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XXXXXXXXXX 学校(院) 

 

教 案 本 
 

 

 

 

 

 

课程名称：《学前儿童语言教育与活动指导》   

任课教师： XXX               

所属院部： 学前教育学院       

任课班级： 学前 XXXX        

 

 

 

202    学年  第     学期 

 



 

 2 

XXXXXXXXXX学校(院)课程教学设计 

（章节/专题首页） 

课程名称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与活动指导》 

章节名称 第一章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活动概述 

教学目标 

 

1.熟悉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有关概念，明确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研究

对象和意义，了解影响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因素。 

2.掌握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 

3.熟悉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基本观念，树立正确的语言教育观。 

4.了解各理论流派关于儿童语言获得的基本观点。 

教学重点 
⚫ 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 

⚫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基本观念 

教学难点 

 

⚫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基本观念 

⚫ 各理论流派关于儿童语言获得的基本观点 

 

教学内容与 

课时分配 
 

（7课时） 

 

1.第一节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基本概念(理论讲授 2课时） 

2.第二节 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理论讲授 2课时） 

3.第三节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基本观念(理论讲授 1课时） 

4.第四节 学前儿童语言获得的理论流派（理论讲授 2课时 ） 

5.学生登录智慧树在线教育平台，利用课余时间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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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XXXXXX(院)课程教学设计 

（分页） 

第一讲            第 1～2 课时(理论讲授） 

教学课题 第一节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基本概念 

教学目标 

1.熟悉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有关概念，明确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研

究对象和意义。 

2.了解影响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因素。 

教学重点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研究对象和意义 

教学难点 语言与言语的概念；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意义 

教学方法 自主学习法、讲授法、演示法、案例分析法、合作探究法等 

教学准备 

教师：多媒体教学设备、课件；案例若干；将本课程的学习资源包上传

至网络学习平台，并布置预习任务。 

学生：完成本节预习任务，并搜集资料。 

教学过程 

【案例导入】 

印度狼孩的故事：1920年 10月，一位印度传教士辛格(Singh，J．A．L．)在印

度加尔各答的丛林中发现两个狼哺育的女孩。大的女孩约 8岁，小的 1岁半左右。据

推测，她们应是在半岁左右时被母狼带到洞里去的。辛格给她们起了名字，大的叫卡

玛拉(Kamala)、小的叫阿玛拉(Amala)。当她们被领进孤儿院时，一切生活习惯都同

野兽一样，不会说话，经常白天睡觉，一到晚上则活泼起来，每夜 10 点、1点和 3点

循例发出非人非兽的尖锐的怪声；不能直立行走，只能四肢爬行；害怕强光，害怕水

火，不让洗澡，不让穿衣，不吃熟食，而只吃扔在地板上的生肉，并随地便溺。辛格

夫妇异常爱护她们，耐心抚养和教育她们。遗憾的是，阿玛拉进院不到一年，便死了。

卡玛拉用了 25个月才开始说第一个词“ma”，4年后一共只学会了 6 个字，7年后增

加到 45个字，并曾说出用 3个字组成的句子。进院后 16个多月卡玛拉才会用膝盖走

路，2年 8个月才会用两脚站起来，5年多才会用两脚走路，但快跑时又会用四肢爬

行。卡玛拉活到 17岁。但她直到死还没真正学会说话，智力只相当于 3、4岁的孩子。    



 

 4 

【思考与讨论】印度狼孩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对我们的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总结与分享】学前期是人类语言发展最迅速也是最关键的时期。如果错过了人

类语言发展的关键期，以后的语言教育非常困难或将终生造成语言障碍。 

 

第一节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基本概念 

【分析与讲解】 

一、语言与言语 

提问：语言和言语是同一概念吗？ 

【强调】在日常生活中，语言和言语这两个词经常被混用。在进行学前儿童语言

教育工作时，必须区分语言和言语这两个紧密联系而又彼此不同的概念。 

 

【结合案例讲授】 

（一）语言和言语的区别 

1.“符号系统”与“交际过程” 

（引导学生回忆《学前心理学》中所学过的相关知识点） 

人类的语言是一种社会约定俗成的用来交流情感、观念、思想等的符号表征系统。

是以语音或字形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而构成的体系，

一般包括音、形、义、词汇、语法等要素，以听得见的声音和看得见的形状而存在。

一般来说，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分析与讨论】目前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与使用最广泛的是哪种语言？ 

而言语是个体借助语言传递信息、进行交际的过程。具有交流功能、符号功能、

概括功能。言语可分为外部言语和內部言语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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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具”与“工具使用” 

语言是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思维（认识）工具和交际工具而产生、存在的。而言语

则是人们运用语言这种工具进行交际的过程和结果。 

3.“社会文化现象”与“个体心理现象” 

语言是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是一种人们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是社会共

有的交际工具。人们在运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必须遵守这个系统的规则。因此，社会

因素是它的本质因素，属于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而言语则是一种个体的心理现象，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 

4.“有限”与“无限” 

就某一语言而言，语言系统的各个结构成分(语音成分、词的数量和构词规则等)

是有限的。语言就是一个有限语言单位的集合。 

但在具体的言语活动中，一个人一生中究竟要说多少话，要写多少东西，这是无

法计算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利用有限的语言符号及其规则说出无限的话来，这是言

语活动的特点。 

    5.“静态”与“动态” 

