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多语成为未来的机会

我们该如何支持我们的孩子学习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呢？ 

海德堡家长培训中心

推进多语种培训



我们应该和孩子说哪种语言？

1. 每个家庭以自己的方式来选择各种语言。

2. 请您与你的丈夫/妻子商量，谁在家里与孩子使用哪种语言沟通。

3. 请您和您的孩子说您最贴心的语言，往往您使用这种语言来表达自己
 的想法和感受，比如在您孩子难过时可以用最佳的语言方式去安慰
 他/她。

4. 请您长期使用这种语言和您的孩子沟通。

5. 在家庭以外或者如果您有访客的时候，您可以和孩子说其它语言，例如
 在幼儿园和幼儿园老师对话时。

6. 为了确保您的孩子在学校可以逐渐成长，她/他必须充分的会讲和理解
 德语。因此，孩子必须在早期就要和别的孩子们接触，例如在幼儿园、
 和别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在体育俱乐部或在游乐园。

7. 让您的孩子感到所有的语言都是美丽的，而他/她的母语和德语对于家
 庭来说都很重要。 

给家长的重要提示 

  多数人会讲多种语言，而孩子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学习两种或更多的语言。越早开
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对孩子们来说越轻松。会说多种语言也同样促进孩子的教育
和将来的职业发展。家长们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学习语言。因此，父母决定选择一
个共同的语言学习理念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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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学习多种语
言。越小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对孩子
们来说越轻松。3、4岁左右的孩子可以
很轻松的学习第二门语言。重要的是，
孩子可以和他的语言有规则并长时间的
接触。

  在幼儿园足以可以学到很好的德语，
重要的是，孩子必须定期（每周5天）去
幼儿园，在那里尽可能每天呆四个或更
多个小时。重要的是，您的孩子最迟3岁
进幼儿园并在那里与幼儿园老师和别的
孩子们交流。

  多语种不是学习语言的障碍，如果您
的孩子在学习母语时有任何问题，请您
务必联系儿童医生。孩子到两岁时应该
会50个以上的单词和简单的词句。
  孩子们将语言说混是正常的，同时学
习两种或多种语言的孩子往往会把语言
搞混。比如他如果不知道一个单词用一
种语言如何表达，他就会用另一种语言
表达这个单词。孩子们强调的单词有时
也会不同，或者使用错误的语法。

  例如: Sleepst du in your bed? (
德英混合)

  当孩子可以很好的说这两种语言时，
他们把语言的混合也会自然停止。请您
注意自己一直用同一种语言和孩子交流，
不要混合语言。如果您的孩子在说话时
把语言搞混，您可以正确的使用同一种
语言重复一遍这句句子。
  例如: 妈妈，把Auto给我. – 妈妈，
把小汽车给我。

  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学习德语，即使他
们自己的德语并不好。重要的是，您的孩
子必须听到您跟其他德国人说德语。她/
他已经在您那里学到很多了，所以说学当
地国家的语言也很重要。如果您的德语
很好的话，您可以时常规定“德语时间”
，例如和孩子一起读德语书或者一起按
照德国的菜谱做一道德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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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电视作为语言的学习是不够的，在
看电视的时候孩子往往只看画面，而不
是用心的去听，因为电视里的对话有时
太快，更不会回答孩子的问题或和他们
对话。孩子们只能通过对话来更好的学
习语言，比如在吃饭、穿衣服、玩乐或看
书的时候。当孩子看电视的时候，您可
以和他交流，让他更好的理解节目里面
发生的事情。

  看书也可以帮助孩子学习语言，您可
以和孩子一起看图画书，与此同时学习
新的词语和句子。请给您的孩子足够的
时间，让他述说，这样他可以练习表达
能力。您可以和孩子一起看您的母语书
或者德语书。
  让孩子明白，德语和您的母语都很重
要。您是您孩子的榜样! 如果您即说自
己的母语，也说德语的话，您的孩子也会
喜欢说这两种语言。即使您的德语不好，

请您在购物时或者和幼儿园老师沟通时
说德语。
  如果说您平时和孩子大部分说德语而
孩子很少可以听到您自己国家的母语，
那么您可以和孩子一起去些同乡聚会或
者和您的家人保持联系，这对孩子很重
要。

  有些孩子平时只说德语，并不说父母
的母语。一般来说，如果父母德语都非
常好并有许多德国朋友，这种情况常会
发生并且很正常。重要的是，请您始终
和孩子说您自己的母语，即使孩子并不
说，他们也会听到很多单词并记住它们，
这对他们将来学习这门语言有很大的帮
助，例如当他们回到您的家乡时或者和
说这种语言的小朋友们一起玩的时候。
  请您不要刻意要求孩子说您的母语，
压力和惩罚只会起到使孩子有逆反心理
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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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言家庭方案

谁和孩子说哪种语言？

  对孩子来说，固定的语言方案可以让他
们更好的学习两种或多种语言。孩子必须
要知道，母亲平时说哪种语言，父亲平时
说哪种语言? 当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说
什么语言（家庭语言）? 母亲或父亲在外
面的时候和我说德语还是他们的母语？

  如果您的德语很好的话，您可以在外
面和您的孩子说德语。如果您的德语不
是很好的话，您在外面也可以和孩子说
您的母语。您可以经常性的找些和当地
德国人说德语的机会，这样您可以学习德
语，您的孩子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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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 – 一种语言

母亲说俄语，父亲说德语。

外面:
当地语言 (德语)

家庭语言:
父母的母语 (此处: 俄语或德语)

家里使用一种语言

外面使用一种语言

父母都说俄语。

外面:
当地语言(德语)
家庭语言:
父母的母语(俄语)

家里两种语言
外面一种语言

母亲说俄语，父亲说英语。

外面:
当地语言 (德语)

家庭语言:
父母的母语（俄语或英语）

家里三种语言
每种环境一种语言

母亲说俄语，父亲说库尔德语

外面:
当地语言 (德语)

家庭语言:
一种不是父母母语的语言 (英语) 或者当地语言(德语)。

德语/俄语

俄语/英语

俄语

英语/德语

德语

德语

德语

德语

德语

俄语

英语

库尔德语

俄语

俄语

俄语

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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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功效的一些方案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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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语言使用方式
的解决方案。本手册中的指示给您一
些良好的家庭中能用到的建议并帮助
您处理多种语言的困扰。
  如果您有关于多种语文的问题，我
们将很荣幸能亲自给您建议   (+49 
6221 6516410)。 
  在海德堡的ZEL中心，我们经常举办
有关于多种语言、语言学习和语言推广
的讲习班。我们也在幼儿园或者学校
里开展这项活动。与此同时我们还提

供有关于多语种专业人才的培训。

  请您打开以下链接，获得更多的信息: 
www.zel-heidelber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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