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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我的孩子？

家长可能会担心，如果自己的孩子不懂英语，

就无法接受知识或技能评估。这是一个重要的

问题。在纽约州，幼儿园学前班计划投入多种

语言资源来帮助评估儿童。这些资源包括笔译

评估和口译服务。

幼儿园学前班的老师还可以通过课堂观察来评

估儿童。他们可以通过儿童的行为和教材的使

用来了解儿童掌握了什么以及仍在学习什么。

您告诉老师孩子在家里能做什么事，也能让老

师对孩子有更好的了解。

我的孩子会感到困惑吗？

不会。会双语和多语的个人（甚至是儿童），

都能使用多种语言来表达自己。有时他们说话

会混合多种语言，但这并不是困惑的表现。不

必强迫孩子单独使用一种语言。相反，大人在

家里可以与孩子一起使用母语，继续增加词汇

和其它语言技能。孩子也会在学校中混合使用

多种语言，同时老师会让孩子在学习英语时使

用母语。

当您的孩子将学习项目或作业带回家一起做

时，使用您的母语完成会很有帮助。这样，您

的孩子就不必局限于使用他们所知道的英语单

词。您可以在家使用自己的语言来巩固他们在

学校所学到的英语。

我能做些什么？

继续和您的孩子使用您的母语，保持您自己的

传统。找机会使用您的母语，比如和您的孩子

谈论他们在学校学习的内容。继续用母语给孩

子讲故事、唱歌、数数和阅读。

寻找机会帮助老师在课堂上使用您的母语，这

样您的孩子在学校里能听到自己的母语。

请记住，能通晓一种以上的语言是非常好的

事。学校需要您的参与，使教室成为一个吸引

人的多语言场所，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在成长

和学习的过程中使用他们所熟悉的所有语言技

能。 

欢迎加入纽约州

幼儿园学前班新入学

的多语言学习者的家庭



 

 

  

 

 

 

 

 

欢迎！
对于儿童来说，进入幼儿园学前班是一个

非常兴奋的时刻。在幼儿园学前班的教室

里，您的孩子将展开他们的教育之旅。他

们将认识新朋友、听故事、玩游戏、唱

歌、跳舞和学习。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儿童

如何学习和培养重要的学习和语言技能的

一部分。您、老师和其他家庭成员可以一

起帮助您的孩子学习。对您而言，在学校

和家庭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非常重要。作

为一个团队，我们能够对孩子们的学习提

供支持。我们很高兴与您的家庭建立联

系 ， 成 为 您 的 学 校 社 区 的 一 部 分 。

在幼儿园学前班，我们尊重家庭爱护和支

持子女的方式。我们希望共同为您的孩子

服务。为此，我们想了解您的家庭、您的

传统、您的文化和您说的语言。

会双语和多种语言的儿童

会多种语言是一种优势。纽约有许多家庭

在家里说多种语言。有时开始上幼儿园学

前班的儿童会说他们的母语，但会说少许

英语。我们鼓励您的孩子继续学习多种语

言，他们长大后就能会双语或多种语言。

您会双语或多语言的孩子在学习英语时可

能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他们需要时间来

发展词汇，并且用一种以上的语言来表达

自己。您的孩子在学习英语时会继续学习

重要的技能和概念。这个调整期可能会令

人担忧并引发许多问题。为了对您提供帮

助，我们在本手册中回答了一些常见问

题。

我们在家里是否应该说英语？

您在家里使用母语对孩子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

富。即使您的孩子学的英语单词越来越多，也

可以继续使用您的母语说话、阅读和交流。这

有助于孩子会双语或多语，并有助于他们语言

技能的发展和巩固学习基础。孩子们在学校进

行的所有活动和项目，都可以使用您的母语在

家里继续进行。研究表明，使用母语不会干扰

到用英语学习说话、阅读或写作的能力或新学

一种语言。使用母语有助于学习阅读和写作。

会双语或多语具有多种优势而且对头脑有益。

有时一些家庭会牺牲母语，因为他们认为让孩

子专心学英语比较好。您的孩子可以在不丢掉

您的母语的情况下学习英语。不必在语言之间

做选择。您的母语是您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

中宝贵的一部分。会双语或多语可以丰富您孩

子的生活。能够使用您的传统语言，对您的孩

子和您的家人来说是一笔财富。

在双语家庭中，有时孩子们会用英语互相交

谈，但他们会以母语与大人交谈。孩子们知道

他们周围的人所说的语言。如果他们会某种语

言，就会选择何时使用它。您的母语对您的孩

子来说一直都会很重要。当您继续在家里使用

母语时，就能坚持您的双语或多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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