在人们运用语言的活动中，语言的规则都是现存的，约定的，不允许处于经常的

变动之中，这是言语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否则人类就无法交际，无法组织社

会。因而语言在一定时期内处于静止状态。当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语言的发展，语

言也会出现适应性变化。所以，语言的静止是相对的，静中有动。 

而言语就不同了。言语活动总是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展开，从说到听都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  

（二）语言和言语的联系 

【思考与讨论】语言和言语的之间有什么联系？ 

语言和言语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依存。一方面，言语活动是依靠语言材料和语言

规则来进行的，离开了语言，就不会有言语活动。另一方面，语言也离不开言语活动。

如果某种语言不再被人们用来进行交际，它最终将从社会上消失。 

二、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研究对象和意义 

（一）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研究对象 

【分析与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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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是研究 0～6 岁儿童语言发生发展的现象、规律及其教育的一

门学科，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应用性科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是把 0～6 岁儿童早期掌握母语的训练和教育作为该学

科主要研究的对象，强调对 0～6 岁儿童加强口语听说训练。 

广义的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把 0～6 岁学前儿童的所有语言获得和学习现象、规律

及其教育作为主要研究的对象，强调对 0～6 岁儿童应加强听、说、读、写的训练。 

二、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意义 

【思考与讨论】对学前儿童进行语言教育有什么意义？ 

【结合案例讲授】 

1.促进学前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促进学前儿童语言能力尤其是口语表达能

力的发展。 

2.促进学前儿童社会化的发展 

儿童获得语言，被称为儿童社会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儿童接触社会、融入社

会、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主要方式就是语言交流。 

3.促进学前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 

学前儿童语言的发展与认知能力的发展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方面，学前

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决定语言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语言一旦被个体所理解和掌握，

就能够对认知能力的发展起推动和加速作用。 

4.为学前儿童学习书面言语打好基础 

无论是从人类的发展历史还是从个体发展的过程来看，书面言语都晚于口头言

语。而书面言语的发展是以口语为基础，掌握了口语，才能更好地学习书面言语。 

三、影响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因素 

（一）生理因素（演示发音器官、听觉器官及大脑半球背外侧面图 PPT） 

 （引导学生回忆《学前卫生学》中所学过的相关知识） 

1.正常的发音器官 

发音器官的完善与成熟，是学前儿童语言发生发展的重要生理前提。人体的发音

器官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⑴动力区——由肺﹑横膈膜﹑气管等器官组成。 

http://baike.baidu.com/view/7639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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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声源区——即声带，位于喉头的中间，是两片富有弹性的带状薄膜。 

⑶调音区——由口腔、鼻腔、咽腔等器官组成。 

                        发音器官图   

2.正常的听觉器官 

听觉器官包括外耳、中耳和内耳三部分。语言的发育依赖于听力，只有先接受外

界语言的刺激，个体才会做出相应的反应，逐渐产生语言。 

正常的听觉是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保证。 

        

听觉器官图 

3.健全的大脑 

    人脑由大脑、小脑、间脑、脑桥（包括延髓、桥脑、中脑）四部分组成，其中大

脑是最发达的部分，占整个脑重的 80％，是产生心理现象的主要器官和机能结构。 

http://baike.baidu.com/view/432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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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脑皮层机能定位图（大脑半球背外侧面） 

 小结:发音器官、听觉器官以及大脑的健康和完善是学前儿童的语言发展的先决条

件，它为学前儿童提供了一种语言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先天潜在的可能性能否成为现

实，还要受到一些后天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二）心理因素（引导学生回忆《学前心理学》中所学过的相关知识） 

1.认知能力 

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有密切关系，因为听、说、读、写等语言能力都建立在对语

言内容理解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学前儿童要获得语言能力，学会使用语言，就必须

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而要掌握这些知识，必然需要一定的认知能力。 

2.个性    

个性的差异对学前儿童的语言学习和语言发展会造成较大影响。如，性格外向、

充满自信的儿童会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主动与人进行言语交流，能争取到更多学习和

表现的机会，其语言能力发展的速度较快；性格内向、胆怯、没有自信的儿童则相对

缺少成功和失败的体验，缺乏吸收语言信息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三）环境因素 

【结合案例讲授】 

对学前儿童影响最大的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家庭、托幼机构和社区。 

1.家庭（引导学生回忆家庭对自己语言发展产生的影响） 

家庭是学前儿童最早接触的社会环境。许多研究表明，不同形态的家庭环境和学

前儿童语言发展的能力相关。例如家长受教育程度、家长的文化素养及生活方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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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教养方式、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方式与策略、与儿童交谈过程中的情绪状态，以

及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家庭氛围等都影响着学前儿童的语言发展。 

2.托幼机构     

托幼机构是对学前儿童实施保育和教育的机构。托幼机构中如教师／儿童比率、

师资条件﹑儿童—教师互动、课程设置、班级人数、物质环境﹑健康和安全等都是影

响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因素。 

    3. 社区 

【思考与讨论】 

社区主要通过哪些因素对学前儿童语言的发展产生影响？ 

社区是一个“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学前儿

童生活在具体的社区里，周围的人群、文化氛围、经济状况、地理位置、社区规模、

人口数量、环境设施等因素，都将对学前儿童的语言发展产生影响。 

【强调】学前期是人类个体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一时期能够给予正确的语

言教育，则会使个体更容易获得语言反应，甚至可以促使其语言发展达到最高水平，

而且获得的语言习惯最易长期保持下去。如果错过了这一关键时期，再进行补偿教育，

就不可能再达到其应有的水平与能力。 

本课小结，布置作业 

1.师生共同总结本课知识点﹔教师总结学生的学习情况。 

2.布置课后作业：学生于学习平台完成知识检测题并观看相关微课。 

3.预习下次课的内容（第一章第二节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第三节学前

儿童语言教育的基本观念）。 

 

