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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病原生物学课程全英教学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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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跨国家、跨文化及跨语言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快，全球

教育呈现出国际化趋势。病原生物学不仅是留学医学生的必修课，更是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开展留学生病原生物学

课程全英教学应用研究，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高等医学教育与国际接轨的需要。本文深入分析了留学生病原生物学

课程教材选用、课程内容及实施等留学生病原生物学课程教学现状，探讨了留学生英语语言特点、文化背景和个性特点

等留学生学习特征。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了留学生病原生物学课程全英教学提升路径，从师资能力培养、教学方法创

新、师生多维合作互动、教学效果评价等方面，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提升策略，以期对提高留学生教学效果，提

升留学生教育国际化水平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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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跨国家、跨文化及跨语言的国际

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快，全球教育呈现出国际化趋势，随着＂一带

一路＂倡议的逐步实施，我国与海内外国家在教育事业的交流

不断扩展，国内留学环境日益改善，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在国内

高校开展医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反映了当今社会信息化和经济

全球化的要求，也是我国高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病

原生物学不仅是留学医学生的必修课，更是重要的医学基础课

程，是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重要衔接。留学生教育已经成为

反映高等学校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开展留学生病原生物学

课程全英教学应用研究，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高等医学教

育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１　留学生病原生物学课程教学现状及分析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国

内外高校合作不断加强，为高校留学生双语教学提供了广阔的

前景和良好契机。据统计，２０１７年来华留学生总数为４８９１７２

名，在我国的９３５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机构中学习、研

修、培训。其中韩国、泰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印尼等国

家留学生数量居前。来华留学生达到或超过５０００名的专业

（类）有依次为汉语言、工科、西医、文学、经济、管理、中医等。

·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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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Ｎｏ．

ＳＫ２０１９Ａ０１８７）；安徽省教育厅２０１９年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

目（Ｎｏ．２０１９ｍｏｏｃ１７８）；２０１８安徽省质量工程教学研究一般项目

（Ｎｏ．２０１８ｊｙｘｍ０８１８）；安 徽 省 重 点 教 学 研 究 项 目 （Ｎｏ．

２０１９ｊｙｘｍ０２４８）；蚌埠医学院校级项目（Ｎｏ．２０１９ｊｘｔｄ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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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小妹（１９８２－），女，安徽人，硕士，副教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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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西医专业留学生（含学历生和非学历生）总数排在第３位。

同时，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西医专业学习人数由４９０２２人增长到５３

６２２人，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于留学生高等教育的发展需求，更体

现出我国政府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高度重视［１］。

１．１　教材选用情况　教材是决定教师授课质量与水平的关键

因素。目前，国内还没有针对留学生病原生物学的统编教材。

国内高等医学院校多根据教学工作实际需求，选择适当教材。

总体而言，高等医学院校多选用英文原版教材，保证了教学内

容紧跟当前最新医学发展前沿动态，也有利于英语基础较好的

留学生阅读和理解。如安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则选用了

Ｋａｙｓｅｒ等主编的英文原版教材《Ｍｅｄ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医学

微生物学》）。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学院病原生物学系以及

锦州医科大学基础学院选用了医学英文原版改编双语教材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ｏｇｙ》（《医学微

