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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赫尔辛基市

前言
本指南旨在为赫尔辛基的学生家长们提供关于基础教育中芬兰语第二语言
课程的相关信息。
指南中会解答以下问题:
•
•
•
•

芬兰语第二语言教学是什么?
建议学生参加S2-教学的依据是什么?
校内如何安排S2-教学?
家长能怎样促进孩子的语言发展?

同样的措施和信息也针对赫尔辛基各学校中的瑞典语第二语言课程，区别
在于此S2-教学用语是瑞典语。

促进语言能力发展的教学

个人母语教学

赫尔辛基的芬兰语和瑞典语学校会提供特别关
注多语言及移民学生需求的教学。这类教学有例
如：语言预备教学，个人母语教学，以及本指南
特别介绍的芬兰语第二语言教学。此外在不同科
目的教学中，还会通过例如增加词汇量和练习各
种读写技巧等方法来促进语言的学习。

个人母语教学是补习教学，母语非芬兰语或瑞典
语的学生可以获得该教学。个人母语教学的目的
是强化个人母语能力，让学生达到能用母语学
习，以及能多方面使用母语的水平。家长应和孩
子使用自己掌握得强的语言，并支持孩子所有的
语言学习。

语言预备教学

S2-教学

芬兰语或瑞典语的语言能力水平低于基础语言能
力（A1）的学生将被分配至语言预备教学。
分配至该教学的是刚移民至芬兰的儿童，以及根
据语言能力，在需要的情况下也可以是在芬兰出
生的儿童。语言预备教学的长度为一个学年的课
程量。在此期间会学习芬兰语及其它上学所需技
能。如果学生的语言能力合格，可以不用等一年
结束即转班至学前或基础教育。

芬兰语第二语言及文学课的课程量为一个母语及
文学（语文）课的课程量单位。芬兰语能力有所
发展，但还未达到用芬兰语去学习的学生，
将被分配至此教学。S2-教学会提高学生的芬兰
语能力，使其能与其他学生以同等水平去学习和
活动。S2-教学鼓励学生利用其掌握的其他语言
去学习芬兰语和其它科目。
下面是关于芬兰语第二语言及文学课的
课程，以及校内多语言相关事宜的具体信息。

芬兰语第二语言及文学课 课程选择

母语及文学（语文）是所有学生的统一科目。
该科目有不同的课程量。其中一门是芬兰语及文
学课（S1)，另一门是芬兰语第二语言及文学课
（S2）。在赫尔辛基也提供手语及文学课的教
学。学生一般会学习S1或S2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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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适用于谁？

芬兰语第二语言及文学课（S2）课程适用于：
1) 其母语是除芬兰语，瑞典语或萨米语以外的语
言，或有多语言背景，并且
2) 其芬兰语水平未达到参加芬兰语及文学课课程
的学习，或者
3) 其芬兰语能力在某些方面（听，说，读，写）
有明显不足的学生。

负责学生教学的所有老师会一起决定，是否建议
学生参加芬兰语第二语言课程。最终由家长决定
课程的选择。

哪些因素会影响对S2-教学的推荐和
选择？

学生芬兰语水平与其同龄人上学所需的芬兰语水
平之间的差距会影响课程选择。参加个人母语教
学或人口登记系统中标注的母语信息不会影响课
程选择。即使学生母语标注的是芬兰语，他可能
仍会因语言能力不足而被建议去参加S2-课程。
反之只要语言能力足够，即使母语标注的是芬兰
语以外的语言，仍会被建议参加S1-课程。
下面将列举一些建议学生参加S2-课程的情况：
• 学生不能在学校日常场合中流利地用芬兰语
交流
• 学生用芬兰语上不同科目的课和参加学校活动
时有困难
• 学生在日常场合中能说流利的芬兰语，但其语
言能力还不足以理解各学科的文字或进行写作
• 学生还不能达到可以自学和独自参加学校
活动，并符合其年龄的阅读和/或写作水平。

学生的芬兰语很流利，为什么还要建
议S2-教学？
原因通常在于校园语言能力在交流性质和学术性
质上的差别。交流性质的语言能力用于日常
互动，一般指谈论具体事情和使用较为简单的
句子。交流性质的语言能力可以在两年之内
掌握。
随着学业的延长，会需要掌握越来越多更难
的学科用语，以及各种语言应用。高年级阶段中
需要的语言将包含许多抽象表达，文字能力及与
各种学科相关的概念和文章类型。要达到学术性
校园语言水平一般需要五至七年。