教学反思 

 

 

 

 

 

 

 

 

 

https://baike.so.com/doc/5421513-5659694.html


 

 10 

XXXXXXXXXX(院)课程教学设计 

（分页） 

第二、三讲            第 3～5 课时(理论讲授） 

教学课题 
第二节 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理论讲授 2 课时） 

第三节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基本观念(理论讲授 1 课时） 

教学目标 
1.掌握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 

2.熟悉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基本观念，树立正确的语言教育观。 

教学重点 
⚫ 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 

⚫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基本观念 

教学难点 ⚫ 树立正确的语言教育观 

教学方法 自主学习法、讲授法、演示法、案例分析法、合作探究法等 

教学准备 

教师：多媒体教学设备、课件；案例若干；将本课程的学习资源包上传至

网络学习平台，并布置预习任务。 

学生：完成本节预习任务，并搜集资料。 

教学过程 

【导入】 

【回忆与巩固】幼儿词汇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幼儿口语表达能力的发展有

什么特点？ 

第二节 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 

（此部分內容在心理学中已有讲述，此处引导学生进行回忆，重点掌握） 

一、0～3岁婴幼儿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 

【分析与讲解】 

【强调】婴儿从一出生就具备了极大的语言发展的潜能，如果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能

对婴幼儿进行科学的语言训练，儿童的这种潜能就会充分发挥出来。 

 (一)0～1岁儿童的语言发展 

在此阶段，儿童的语言发展主要体现在语音感知和理解方面，处于语言发展的发音准

备期---前言语阶段。儿童发音准备期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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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单发音阶段（0～3个月） 

儿童刚出生时只会哭，哭是儿童最初的发音。在最初的两个月发的都是单音节，而且

都是元音，这阶段的发音是一种本能行为，天生聋哑的儿童也能发出这些声音。 

2.连续音节阶段（4～8个月） 

4～8个月的婴儿发出的声中，新增了 u，i 等单元音，和 uei，aei 等复合元音，出现

了声母如：b、d、g、p、n、f等，经常发出连续音节如：hei、heng、bu、ge，有些音节

和词音很相似如：ma-ma、ba-ba等，其实这些音还不具有符号意义。但如果成人利用这些

音与具体事物相联系，就可以形成条件反射，使语音具有意义。 

比如，每当孩子无意识地发出 ma—ma这个音时，妈妈就高高兴兴地出现在儿童面前，

答应着并亲吻孩子；每当孩子某次无意识地发出 ba—ba的音，爸爸也高兴地紧紧拥抱他，

于是孩子看到他最亲近的两个人都对自己发出的声音感兴趣，就受到鼓舞！久而久之，孩

子就会把 ba—ba，ma—ma这两个音当作对父母亲的称呼。 

【强调】儿童会叫爸爸、妈妈，在心理学上称为语言的起点，标志着儿童已经具备了

人的语言思维特征，同时社会化能力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是一个飞跃性的变化。这件事产

生的效果不同，对于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假如父母的反应积极而热烈，儿童

说话的愿望会更强；如果消极冷淡，儿童可能失去说话的内在动力和兴趣。 

3.学话萌芽阶段 (9～12 个月) 

【分析案例】以下案例，说明了什么问题？  

有关实验研究：给 9个月的婴儿看“狼”和“羊”的画片。每当出示“羊”时，就用

温柔的声音说“羊，羊，这是小羊”，而出示“狼”时，就用凶狠的声音说“狼，狼，这

是老狼”。若干次以后，当实验者用温柔的声音说“羊呢？羊在哪里？”婴儿就会指画着

羊的图片，反之亦然。这时，实验者突然改变说话的语调，用凶狠的声音说“羊呢？羊在

哪里？”婴儿毫不犹豫地指向画着狼的图片。 

总结：此案例说明，婴儿反应的主要对象是语调和说话时的整个情景，而不是词，他

还不能把词从语音复合情境中分离出来，真正作为独立信号而引起儿童相应的反应。 

8～9个月，婴儿已能听懂成人的一些语言，表现为能对语言作出相应的反应。但这时，

引起婴儿反应的主要是语调和整个情境(如说话人的动作表情等)，而不是词的意义。 

一般到了11个月左右，语词才逐渐从复合情境中分离出来，真正作为独立信号而引起

儿童相应的反应。到这个时候，儿童才算是真正理解了这个词的意义。 

(二)1～3岁儿童的语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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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儿童进入了正式学习语言的阶段，是语言真正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可以具体

分为单词句阶段、双词句阶段与简单句阶段。这三个阶段之间有相互重叠的部分。 

1.单词句阶段(1～1.5岁) 

这阶段的儿童不仅用一个词代表多种物体，而且用一个词代表一个句子，故此阶段称

为“单词句”时期。单词句具有三个特点： 

⑴以词代句，词性不确定。虽然最先学会名词，但使用时不一定当名词用。如“嘟嘟”

