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言DLA工作坊 大会报告②

在教学现场实际发生的情况

一起学习了解可以充分使用孩子们所有
语言能力的 “Translanguaging”运用在
教室里的方法吧！

提问：
水在没有沸腾的情况下也会蒸
发吗？
启林馆 理科4年级 第168页

Does water evaporate even when it’s not boiling?
A água precisa ser fervida para evaporar?
水是否需要煮沸才能蒸发？
Нужно ли кипятить воду, чтобы она испарилась?

立命馆大学 佐野爱子
翻译：李光曦

只要求口译、笔译
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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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孩子脑海里没有这
个概念的话，就算是经
过了翻译，也没有办法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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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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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出生的CLD儿童需要的是什么？
既可以用日语接触
到知识

也可以用母语接触
到知识

在日本出生的CLD儿童需要的是什么？
既可以用日语接触
到知识

我们追求的是・・・
×教授日语
×教授母语
〇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事物
帮助孩子动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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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团结连接作为
多语者的我们可以
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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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用母语接触
到知识

即活用儿童所拥有
的所有的语言能力，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培育发展这一能力

Trans languaging

母语支援人员可以做到的事情（有非常多！）
母语支援人员并不
是做辅助工作的人，
而是可以和其他教
师们一起合作，帮
助孩子提高双语语
言能力
将学校这一场所转
变为多语言的空间
可以做到的事情

在教室里可
以做到的事
情

将学校这一场所转变为多语言的空间可以做到的事情
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制作多语言的海报，贴在一进学校玄关的地方
张贴的通知、海报、启事等可以用孩子们的母语进行写作，也可以在学校张
贴孩子们的母语作品
可以让孩子们制作校内地图，张贴在教室外面
早会的打招呼部分可以用多种语言进行
可以在图书馆里放置很多用孩子们母语写作的书籍
可以给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即孩子
们的母语、继承语是十分重要的事
物
也可以传递这样的信息，即孩子们
的母语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物
也可以传递这样的信息，即学校并
不是只能使用日语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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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午餐吃乡土料理的时候
也可以加入多语言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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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校这一场所转变为多语言的空间可以做到的事情
在举办运动会等学校活动的时候，让孩子们将广播内容用多种语言进行播报
→可以帮助CLD儿童的家长更好地参与学校的活动
→对于CLD儿童来说，这是一个在公共场所表现自己的母语、继承语的绝好机会
→可以表现自己擅长的语言的场所——作为双语者的身份认知
→对于日语为母语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接触到各种鲜活的多种语言的珍贵机会

• 课堂中的小组活动可以用多种语言进行
只要小组活动的制作成果以及最终目的明确，对于孩子们来说，即使使
用多种语言进行，也不会有“随便聊天玩儿”的感觉

• 在查找信息的时候可以积极让学生使用母语
在布置任务的时候，设计一些可以充分活用母语优势的任务！
例如：在温哥华奥运会前制作海报——介绍在自己的国家里备受关注的
运动项目、介绍项目当中有名的选手

• 可以连接到日语产出的阶段时的
协助性的学习活动
元语言意识的活性化

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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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发表会

合唱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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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歌里面也可以加入多语言的
元素！（门真市砂子小学）

• 积极与孩子们的母语建立联系

低学年的课堂（以任务形式为主导的日语课堂）

通过交流相同的故事内容而在亲子之间产生的幸福感——朗诵的作业也可以用母语完成
在教室进行朗诵发表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母语进行

• 让学生感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很有意思！”，设置有小机关的学习任
务
“孩子们的游戏：现在和过去” （初中家庭科目）→对家人进行采访

《小红鱼》 西班牙语版

青蛙和蟾蜍

英语版

夏洛特的礼物

在课堂的导入部分或重要的活动前积极使用葡萄牙语
充分展示母语支援人员活用语言的场景
传递“完全可以自由使用两种语言”这一信息
给孩子们创造“使用两种语言很有趣”的契机
在进行对于孩子们有实际意义的活动当中，切实整合语言的4种技能（听、说、读、写）
（一起看一下实际的录像吧：2分03秒-5分10秒; 22分49秒-24分08秒）

