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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学习理念 

王府校区认为语言的学习涉及获取和运用一系列的语言技能

和态度，不同的理解和思考方式，理解语言的不同形式和使用，

以及发掘不同语言间的差异性，进而理解尊重语言背后的文化含

义。语言和交流的要素应包括听、说、读、写、口、笔译、语法

知识、非语言的提示和手势，以及和语言相关的文化意识。这些

要素都应当贯穿整个课程并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在王府学校，

所有的学科教师都是语言教师。我们的目的是让老师们为学生在

语言学习的行为和态度及有效沟通方面做出表率。 

在王府校区，学生学习语言，了解语言的内涵和通过语言实

践掌握语言。我们力求发展学生对语言的使用，鉴赏和理解语言

的本质，了解影响语言的因素，以及语言之间的多样性。语言不

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人类交际背景下进行的。它是和文化认同

及世界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习语言是形成我们自己的身份，

探索思想和信念，影响他人的思想，信念和身份的一部分。因此，

它是个人认知和文化发展的关键。发展母语学习对于保持文化认

同和情感稳定起到关键作用，多语学习丰富了个人成长和促进对

国际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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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学习的原则 

根据 IB 的学习者培养目标，IB学生应该能够自信地、创造性地

使用多种语言和沟通的方式来理解和表达想法以及传递信息。我们鼓

励 IB学生通过语言学习成为擅长沟通的人。所以, 我们应该： 

(一) 促进学生持续发展母语学习; 

(二) 学生至少精通一种其他语言; 

(三) 给所有的学生提供多语学习的机会; 

(四) 在课程中明确对语言教学的要求; 

(五) 实施和沟通指导方针和程序，使学生们能够进入适合的并

且具有挑战性的语言课。 

 

三、语言学习的目的 

(一) 培养学生中英文的双语能力 

(二) 在 IB课程的学习中提高语言能力； 

(三) 在不同的语境下发展听、说、读、写、观察和表达的语言

能力； 

(四) 鼓励学生去欣赏其他文化中的不同观点； 

(五) 增强学生的信心，使他们在语言学习中勇于尝试； 

(六) 欣赏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七) 我们理解学生使用语言进行表达和丰富他们的人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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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了解和尊重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 

 

四、学生语言档案 

由于王府校区的 IB课程通常是用中英文双语教授， 所以王府校

区的学生应该致力于发展这两门语言以达到课程要求。每一位被学校

录取的新生都要建立学生语言档案.第一学科组（学习语言与文学）

和第二学科组（语言习得）的学科组长需要和招生办紧密配合并通过

以下方式来获取信息以建立学生的语言档案： 

(一) 在学生家长初次来校时和家长沟通； 

(二) 测评新生新学期初期的学习情况； 

(三) 持续和老师沟通、咨询； 

(四) 参考以前学校的报告； 

(五) 记录入学考试中的语言成绩。 

 

五、学生分班 

第一学科组（语言与文学）和第二学科组（语言习得）的学科组

长需要和招生办紧密合作制定出语言的入学标准，以确保学生的语言

达到了学术水平，使学生进入班级后能够顺利的学习各学科知识。新

生入学分班将涉及以下几点： 

(一) 在开学前通过考试及面试考核学生语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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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参考学生语言档案信息； 

(三) 第一学科组（语言与文学）和第二学科组（语言习得）来

决定内部评估工具； 

(四) 参考过去的学校报告和中考成绩； 

(五) 必要时可与家长和学生沟通。 

 

六、保持和发展母语的学习 

在 IB 项目中，母语被定义为第一门学习的、知道最多的和使用

最多的语言。 

在王府学校超过 98%的学生都是中国学生，100%的 IBDP学生的

母语都是中文。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在毕业时能够在学术上精通英文

和中文。因此，王府学校为 IBDP学生开设了中文 A:文学 的普通/高

级课程 （具体开设哪个水平的课程会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决定）。这

门课程的设计旨在通过培养学生高度的社会洞察力、审美和文化素养，

有效的交流沟通技能，以支持他们未来的学术研究。我们鼓励学生欣

赏文学的艺术特质，培养学生在阅读中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能力。通过

仔细研究每一部作品和节选，在对一系列批判方法加以考虑的过程中，

将作品置于其文学和文化背景中加以学习。 我们将参照 IBDP语言 A：

文学指南的部分来评估学生。 

母语的支持还包括学校报纸、学校网站和其他中英文的刊物。大

部分王府学校的员工都会中英文，所以能够在家长有需要的时候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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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我们图书馆也有各种资料能够持续的帮助学生的中文、英文和