既可作名词来称呼汽车，又可作动词表示开车；如“球球”，可能代表不同的意思:“这是

球球”“我要球球”“球球滚走了”等等。 

⑵以音代物。一岁半以前的儿童常把声音作为物体的标志，例如把汽车叫“嘀嘀”，

把小狗叫“汪汪”，把小猫叫“喵喵”。这是1岁半以前的儿童说出词汇的一个明显特点。 

 ⑶一词多义。一岁半以前的儿童说出的一个词常常并不只代表一个意思，而是代表着多

种意思，如儿童说:“妈妈”，这时“妈妈”这个词常常反映多种意思，有可能是想吃东西

或喝水，也有可能是让妈妈抱，还有可能是要玩具。 

⑷和动作紧密结合。当儿童想要表达他想说的意思时，常常喜欢用动作或表情。如要

妈妈抱时，在说出“抱抱”的同时，会向妈妈的方向伸出双手，身体前倾。因此有人称单

词句为“言语动作”。 

2.双词句阶段(1.5～2岁) 

1岁半以后到两岁期间，此阶段具有以下特点： 

⑴双词句为主，也称为“电报句”。 

⑵词汇数量显著增加。儿童1岁半时经常说出的词约20个左右，每个月约增加25个新词；

到两岁时一般能说200个左右的词汇。 

⑶发音能力提高。在语音方面，1岁半到两岁儿童已经掌握了双唇音、舌面音的发音，

但还不会区分平舌音z、c、s和翘舌音zh、ch、sh，前鼻音n与后鼻音ng，不会准确发边音l。 

1岁半到两岁是从“被动”转向“主动”的言语活动期。 

3.简单句阶段(2～3岁) 

2～3岁是简单句发展阶段，是基本掌握口语的阶段。具体表现出以下特点: 

⑴简单句为主，多种句式并存。 

⑵词汇数量增加，词类日趋丰富。在词汇方面，此阶段是词汇量迅速增加的时期，儿

童在这一年词汇量猛增到800～1000个左右，词的种类和每类词所含的内容都扩大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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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发音能力进一步提高。在语音方面，此阶段儿童唇音已经基本没有问题，但在区分

平舌音和翘舌音，前鼻音与后鼻音方面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 

⑷语言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不断提高。 

☆☆二、3～6 岁幼儿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 

【分析与讲解】 

(一)幼儿语音的发展 

幼儿期是掌握语音的关键时期，也是语音可塑性最大的时期。 

【强调】幼儿期是儿童完整的口头言语发展的关键时期。只要幼儿有正常的发音器官、

听觉器官与智力，在良好环境熏陶和正确的语言教育下，幼儿基本上能掌握本民族的口语。 

(二)幼儿词汇的发展 

1.词汇数量迅速增加 

幼儿期是人一生中词汇增加得最快的时期。据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材料报道:3岁幼儿的

词汇约达 1000个左右，4岁约为 1600～2000个，5岁约为 2200～3000个，6岁能增至 3000～

4000个。几乎每年增长一倍，具有直线上升趋势。词汇数量的增加往往与幼儿的生活经验

和教育影响直接相关，故个别差异很大。 

2.词类范围日益扩大 

提问：①词可以分为哪两大类？②什么是实词？什么是虚词？③实词与虚词各包括哪些词？ 

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不仅词汇量迅速增加，掌握词的种类与范围日益扩大。幼儿先

掌握实词，然后掌握虚词。 

【强调】幼儿掌握实词的顺序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量词。 

幼儿对虚词较难理解与掌握。 

3～4岁左右的幼儿所掌握的词汇大多以名词和动词为主，这时幼儿运用形容词的能力

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只能掌握例如大、小、长、短、冷、热、胖、瘦等词，对高、低、粗、

细等形容词较难掌握，运用上也往往不够准确，如常用大、小来代替长、短、高、低等形

容词；幼儿对量词的掌握较为困难，可能会说“一个小鸟”、“一只大树”等；这一年龄

阶段的幼儿所掌握的代词中除了表示方位的指示代词“这、那里”以外，还出现了人称代

词“我、你、他”；幼儿对数词的把握则与幼儿数概念的发展有关。 

4～5岁左右的幼儿所掌握的词汇仍然以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占多数，只是质量上有明

显的提高。如名词方面，幼儿在掌握了对物体的整体认识和名称的基础上，逐渐转入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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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各部分的认识，同时掌握各部分的名称，如衣服的领子、袖子、扣子等。在形容词方面，