4 — 赫尔辛基市

家长要根据已提供的信息做出课程
选择

家长和老师都参加母语及文学（语文）课的课程
（S2或S1）选择。老师指定最能促进学生学习的
课程，并推荐给家长。最终由家长做出决定。指
定合适课程的依据是学生的语言能力及其年龄相
应的学科语言要求。学生所有方面的语言能力都
会被检验。
课程的选择是长期性的，但随着能力有足够
的提高，可以也建议把S2-课程更换为S1-课程。
届时会再次检验学生各个方面的语言能力。老师
会告诉家长S2-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教学如
何实施，以及为什么该课程对学生有益。
芬兰语第二语言的教学不是补习教学。S1和
S2-课程的学习都具有同样多的课时。学习S2-课
程的学生和S1的学生一样，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
放学后得到各种科目的补习教学。老师通过补习
教学来支持学生达到教学计划里的目标。

S2-课程和中高等教育
在职业教育和高中里都有机会学习芬兰语第二语
言的课程。如果学生的语言能力还不够接受职业
教育或高中教育，学生可以申请针对升入中等教
育的辅导培训（TUVA，自2022年秋天开始），
培训的目标是强化语言能力和所需的学习能力。
高中学业结束时可以参加芬兰语第二语言科目的
高考。
教育部建议高等院校在招生时平等对待参加
S2和S1-课程的报考生。目的是不要因学生参加
的课程不同而区别对待。各高等院校的录取分数
变化不定，因此建议咨询，例如学业指导员最新
的情况。

教学，语言能力追踪及课程
更换
当学生开学，更换班级或老师，或转学时，重要
的是要让新老师获知有关学生之前语言能力发展
的情况。当老师收到与新学生语言能力水平，优
势和可能需要的支持需求相关的信息后，能迅速
为学生设计最适合他的教学。在学业中相关信息
的顺利转接尤为重要，这保证了学生语言能力能
不间断地持续发展。
S2的老师和班级（全科）老师或班主任会熟
悉新生的资料，例如学习计划中的语言能力评
价，或者如果需要的话，会对学生的语言能力进
行检测。他们也会追踪学生语言能力在基础教育
期间的发展。也会根据语言能力各个方面的发展
来检查学生的母语及文学（语文）课程的（S1或
S2）的适合程度，并在需要时进行更换。
如果老师们根据观察决定建议更换课程，他
们会和学生及家长一起讨论。如果家长同意更换
课程，则需在课程更换表上签字。家长有权要求
得到为何给他的孩子推荐某课程的依据。家长也
有权要求老师们检查课程的合适度，并说出关于
是否推荐更换课程的意见。
课程更换可以在基础教育期间进行，但不能
在九年级期间。课程选择原则上是长期性的，
以便让语言能力保持完整的持续发展。母语及文
学（语文）课的评价基于学生所学课程的学习目
标。
学校会根据学生的语言能力发展阶段，以及
他所需的语言辅导，为学生安排不同形式的S2课程教学。学习S2-课程的学生可以例如：或多
或少地和S1的学生们同班学习。各校关于教学实
施的方法都有所不同。后面会介绍一些常见的S2
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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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纲中的S2-课程

S2-教学的实施方式

教学大纲中的芬兰语第二语言及文学课的课程目
标部分与芬兰语及文学课的一致。不过并不要求
学习S2-课程的学生去掌握所有和S1-学生一样的
能力。
S2-课程特有的功能是：参考学生的语言能力
水平去提高其语言能力，并且支持学生的多语言
身份认同和多语言能力。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足
够的，用于各种学科的学习和中高等教育（职业
教育，高中，高等院校）上的语言能力。教学会
为学生提供今后人生中继续发展语言能力的
工具。
在S2-教学中会强化学生作为沟通者的正面自
我认知，并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及勇敢地
使用语言。在S2-教学中会根据学生的语言能力
来选取课文。在S2-课堂上会系统地扩大词
汇量，并就各种词汇和表达的语义和区别进行
讨论，以及对不同语种里的表达方式进行对比。
S2-教学的主题有例如：各种学科和媒体的
文章，个人生活，校园日常，以及社会技能。由
此可以让芬兰语的使用扩大到校园以外。学生会
被引导用适合所在场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
感情，以及阅读各种文本，例如书籍。