其他语种的发展。 

我校也有丰富的社团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国际情怀、了解更多和自

己母语相关的文化。比如，汉服社、中国乐器社、武术社和中医社等。 

 

七、保持和发展第二语言（英语） 

在 IBDP 阶段要力求发展学生的双语水平，除了中文 A 课程外，

英语是王府学校的主要授课语言。因此，学生的英语必须具备一定的

学术水平以支持所有学科的学术学习。 

在 IBDP 阶段的学习中， 我们为学生开设了语言 B: 英语的普通

课程和高级课程。因为每位学生的英语和第二语言的学习水平不同，

所以我们为学生提供了普通课程和高级课程的选择。这门课程旨在关

注语言习得和语言技能的发展。语言技能的发展应该通过学习不同类

型的书面和口头材料。这种材料将从日常的口头交流延伸到文学文本，

并应与文化有关。我们期望每一位学生的第二语言都能达到自己的最

高水平。所以我们将使用不同的、分层式的教学策略，以适应不同的

学习风格。所有形成性和总结性评估将会参照 IBDP语言 B：英语指

南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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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额外辅导课程 

学校意识到学生有额外辅导的需求。所以我们开设了不同的辅导

课程供学生们选择，例如：睿博阅读和伊顿公学课程。睿博阅读课程

是一门专注于阅读的课程，它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培养良好

的阅读习惯。伊顿公学课程是由英国名校提供。让学生使用伊顿制作

的互动材料学习，课程包括与英国导师网上一对一的授课和我校老师

在教室授课。它是一门教授学生“现代领导能力”的课程。该课程是

全英文授课，旨在关注沟通技能和团队合作。 

 

九、老师和家长的支持 

我们的教师会通过团队合作来满足每位学生的需求，并且运用不

同的方法来达到目标。鉴于语言在学习中的重要性，所有的 IB教师、

协调员、管理者和辅导人员都被认为是语言教师。 

教师：教授 IB语言课程的教师应为精通该语言的母语者或达到

相应水平并使用该语言进行授课。教师会在在校时间给学生提供语言

支持。教师也会在周日到周四晚上监督学生的晚自习。在晚自习期间，

学生可向教师提问所授学科的学术问题，或者语言问题。 

家长应当首先通过了解现有的语言课程以及学校针对不同年级

水平所提供的课内外语言辅导内容，参与到学生的语言发展规划。所

以家长应该帮助自己的孩子从学校所提供的额外辅导课中选出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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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来帮助学生提高语言水平。为了更好的和家长沟通，我校成立

了家校委员会，成员包括家长、老师和学校管理层人员。学校和委员

会会定期给家长组织举办不同类型的讲座和家长会，包括与老师沟通

规划学生的语言发展。为了帮助学生的语言习得，所有的王府学校的

老师、工作人员、家长和学生应该致力于：  

(一) 使学生在各种情况下自信地学习和使用语言，包括用中文

和英语进行读和写； 

(二) 提高学生写作和口语交流水平； 

(三) 让学生了解和喜爱文学； 

(四) 允许学生通过语言探索不同的观点； 

(五) 鼓励学生通过语言找到乐趣和表达自我。 

十、职业发展机会 

老师、协调员、图书管理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有机会参加 IBO组

织的校内、校外及在线培训。同时我校也会为老师们组织校内培训,

一般是由 IB的老师和 IB中心所准备，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

DP项目和 IB政策（评估、语言学习和学术诚信政策）等。学校鼓励

老师们参加自发的、学校组织的和外部组织的各类培训，同时也鼓励

老师们继续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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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语言学习政策修订 

IBDP的语言学习政策将会在每年的年初被 IB全体人员集体复审

和修订。为了保证语言学习政策能够继续满足学校和校区的需求，我

们会尊重每一位学生和家长的意见并向他们发出关于语言学习政策

修订的问卷调查。IBDP 的协调员有责任确保每年语言学习政策修订

的顺利完成。 

 