幼儿已经学习运用多种多样的形容词来描述事物，如：圆圆的、长长的；漂亮的、可爱的；

静悄悄、闹哄哄；绿油油、红艳艳等。在数量词方面，幼儿已掌握更多的基本数词，又开

始学习掌握序数词。这一阶段的幼儿还开始使用常用副词和连词，这标志着幼儿已从掌握

代表具体意义的实词，过渡到掌握代表抽象意义的虚词。这是幼儿学习和掌握词汇过程中

质的飞跃。 

5～6岁左右的幼儿随着生活范围的扩大和知识经验的增加，各类词都能初步掌握与运

用，并能逐步掌握一些概括性较强的名词。如动物、水果、玩具、交通工具等；会较准确

地用形容词来描述物体的特点或状态；而且还能注意到事物间的联系，掌握了一些关联词，

如“因为……所以……”、“如果……就……”等，以及一些表示转折的词，如“虽然……

但是……”等。这阶段儿童对于新词很感兴趣，能很快将听到、学到的词运用到自己的言

语活动中去。但由于有时对新词没有正确理解，就可能出现“用词不当”的现象。 

3.词义理解逐渐加深 

由于幼儿理解事物具有简单性和表面性的特点，难以理解较复杂、较深刻的词的含义，

所以，幼儿对词的最初理解是不全面的，只是掌握了词的部分的、个别的语义，出现了理

解词的“泛化”和“窄化”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对词本身的内容、意义的理解也

逐渐地确切和加深了。从最初只能掌握词的本义，到对词的理解逐渐由单义向多义发展。  

如 5～6岁左右的幼儿能把“春天”理解为季节的名称，知道“春、夏、秋、冬”的顺

序关系。会用一些代表抽象意义的形容词，如勇敢、光荣、胆小等来评价人的行为等。 

但幼儿仍难理解词的转义、喻义和反义。故对幼儿尤其是小班幼儿千万不要说反话。 

幼儿已掌握了许多积极词汇（儿童能够正确理解又能正确使用的词），但也有不少消

极词汇（儿童能说出但并不理解，或者虽然理解了，却不能正确使用的词），因此常常发

生乱用词的现象。 

(三)幼儿语法与句子的发展 

【强调】幼儿对语法结构的意识在 4 岁开始出现，他们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言语

交流，模仿成人说话而逐渐掌握语法结构，而且只是从语言习惯上去掌握的，专门语法知

识的学习要进入小学后才会进行。 

1.由简单句到复合句 

3～4岁幼儿已能用词组成简单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有时句子不完整，常出现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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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或没有主语的情况；偶尔出现复合句，但数量很少。 

4～5岁幼儿已经能正确地运用简单句顺畅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想法或描述见闻了，

呈现出由简单句向复合句发展的趋势，但常常缺乏关联词语。 

5～6岁幼儿抽象逻辑思维开始萌芽，知识经验较前丰富，基本上学会运用各种复合句，

复合句约占所有句子的 19.1%，而且关联词语运用得较多。 

2.由陈述句发展到多种形式的句子 

幼儿的基本句型是陈述句。其它的如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否定句等多种形式的

句型也逐渐发展起来了。 

如幼儿在公园里看到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鲜花时，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感叹说：“哇！

好多好多美丽的花呀！”经过玩具店的橱窗时，会说：“芭比娃娃多漂亮呀！我好喜欢！”

这一时期被动句偶有出现，双重否定句尚未出现。 

3.由无修饰句到有修饰句    

3岁左右的幼儿语句非常简单，是没有修饰语的，即使能说出“小松鼠”、“大老虎”

等短语，实际上也是将这些短语作为一个词来学习、理解和运用的，并没有区别出修饰词

和被修饰词。3～3 岁半修饰语的数量迅速增长，4 岁以后，有修饰的句子开始占优势，会

使用一些地点状语，如“我在动物园看见好多可爱的动物”。 5～6 岁除行动状语和地点

状语外，还会使用一定数量的时间状语，如“妈妈昨天带我去游乐园玩海洋球了”。 

(四)幼儿口语表达能力的发展 

【强调】3 岁以前，儿童的言语基本上都是采取对话的形式。到了幼儿期，独白言语

才就逐渐发展起来了。 

随着词汇量的迅猛增长和语法结构的逐渐掌握，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也逐步发展起来。

幼儿期就是从对话言语逐渐过渡到独白言语、从情境性言语过渡到连贯性言语的时期。 

情境性言语是指句子不完整，前后不连贯，往往伴有手势或面部表情甚至身段动作辅

助和补充，听者只有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境,边听、边看、边猜想才能理解说话者思想内容的

言语形式。 

连贯性言语的特点是指句子完整，前后连贯，逻辑性强，听者仅从言语本身就能完全

理解讲话人所要讲的内容和想要表达的思想的言语形式。 

【强调】学前期是人类个体语言发展的关键期。托幼机构、家庭与社会都应高度重视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工作，为学前儿童学习母语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教师、家长都应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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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儿童观、教育观、语言观，及时把握语言发展与教育的关键期，对学前儿童开展有

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科学的语言教育，促进学前儿童语言的发展。 

第三节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基本观念 

【讲授】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有关儿童语言发展和语言学习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有

了突破性的进展。起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全语言教育（whole language）

是当代国外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界最为重要的一种理论思潮。它最初是用于美国中小学校教

授本民族的语言艺术及其阅读教学，后来逐渐地运用到学前儿童教育领域，在美国、英国、

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中备受欢迎和重视。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全语言教育思想波及国际学前教育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学

前儿童语言教育的改革，对我国学前儿童语言教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全语言教育观念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分析与讲解】 

一﹑完整语言教育观 

完整语言教育观强调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完整的，内容应当是全面完整的，

倡导教育活动在形式多样、真实的交流情境下进行。 

【结合案例讲授】 

(一)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目标的完整性 

    完整的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目标应包括培养学前儿童语言的听、说、读、写四方面的情

感态度、认知和能力。不能只有单纯的认知或能力等方面的目标。其中，主要是培养听、

说能力和良好的听、说行为习惯，同时获得早期的读、写技能。而在所有的目标中，培养

学前儿童的语言运用能力特别是语言核心操作能力，应当作为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重点。 

    (二)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完整性 

    全面的、完整的语言教育内容是指在学前儿童语言教育中，既要引导学前儿童学习口

头言语，也要引导其学习书面言语；既要引导学前儿童理解和运用日常交往语言，也要引

导学前儿童学习文学语言。    

(三)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情境的真实性、活动形式的多样性 

 教育情境的真实性是指教师在设计和组织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活动时应着眼于创设真实

的、多向的语言交流情境，使语言教育活动成为师幼共建、积极互动的过程。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活动形式的多样性是指教师在设计和组织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活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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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采用丰富多样的、全面的、适合学前儿童的活动类型和形式。 