英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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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高一些学年的课堂
在平常上课的时候，可以督促学生运用两种语言进行思考
在帮助学生进行思考的时候注意要耐心细致
通过提问促使学生思考的时候，可以用母语、继承语进行→思考的时候可以使用自己喜欢的语言→发表
的时候使用日语
（一起看一下实际的录像吧：2分4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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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孩子的母语和日语朗读绘本
两种语言都使用相同语言会非常方便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自己制作？
或者可以寻求家长的帮助？
或者可以招募大学生志愿者？

• 提前预习教学科目的内容
比起单纯的教授语言本身，重要的是让学生理解概念

初中数学课的课堂
在课堂中让学生“思考”的时间段，可以将学生分成母语相同的小组，积极活用学生的母语知识
母语支援人员也可以在这一时间段加入小组，帮助学生讨论思考
母语支援人员的任务不仅仅是翻译传达教学科目的老师用日语教过的内容
发表用日语进行——可以动用到小组全员拥有的所有的语言能力进行发表
日语为母语者的孩子可以用日语对发表进行总结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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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学好继承语或母语，就算辛苦也要努力！？

• 积极活用家长以及社区的语言资源

继承语课堂的作用
（从补习班的研究中得出的结
论）

积极运用作为学长、学姐的CLD儿童和学生
督促他们积极组织对自己学弟、学妹的CLD儿童有益的活动
积极活用住在父母本国的亲人朋友
——可以将他们作为写信的对象、作为文化资源、作为采访的对象

• 将孩子们的母语作为外语进行学习的大学生的作用
位于缅甸的补习班的例子——从培养双语者的身份认知的观点来看也十分有效
可以辅助低年级
学生的学习、制
作参考书——小
初高联结的可能
性？
阅读伙伴
Reading Buddy
制作使用两种
语言的绘本

可以用继承语制
作给家长解释说
明日本学校活动
的宣传单

可以为了新入学
的学生制作带有
欢迎信息的宣传
单

可以制作用于将
学校转变为多语
言空间的各种通
知、海报、启事
等

注意创造在同样环境中学习的伙伴们上下年级之间自由交流的机会

13

•
•
•
•

•
•
•
•
•

课堂并不是由教师单方面传递知识
相信孩子们学习的能力
CLD儿童=双语者！≠不会日语的孩子
不管是老师之间还是学生之间，老师和学生大家都要互相
帮助，加深学习过程
包括老师在内，大家都拥有多种多样的语言资源！
尊重孩子们多样的语言资源
家长、社区、志愿者→只要是能动用的资源就要全部充分
利用
重要的不是“教”语言，而是怎样才能促使学生动脑思考
要让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进行“有主体性的、对话性的深
层次学习”！

1. 提供接触在生活当中使用不到的，作为学
习教学科目的语言的机会
2. 提供将用日语学过内容用继承语去理解的
机会
3. 创造可以交到和自己有同样身份背景的朋
友的机会
4. 培养多语言多文化的身份认知的场所
5. 家长们互相交流的场所
6. 交换继承语书籍的场所

注意创造在同样环境中学习的伙伴们相互之间自由交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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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cía, O, Johnson, S. I., & Seltzer, K. (2017).
The translanguaging classroom: Leveraging student bilingualism for learning. Ca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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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孩子们自己
文化的行动——
面向社区制作介
绍学校的小册子
或官方网址
（儿童记者）

• 课堂内容只有语法词汇的练习题的话对学生负担太大
• 应该在课堂中设置一些小机关，让学生为自己作为继承语
与日语的双语者而感到自豪！
• 课堂应当将日语学习的内容与继承语学习的内容连接起来
进行继承语的教学！
• 课堂应当进行有创造性的学习内容！
• 身份认知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