十二、语言学习政策的分享方式 

王府校区会通过以下方式来确保语言学习政策成为一份工作文

件： 

(一) 确保所有的 IB政策，包括语言学习政策、评估政策和学术

诚信政策在学校的网站上呈现中英文双语版。 

(二) 确保 IB 的全体成员都有机会参与到每年的修订和复审工

作中。 

(三) 我们会根据家长的需求向家长提供语言政策的纸质版。 

(四) 语言政策是新员工入职内容中的一部分。 

(五) 在与家长会面时讨论语言政策的内容。 

(六) 为所有老师组织多次语言学习政策的培训，以确保每位教

师都能理解和了解我们的语言政策，使得老师们能够遵循

和履行政策中的内容并向学生传递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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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北京王府学校母语教学及第二语言教学情况简介 

一、 母语教学：汉语母语教学 

(一) 学生技能的培养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汉语母语教

学中我们关注： 

1. 如何提升学生中文阅读和写作水平； 

2. 如何有效开展课外阅读活动； 

3. 如何处理好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关系； 

4. 如何培养学生语文兴趣，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5. 如何在戏剧教学中将课程标准与教学实践相结合。 

(二) 表达技能是现代生活、交际的重要技能，在汉语表达教学

中我们重视： 

1. 口头表达：要做到语音准确、仪态大方、说话得体； 

2. 书面表达：书写上要规范、美观、无错别字；内容上要充实、

中心明确突出；语言上要通畅、生动；结构上要完整、严谨和

布局合理。 

(三) 阅读教学是提升语文素养的重要手段，在汉语阅读教学中

我们强调： 

1. 加强教师对学生的阅读导引，给学生更多的“支架”； 

2. 重视批判思维的培养，重视阅读方法的点拨； 

3. 增加阅读量，拓宽范畴，涉猎更多的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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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证课外阅读时间，组织开展多样化的课外延伸阅读活动。 

(四) 我们注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

能力，为此我们： 

1. 组织与教材相关的活动。例如：书法比赛、诗歌朗诵比赛、读

书报告会等； 

2. 组织有特色的语文活动。例如：简报展览、辩论赛； 

3. 推动全校的文学活动。例如:鼓励各班创办班刊、利用网络办

刊物、鼓励校文学社的活动。 

(五) 我们注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感悟，为此我们： 

设计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专题的课程，在课件的设计中囊括了京

剧脸谱、传统剪纸、书法国画、中华茶艺、古诗汉服、传统美食、

中国功夫、少数民族、民歌民谣等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内

容与形式。 

二、 母语教学： 外籍学生的母语教学 

(一) 成立第二外语办公室，提供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日语等语

言的教学辅导。 

(二) 初中部韩语社团培训： 

1. 我校初中部韩语社的辅导老师会为更多喜欢韩语的学生提供

专业的授课和指导； 

2. 我校将延用《标准韩国语》（北京大学出版社）系列教材帮助

学生打好语言基础、带领学生进“跨文化比较”等更深层次的

思考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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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二语言教学 

(一) 基础汉语课程 

1. 进一步落实国家汉办孔子学院系列教程的规划安排； 

2. 通过讲授《快乐汉语》系列教材，帮助学生提高听说读写等全

方位的汉语语言能力； 

3. 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系列教程为学生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推

广成语故事、民俗谚语等传统文化内容，丰富汉语课堂。 

(二) HSK系列考试课程 

1. 帮助对 HSK各个级别感兴趣的学生和外教找出实际运用汉语

中存在的问题； 

2. 有针对性的进行讲解和辅导，提高他们的考试通过率。 

(三) AP Chinese 系列课程 

1. 申请并提交给美国学习理事会 AP Chinese 资格教师的相关审

核材料，并通过了第一步修改工作； 

2. 搜集并整理考试相关信息和材料，指导报考学生准备考试，力

争取得优异的成绩。 

(四) 《外国人学汉语经常遇到的文化疑问》手册编辑 

1. 针对一些外国人提出的对中国文化现象的疑问进行整理； 

2. 针对一些外国人提出的对中国文化现象的疑问加注英文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