如，学前儿童的讲述活动可以有看图讲述、实物讲述、情境表演讲述、生活经验的讲

述，还可以有拼图讲述、绘图讲述等类型。 

二﹑整合教育观 

整合的语言教育观念强调学前儿童的语言学习是一个整合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学

前儿童语言的发展与其他智能、情感等方面的发展是整合一体的关系。离开了学前儿童其

他方面的发展，学前儿童的语言学习是不可能成功的。 

    (一)语言教育目标的整合 

    语言教育目标的整合是要求在制定语言教育目标时，既要考虑完整语言各组成成分的

情感、能力和知识方面的培养目标，也要考虑语言教育可以实现哪些与语言相关的其他领

域的目标；同时，还需要考虑哪些语言教育的目标可以在其他领域的教育中得以实现，使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活动以促进学前儿童语言发展为主的同时，又能促进其他方面的发展。 

    (二)语言教育内容的整合 

 语言教育内容的整合是指在设计和组织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活动时，要将语言知识、社

会知识和认知知识整合在一起，由此构成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活动的内容。 

    (三)语言教育形式、方法和手段的整合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目标与内容的整合，决定着语言教育形式、方法和手段的整合。这

种整合的突出特点是以活动的组织形式来建构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内容，其中包括专门的语

言活动和与其他活动相结合的语言活动。 

【对点案例】 

组织大班散文欣赏活动“落叶”时，就可设计四个整合的活动建构语言教育内容。 

活动一：科学探索活动。带幼儿去树林感受秋天到来树叶飘落的景象，倾听脚踩在落

叶上发出的清脆声音，引导幼儿思考秋天树叶为什么会凋零？ 

活动二：散文欣赏活动。通过反复朗诵、提问、演示图片、动作表演等方法，让幼儿

理解“躺在上面、藏在下面、坐在里面，”等句子的意思，感受散文独特的语言魅力等。  

活动三：美术活动。激发幼儿用绘画的形式表现作品的内容，鼓励幼儿大胆地想象，

添加其他动物形象和背景，使画面更加丰富，在此基础上引导幼儿用独白言语的形式讲述

自己的绘画作品。 

活动四：散文仿编、创编活动。引导幼儿想象。提问：“树叶还会飘到什么地方呢？

小动物们会拿它做什么？” 教师鼓励幼儿不仅要仿编地点、人物，还要仿编人物的对话和

内心体验。鼓励幼儿仿编的内容与众不同。如使用不同的动词 “飞、爬、游”， 不同的



 

 18 

句子“站在上面、藏在里面、躺在下面”等。 

三﹑活动教育观 

语言教育的活动观强调把教师和学前儿童共同参与的活动作为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基

本形式，活动过程中促使学前儿童在外界环境的刺激和强化下，积极主动地参与丰富多彩、

生动活泼的语言操作实践活动，成为语言的学习者、加工者和创造者。 

    (一)为学前儿童提供充分操作语言的机会 

    (二)通过多种形式的操作，促进学前儿童语言的发展 

成人应为学前儿童提供多种形式的操作活动，在亲身体验中增强学前儿童语言操作的

积极性，获得愉快成功的体验。 

    (三)充分发挥学前儿童和教师在活动中的作用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活动要注意充分发挥学前儿童在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和教师在活动中

的主导作用。 

【强调】完整语言教育观、整合教育观和活动教育观，是学前儿童语言教育与研究的

指导思想。教师要树立新的语言教育观，要改变相应的教育模式和教育实际操作措施，使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活动能切实有效地促进其语言的发展。  

本课小结，布置作业 

1.师生共同总结本课知识点﹔教师总结学生的学习情况。 

2.布置课后作业：学生于学习平台完成知识检测题并观看相关微课。 

3.预习下次课的内容（第一章第四节学前儿童语言获得的理论流派）。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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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XXXXXX(院)课程教学设计 

（分页） 

第四讲            第 6～7 课时(理论讲授） 

教学课题 第四节 学前儿童语言获得的理论流派  

教学目标 
1.了解学前儿童语言获得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2.尝试对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进行正确地评析。 

教学重点 学前儿童语言获得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教学难点 对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进行正确地评析 

教学方法 自主学习法、讲授法、演示法、案例分析法、合作探究法等 

教学准备 

教师：多媒体教学设备、课件；案例若干；将本课程的学习资源包上传

至网络学习平台，并布置预习任务。 

学生：完成本节预习任务，并搜集资料。 

教学过程 

【思考与讨论】 

1.儿童为什么能在出生后短短的几年内掌握复杂而抽象的语言？ 

2.儿童的语言能力从何而来？是先天具有的还是后天习得的？ 

3.儿童掌握语言是单纯的语言能力发展的结果，还是与个体的一般认知能力的发

展有关？ 

【总结】 

以上问题是复杂而抽象。对此，20 世纪的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进行了各种探究。

关于学前儿童语言获得的理论，有许多流派、学说，他们之间相互纠缠、或貌相似而

实相异，大体上可以把他们归为三大类：后天环境论、先天决定论、先天与后天相互

作用论。 

 

第四节 学前儿童语言获得的理论流派  

 一、后天环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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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讲解】 

后天环境论主要以美国心理学家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的行为主义学说为

理论基础。在行为主义者看来，儿童掌握语言，就是在后天的环境中通过学习获得语

言的习惯，语言习惯的形成，是一系列“刺激——反应”的结果。否认或轻视儿童语

言发展中的先天的或遗传的因素。 

后天环境论根据语言获得观点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又可分为模仿说、强化说和中

介说三种。 

(一)模仿说 

主要观点：模仿说认为，儿童是通过对成人语言的模仿而学会语言的，儿童的语

言是成人语言的简单翻版。 

1.机械模仿说 

机械模仿说也称为传统模仿说，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F. Allport, ）于