S2的教师和其他教师协作进行母语及文学
（语文）课的不同课程的教学。S2-教学一般会
被安排与S1-教学同时进行，即在母语及文学
（语文）课的课时内。两个课程的学生们可以在
一起学习。
如果教学由一位老师执行，他会即根据S2，
也根据S1的课程目标及学生们的语言能力，来
考虑教学，教材，习题及评价。有时候可以由两
名老师，例如班级全科教师和S2-教师，同时进
行课堂教学。这时S2-老师会负责更多的S2-课程
教学。有时则适合由S2教师就部分S2-教学内容
进行分班教学，这样教学可以针对学生们需要提
高的在那些语言能力的方面。不论在哪种教学班
级，学生都会得到与S2-课程相符的教学，他所
掌握的内容和进步都会依教学大纲中S2课程的课
标来进行评价。评价由所有教过该学生的老师们
一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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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些关于在校如何实施S2-教学的例子。
学生根据学习需求，在学业进展中参加各种形式
的教学。
1.) 母语及文学 （语文）课上的分层教学
由一位老师在同一堂课上，即按照S1，也按
照S2的课表进行教学。学生会得到适合其水
平的教材和习题。
2.) 双师教学
由S2-教师和班级全科教师/S1-教师同时对整
个班级进行教学，并在教学中会注意S1和S2
的课程内容及学生们不同的能力水平。
3.) 部分分班教学
学生的部分教学通过在母语及文学（语文）
课课堂上的分层教学来完成，部分在单独的
S2-班上完成。分层教学的课堂上有一名教
师，该教师会注意学生的课程种类。
4.) S2-分班教学
学习S2-课程的学生在单独分出的班级里接受
针对他们的教学，为期例如一学期或一
学年。
5.) 各科目的语言辅导双师教学
在不同科目的课堂教学里，参加教学的除了
有班级全科/科目教师，还有S2-教师。这时
的教学目标即包括S2-课程的目标，也包括科
目目标，例如该科目的文字能力等。

校内的多语言环境
根据基础教育法规定，基础教育中的教学用语须
为芬兰语或（瑞典语教学）瑞典语。很好地掌握
芬兰语或瑞典语，对所有学习来说都是重要
目标。教学中也可以利用其他语言。当学生可以
在家，在校和在闲暇时间多方面地使用和发展自
己所掌握的语言时，这会支持学生在语言和其他
科目上的学习。
多语言背景的学生在学校可以用其所会的语
言辅助学习。在不同科目的课堂上学生可以用自
己会的语言，从字典上搜索知识和科目里的重要
概念，或者用芬兰语以外的语言讨论课堂内容。
家长也可以用家中使用的语言去和孩子一起讨论
学科内容。
在不同场合中能流利地用两种或多种语言交
流的能力被称作功能性多语能力。学生的功能性
多语能力不是指完全分开运用所会的不同语言，
例如一个语言只在家里用，另一则在学校和社会
中使用，而是指每个语言在各种场合中都能重叠
使用。教学目标是要强化学生的功能性多语
能力。
熟悉和比较不同语言，会发展识别和学习与
语言相关内容的能力。这同样也适用于去熟悉同
一语言的不同变化。以同样的价值观去讨论各种
语言及语言版本会消除潜在的，对不同语言/语言
版本及这些语言的使用者的偏见。（例如英式英
语或美式英语或个人母语的不同变化）
学生能持续发展芬兰语及其他在家中和闲暇
时间使用的语言的语言能力，这一点是很重要
的。参加个人母语教学是有意义的。只在家中使
用语言通常是不足以让学生的语言能力有多方面
发展的。当学生用自己会的语言学习时，他对自
己学习能力的信心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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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在促进语言能力发展中
所扮演的角色
保持个人母语能力

发展和保持个人母语能力原则上是家长的责任。
家中如果家长双方有不同的母语，则都可以使用
自己的语言。
尤其对幼小的孩子来说，在用语上挑毛病或
强迫孩子说某种语言并不会对促进语言能力的发
展有帮助，因为孩子还不能像成人一样有能力意
识到自己的语言使用。成人只要把孩子的话用
正确的形式重复，并系统地讲自己的语言就足
够了。
在语言发展的方面上，例如孩子先学哪个语
言都没太大关系。重要的是掌握技能并加以练
习。最好能为孩子提供多样化的母语娱乐。
（书籍，音乐，视频，活动）如果没有这类材
料，可以用其他语言的（例如芬兰语）材料代
替。这样孩子也有机会对比和认知不同语言。
在多语言家庭中，同时听到不同的语言是很正
常的。
家中使用的语言的能力可能会变得很有限，
如果不重视发展其语言能力的话。参加个人母语
的学习，是多方面发展词汇量和表达方式及语言
能力的重要机会之一。

