLD儿童最大程度的潜力
⇨ 完成课题的过程，也是将使用语言的过程进行可视化
的过程！
 “重视”＋“培养”CLD儿童的能力
⇨ 促进提高儿童好学向学的意愿

DLA的构造
JSL评价体系＜整体＞＆＜个别能力＞
将日语水平通过儿童在所在年级的活动参与度和所需要的辅
助的程度，以“6个阶段”的形式展现

从日常生
活中的
活中的观
察预测儿
童的水平
处于什么
阶段

〈
第
一
步
〉

〈阅读〉
〈口语〉

〈写作〉
〈听力〉

评价方法

在评
在评价结
果的基础
上对所处
阶段进行
判定

此为日语
的评价体
系。复数
语言的评
价体系现
在正在研
发制作中。

并不一定需要做
完所有测试。
可以按照儿童个
人发展情况决定。

沿用此形式，继续研发＜写作＞＜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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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A的实施方法

例１：来日本6个月，小学4年级，中日CLD儿童的日语
用日语解释说明环境污染

 注意保持节奏气氛轻松明快
 不在对话实施过程中打分（不要让儿童以为这是考试）
 在表扬之后结束测试
（不需要否定、纠正、当场告诉儿童正确答案）
 不花费过多的时间

我们一起看
一下实际的
录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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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にー。んー、朝のは、白いの、ゲンカがあるしー。
で、夜にー、誰でもいないから、黒いの、あるしー。ゲ
ンカがないから、落ちてる….で、こ、こっちも。で、まだ
このー、このー、やつに、こうするから、いっぱいに
なったから、木が全部なくなっちゃってるから、りきゅ
うが、（笑）。風邪になる。
翻译： 把这个—。嗯—，在早上，还有—，白色的烟—。然后，到了晚
上—，因为谁也不在，还有—，黑色的。因为没有烟，所以掉在这里…然
后，这，这里也有。然后，还有这个—，这个—，因为把这个东西这样了，
所以变得有很多，所以树就全没了，所以地球就，（笑）。感冒了。

例１：来日本5个月，小学4年级，中日CLD儿童的中文
用中文解释环境污染

数据来源：JSPS（C）17K02875

么
说
严

翻译：あ、つまり、地球は汚染されています。だから、だから…これはなぜ黒い煙が
出てきているのかを知ってます。これは夜ですから。つまり、午前中、中国の大きな
煙突からは白い煙、浄化された煙が出てきます。夜、人々がお休みになったら、彼
らは悪いことをして、浄化されていない黒い煙を流したわけです。そして、これは、自
動車の排気ガスです。地球にとても大きな被害を与えています。そして、木を切るこ
とです。竜巻が来たら、人々は抵抗することさえもできません。

净
伤

例２：日本出生，小学2年级，日英CLD儿童的日语
用日语复述故事

数据来源：JSPS（C）20K00731

ブタが自分の家作ってー、弱い家とちょっとだけかたい家とー、めっちゃくちゃか
たい家が作ってー、で、オオカミ来てー、でなー、ブタの家が壊してー、でなー、
ブタがな、なー、ちょっとだけかたい家、行ってー、オオカミをふーってやって
なー、弱かってー、でもなー、でも、でなー、ぶたがなー、めっちゃくちゃかたい
家行ってー、で、オオカミ、疲れてー、でなー、考えて、家行ってー、下おちてー、
でなー、ブタが、下のやつを火に、熱いスープに、オオカミのしっぽに熱くやって、
オオカミもっと飛んだ。
翻译：小猪建了自己的房子 ，建了一个很弱的房子和一个有点坚固的房子 ，还
有一个非常坚固的房子，然后，大灰狼来了 ，然后 ，把小猪的房子弄坏了，然
后 ，小猪就，就 ，去了有点坚固的家 ，大灰狼就呼的一下，因为很弱 ，但是
呢，但是，然后，小猪就，去了非常坚固的房子，然后，大灰狼，累了，然后，
想了一下，去了房子里，掉到下面去了，然后，小猪就在下面点火，大灰狼的
尾巴在热水里变热了，大灰狼就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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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２：在日本出生，小学2年级，日英CLD儿童的英语
用英语进行故事复述

数据来源：JSPS（C）20K00731

….XXX dog up here. And dad says don't come here. Stay
here…..Floppy is very dirty?...Hee need to take your
bath!...Floppy is doing mess. Floppy eats Papa‘s
clothes….Brother, Okay but XXX brother Floppy come his father
home….Floppy eats XXXX and dad is angry….And dad is very
angry, dog is noisy, and he can't sleep.
翻译：…XXX 小狗（上了台阶以后）在这里。 …然后爸爸说不要来这里。
…过来这里（下面的台阶） …小邋遢好脏？ …快点去洗澡！ …小邋遢把
自己弄脏了。 小邋遢吃了爸爸的衣服 …哥哥，OK， XXX哥哥，小邋遢，
爸爸回来了… 小邋遢吃了XXXX，爸爸就生气了。 …然后爸爸非常生气，
小狗太吵了，睡不着。

总结

总结
 只通过一种语言去观察CLD儿童的话，只能看到一
部分！
 CLD儿童的脑海中，在思考什么，感受着什么，需
要我们运用他所拥有的所有的语言，去观察他究竟
可以做到什么。
 我们需要重视曾被视而不见的、儿童本身所拥有的
能力，甚至是曾被视作“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的事物”的
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培育发展这一能力。

总结

我们是否将眼前的孩子们，
只视作不会日语的孩子？
还是将他们视作，
拥有多样的语言文化，
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孩子？

我们肩负着这样的责任，
即创造一个不夺走孩子们的
可能性的社会
今天的会议活动，
就是为此迈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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