1924年率先提出的关于儿童语言获得机制的最早理论。他认为，儿童的语言是通过模

仿父母的语言而获得的，是其父母语言的简单翻版。机械模仿说认为儿童掌握语言是

在后天环境中通过学习获得的语言习惯，是一系列“刺激一反应”的结果。 

2.选择性模仿说 

为了弥补机械模仿说的缺陷，后来这一学派的怀特赫斯基（Whitehurst）等人提

出了“选择性模仿”的新概念，认为儿童对成人语言的模仿是有所创造有所选择的。

儿童在获得语言的过程中往往将模仿获得的结构重新组合成新的结构或把示范句的

语法结构应用于新的情景以表达新的内容。选择性模仿是对示范者语句中的语法结构

和规则的模仿，而不是对具体内容进行模仿。选择性模仿说为模仿增加了新的内容，

把临摹因素和创造因素结合在一起。这种理论比较符合儿童语言获得的实际情况，但

也不能充分说明儿童语言获得的过程。 

评价：模仿是学前儿童学习语言的重要方法，但它忽视儿童掌握语言过程中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对点案例】 

①许多时候，儿童对成人的语言并不能很好地模仿，例如我国心理学家朱曼殊等

对一名一岁八个月的儿童进行追踪研究时，每天向他提出“××是谁买给你的？”之

类的问题，一连十几天，她的回答总是“××是妈妈（或阿姨、老师等买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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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次纠正，但总不能把“买给你的”转化为“买给我的”。 

②儿童常能说出他从未听过的成人语言中所没有的词或句子。如：“这条路很瘦。” 

③成人所提供给儿童的语言样板并不是特别理想。因为成人同儿童交谈时，其语

言并不是十分规范，有时甚至杂乱无章，但儿童却最终学会了规范的语言。 

(二)强化说 

强化说是行为主义最有影响的解释儿童语言发展的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心

理学家联想派大师斯金纳（B.F.Skinner）。 

主要观点：语言的获得就是条件反射的建立，而“强化”在条件反射建立这一过

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儿童正是通过不断的强化学会语言的。 

斯金纳认为，语言行为与人类其他行为一样，都是一系列刺激和反应的连锁活动，

是可以通过强化、训练、塑造或模仿逐渐形成的。 

评价：强化理论试图从理论上阐述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强调提供正确语言范例

和正确强化的作用。但仅用强化理论解释所有语言获得现象，肯定是片面的。 

(三)中介说（传递说） 

是传统的“刺激—反应”论的改良主张。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一批有影响的心理

学家或心理语言学家，如汤勒曼、莫勒、斯塔茨等人。 

主要观点：提出外显的刺激和反应、隐含的刺激和反应的区别，认为在外显的刺

激和反应中间，听话人有一系列的因联想而产生的隐含的刺激和反应。隐含的刺激和

反应被称为传递性刺激和传递性反应。 

即：外显的刺激—隐含的传递性刺激和传递性反应—反应 

【对点案例】 

在公共汽车上，司机播放“请给老人让座”的广播时，乘客接收这一外显的刺激，

在内心会联想“有老人上车了”“有老人没有座位”等信号（即：外显的刺激带来的

隐含刺激和反应），这时乘客往往会看向车门，关注是否有老人上车，或观察周围是

否有老人站着，并做好让座的准备，在需要时让座（外显的反应）。 

评价：中介说在刺激和反应中间加上“传递性刺激和传递性反应”的中介，解释

了客观环境通过语言作用于人，儿童是怎样通过一些列的刺激—反应链条学会语言

的，是一大进步，但： 

⑴传递性反应不一定是在刺激的作用下直接产生的。许多幼儿在乘车之前就已经

从父母、老师那里（间接经验）知道了要给老人让座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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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传递性反应也不一定能够成为隐含的刺激，引起新的反应。比如，有些人缺乏

公德意识，不想给老人让座，就不会对就不会对广播产生反应。 

综合评价：后天环境论认为儿童的语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的模仿和强

化，而不是自然成熟。这一理论派别肯定了语言教育的作用，但是这一派别的解释也

有诸多不足。如否认或轻视儿童语言发展中的先天的或遗传的因素，不能解释儿童在

运用语言过程中的创造性和对语法规则的敏感性原因，不能解释语言获得“关键期”

的存在原因等。 

二、先天决定论 

【分析与讲解】 

强调：先天决定论同后天环境论的观点相反。先天决定论强调人的先天语言能力，

强调遗传因素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乃至否定后天环境因素的影响。其

中较有影响的两大理论是乔姆斯基（N.Chomsky）的“LAD理论”和伦内伯格

( E.H.Lenneberg）的自然成熟说。 

(一)先天语言能力说 

先天语言能力说又称“LAD理论”或“转换生成语法说”，是由美国语言学家乔

姆斯基提出的。 

主要观点： 

1.语言是人类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认知的一个方面，是人类独有的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是