辅导个人母语的小提示
• 有可能的话请为您的孩子报名母语学习。
• 利用在 Helmet-图书馆 和 Monikielinen kirjasto (多语言图书馆) 找到的家中使用语言版本的
材料。
• 和孩子一起看各种节目，并在观看时和结束后
一起评论节目内容。
• 用自己的母语玩游戏，唱歌，玩耍和 闲聊。语
言游戏，各种笑话和文字游戏特别有助于语言
发展。
• 用自己的语言去谈孩子在别处都做了什么。特
别建议应谈论关于学校的事，这样孩子能用自
己的语言掌握与校园生活有关的词汇。
• 尝试找到讲相同语言的其他家庭或人，并组织
一起活动，例如在图书馆会面等。赫尔辛基市
免费提供很多活动场所，可以在Varaamo-网
站上 免费预订。
• 现在可以为孩子们安排线上教学，很多国家提
供免费的线上语言教学。请查看是否有此类教
学提供。
• 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找到兴趣爱好。在同一语言
群体中可以找到某兴趣爱好的老师，指导员或
教练。
• 要为孩子举例说明，多语言能力是财富，能以
多种方式进行利用。

促进芬兰语能力
不论家长的芬兰语能力如何，他都能支持和鼓励
孩子的芬兰语学习。家长可以通过展示对芬兰语
课程和用芬兰语学习的兴趣和欣赏，来表达此事
的重要性。此外家长可以在闲暇时间引导孩子去
参加发展芬兰语能力的活动。本章里有一些相关
提示。
家长能以身作则向孩子展示发展新的语言能
力并勇于使用，这一点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只
用通过使用才能强化语言能力。这意味着当学习
语言时，应在各种场合里练习使用语言，不是先
等语言能力变得“足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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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鼓励孩子用芬兰语阅读。阅读会有效提
高语言能力，而且顺畅的阅读能力在所有的学习
当中都是核心。如果家长担心孩子的芬兰语能力
发展，建议去联系学校并请教。
在芬兰语练习上最好让孩子找到共同语言为
芬兰语的伙伴。伙伴不一定非得是母语是芬兰语
的。还有各种用芬兰语的集体兴趣爱好（运动，
阅读，音乐，野营等等）都可以有助于语言
学习。

图书馆及书籍
• 易读 书籍 能帮助所有学习语言的人，因为
书籍用语较为简单。建议也同时阅读其他的
书籍。同本书可以即阅读母语版，又阅读芬兰
语版。
• 图书馆也提供 多种 暑期 活动
• 各种荣誉证书(例如 芬兰语 外语 阅读证书)来
唤起阅读爱好。

其它多种免费兴趣爱好
• 各种兴趣爱好可以在 Harrastushaku 网站上
搜索.这里也有很多免费的兴趣爱好。某些组
织，例如 Pelastakaa lapset, 会提供兴趣爱好
支持。
• 赫尔辛基市的 nuorisotalot（青少年活动所）
及各种活动场所详见Harrastustoiminta-网站。
在各Nuorisotalo的场所里，可以在安全的环境
下与其他儿童和青少年一起进行兴趣爱好或度
过闲暇时光。
• Leikkipuistot（儿童乐园） 会为16岁以下的孩
子们组织各种暑期活动和免费午餐。
• Kesäleirit（夏令营） 是芬兰所有组织儿童和
青少年令营活动的组织的共同网站。
• 志愿者工作 ，可以自己单独或和孩子一起参
加。
• 适合各年龄群的免费运动俱乐部，
Easysport

网上辅助学习芬兰语的材料

通过电视 (以及 网络) 可以 用 趣味的 方式 练习
语言
• Yle Areena电台旗下 (Lasten Areena, Pikku
Kakkonen, Yle Galaxi)
• 使用Ylen服务和看电影时开启芬兰语字幕
• 通过社交媒体 (TikTok, Instagram, YouTube,
blogit)孩子们可以熟悉芬兰语和其他语言的多
方面使用。
• 在游戏平台上可以与网友用芬兰语交流。

适合儿童和青少年的基础和初级练习
• Puhutaan-网站
• Papumarket
• Tähtijengi - kielen supersankarit (打印教材)
适合青少年和成人的基础及初级练习
• suomitaskussa.eu-网站
• Osaan suomea -网站
• Supisuomea-网站
• Ylen asiointisuomea
• Ymmärrä suomea -网站
• YKI(官方语言)-等级测评 练习
• 图书馆的 网课 凭图书管卡参加
• Käts – Käytännön suomea -教材， 也含 听力
部分
• Suomen mestari -课本的 听力部分 (需注册)
• Moninet
• 芬兰语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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