人类先天具有的普遍语法能力。儿童习得语言是一种本能的自然过程。 

2.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是由普遍语法向个别语法转化的过程 

乔姆斯基从其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出发，解释儿童语言获得的机制。他提出，儿童

是通过先天的普遍语法向个别语法转化学会语言的，由普遍语法向个别语法转化是由

“语言获得装置”(LAD）实现的。即儿童语言的获得，是儿童通过自己的 LAD的活动

实现的。外界给儿童输入原始语言素材，儿童以生来就有的普遍语法为依据对其进行

加工处理，即通过 LAD 进行复杂加工构成语法规则，转换成儿童的内在语法系统，从

而逐步形成一种个别的语法能力。 

乔姆斯基强调，正是由于 LAD的存在，儿童才可以从接触到的有限的语言材料中

学到一套完整的语法知识，并用有限的手段表达无限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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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 

3.周围的语言环境起一定的作用 

乔姆斯基虽然强调语言能力的先天性，认为儿童所需要的获得语言能力的心理技

能不是环境能提供的，试图以具有先天语言普遍性的普遍语法来解释人类语言能力的

巨大生成潜能。但是，也没有否认外部的语言环境对语言发展的作用。乔姆斯基认为，

环境是促进儿童语言获得的先决条件。印度狼孩最终没有掌握人类的语言正是因为缺

少了必要的环境作用。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获得装置”(LAD）的活动有一个临界期。过了临界期，LAD

就会逐渐退化。如狼孩、猪孩等一些极端特殊的儿童，就是因为在临界期前没能使 LAD

发挥作用，所以即使后来给他们提供了学习语言的机会，他们也不可能顺利掌握人类

的语言。这也是成人学习语言的能力不如儿童的原因。 

评价：乔姆斯基的先天语言能力说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掀起了儿童语言获得研究的

热潮，使大家开始关注以前长期被人忽视的语言发展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乔姆斯基的

理论从根本上转变了人们以往认为儿童是通过被动模仿学习语言的看法，开始吸引人

们注意儿童学习语言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问题。 

(二)自然成熟说 

自然成熟说是由美国哈佛医学院心理学家勒纳伯格（E. H. Lenneberg)在 1967

年发表的著作《语言的生物学基础》中提出的。 

主要观点： 

1.语言是个体的先天行为，是人类大脑机能自然成熟的产物 

2.语言获得有关键期 

勒纳伯格通过研究，提出语言获得的关键期约从 2岁开始，到 11～12岁终止。

过了关键期，即使给予强化训练，也难以获得语言。他还指出在个体发育的最初阶段，

语言能力受大脑右半球支配，以后逐渐转移到由左半球支配，最后形成左半球的语言

优势（左侧化）。 

评价： 

1.提出了语言发展关键期观点，给学前儿童的语言教育以启示﹔ 

2.但无法解释为何生活在不同语言社会的儿童会获得不同的语言系统，能听、说

不同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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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法解释本身听力正常而父母聋哑的儿童为什么不能学会正常人的口语，而只

能使用聋哑人的手势语。   

  

三、相互作用论 

【分析与讲解】 

(一)认知相互作用论 

认知相互作用论的代表人物是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认知相互作用论的语言

学习模式是以认知发展理论中有关儿童语言学习的观点为理论基础，同时深受现代认

知心理学的影响。 

主要观点： 

1.语言是一种表达意图或意义、受规则制约的符号表征系统 

2.儿童语言的发展以其认知的发展为基础 

3.儿童的语言是主体与环境中的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4.儿童的语言结构具有创造性 

评价：  

认知说是很有影响的理论，但它并不是专为解决儿童语言获得提出的，尽管得到

了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但是，还没真正弄清儿童认知水平的发展和语言结构的发展

之间的关系﹔只强调认知发展对语言发展的影响，忽视乃至否定语言发展对认知发展

的影响。 

(二)社会相互作用论 

社会相互作用论把儿童与语言环境看成是一个动态系统，认为儿童不是语言训练

的被动受益者，而是一个有着自己意图和目的、积极主动的语言加工者。 

1.规则学习说 

主要观点：规则学习说认为，语言具有一定的结构，遵循一定的规则，语言的学

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语法规则的获得。儿童学习母语是一个归纳的过程，而不是一个

演绎的过程。儿童使用先天的语言处理机制，通过对语言输入的处理，归纳出母语的

普遍特征和个别特征。这一学说简单说来，就是儿童的语言学习主要是对规则的学习。 

规则学习说是在乔姆斯基和行为主义双重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儿童语言发展理论。

以布朗（R.Brown)、佛拉瑟（C.Fraser)、伯科（J.Berko）等学者为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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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交往说 

社会交往说是布鲁纳（(J.Brunner)、贝茨（E.Bates)、麦克惠尼（B. Macwwhinney)

等学者提出的理论主张。 

主要观点：社会相互作用论认为，语言获得不仅需要先天的语言能力，需要一定

的生理成熟和认知的发展，更需要在交往中发挥语言的实际交际功能，而社会交往是

儿童的天性。这一学说特别重视儿童与成人交往的实践，并认为儿童和成人语言交际

的互动实践活动对儿童的语言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评价：两种学说是比较有前途的理论，规则归纳语言学习观点和社会交往是儿童

的天性等结论，很有说服力。但研究工作还未能全面展开，学说系统有待进一步完善

和发展。 

【强调】关于儿童语言获得的各种理论流派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各自的片面

性和局限性。从现有的研究水平看，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个理论能够完善阐述儿童语

言获得过程及其机制，结论性的意见还未形成，学术上的争论仍将深入继续，有待于

跨学科的进一步探索。 

 

本课小结，布置作业 

1.师生共同总结本课知识点﹔教师总结学生的学习情况。 

2.布置课后作业：学生于学习平台完成知识检测题并观看相关微课。 

3.预习下次课的内容（第二章第一节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