生物学与寄生虫学》），教材内容改编自经典英文原版的医学教

材，语言纯正，并保留原书图文并茂的特色；同时，知名院士及

教授参与改编，由国外专家进行审定，与国际医学教育接轨，既

吸收原版教材之精华，又融入国内教材之经典［２－４］。

１．２　课程内容及实施方面　在留学生病原生物学课程授课中，

高等医学院校紧紧围绕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开展教学活动，并

有针对性地、有侧重点的对教学内容进行选取和调整。如安徽

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根据留学生来源国曼氏血吸虫和埃及血

吸虫流行的特点，重点讲授这两种血吸虫，激发了留学生的学

习兴趣，提高了留学生的关注度和学习效果。锦州医科大学基

础学院根据印度、巴基斯坦等热带国家蚊媒传染病多发特点，

重点讲解登革热、乙脑等内容，充分考虑到留学生来源国卫生、

疾病预防现状，活跃了课堂氛围，避免了照本宣科式教学带来

的厌学情绪。

总体而言，病原生物学是研究与疾病有关的微生物和寄生

虫的生物学规律、致病机理及其与宿主之间相互作用的学科，

在基础医学中具有重要地位。这项课程专业性强、信息量大、

逻辑性弱、词汇生僻难以记忆，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滋生厌学情

绪［５］。在留学生病原生物学教学中，国内高等医学院校专业性

教师普遍不足，师资力量较为薄弱，很大程度上存在只注重留

学生临床医学教育，而忽略基础医学教育的误区。即使在开设

留学生病原生物学课程的高校中，整体教学进度、教学质量、教

学效果还存在进一步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２留学生学习特征分析

２．１　留学生英语语言特点　大部分医学院校留学生来源国如

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的官方语言和教育语言多为英语，留学

生的英语口语基础较好，英语的沟通和表达能力相较于国内医

学生具有显著优势，但是限于汉语言学习的难度等因素制约，

留学生的汉语言水平普遍不高，在开展医学课程授课时，使用

汉语进行授课存在极大语言障碍。因此，绝大多数留学生医学

课程采用的是全英文授课方式［６］。同时，由于大部分留学生

的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而并非母语，英语发音受当地母语

的影响，存在发音不准，语音不规范的现象，尤其像西亚、中东

地区的留学生，由于发声器官的差异，一些语音存在发音混同

现象，如在发［ｋ］音时一般容易混同于［ｇ］音，而发［ｔ］音又常混

同于［ｄ］音，给教学与沟通带来影响。又如南亚留学生英语语

速较快，辅音［ｒ］发颤音，发［ｔ］音也常混同于［ｄ］音，发［ｔｈ］音常

简化为［ｔ］。在留学生医学课程授课过程中，专业教师必须时刻

注意这些语言特点。

２．２　留学生文化背景及个性特点　大部分医学院校留学生主

要来自泰国、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这些国家社会宗教文化复

杂，其中泰国佛教文化盛行，而巴基斯坦居民多信奉伊斯兰教，

是一个多民族伊斯兰国家，印度则宗教、民族、语言复杂、多样，

这些因素常常对留学生的教学产生诸多影响。在个人性格特

征方面，来华留学生相较于国内医学生更加外放、热情，在教学

过程中，容易与教师产生良好的教学互动，较为融洽师生的关

系也利于教学的开展，更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７］。但是

限于留学生生源国医疗资源、教学资源、教育体制等方面的不

利因素制约，这些国家来华留学生的个人整体素养还有提升空

间，个性的外放、张扬也影响学习的自觉性，不利于学习效果的

提升［８］。同时，我国高等教育关于留学生的管理略显宽松，客

观也导致来华留学生的学习纪律意识较为淡薄，学习的紧迫感

明显不足。

３　留学生病原生物课程全英教学提升策略

３．１　师资能力培养　建设一支学历层次高、学缘结构广泛、专

业技术职称结构合理、英语语用能力强的高素质师资队伍是提

升留学生教育水平的重要因素。在留学生专业授课过程中，全

程英语沟通与交流给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有专

业课程的高素养，还必须一定的英语教学素质。在国家层面，

教育部颁布了《本科教育进一步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若干意

见》等指导文件，对双语教学提出了规划和要求，但是对留学生

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当前实际留学

生教育中，高等医学院校普遍缺乏具备这两种素养的教学师资

力量，加强留学生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迫在眉睫。为此，部分高

等医学院校就强化师资力量开展有益尝试：派遣具有双语教学

潜能的教师外出深造，提升英语语用能力和水平，参考借鉴国

外先进教学经验和成果；特聘外籍专业教师来华授课，并对国

内教师进行英语语用能力培训。这种＂送出去＂、＂引进来＂的双

向师资培养为提高留学生教育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日益成熟，在大数据时代

的环境背景下，慕课（ＭＯＯＣＳ）和翻转课堂等先进教育教学技

术的应用也对高等医学院校教师提出了信息素养的要求，现代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也将成为衡量高校教师现代性的重要指标。

适应这种新形势和挑战，不仅需要高校教师需要积极转变职业

理念，更需要对自身教学体系进行必要的优化和调整，并在教

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主动创新，以教学实践促进专业素养

的提高。

３．２　教学方法创新　病原生物学课程实践性和应用性强，不仅

包括复杂的理论授课，还包括内容发丰富的实验授课。为了激

发留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必须采用灵活多样的

授课方式，以适应留学生的个体需求。在教学实践中，ＰＢ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教学法和ＣＢＬ（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教学

法，具有较好的教学效果。在ＰＢＬ教学法中，以问题为导向，以

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通过组织学生小组讨论，而教师在这一

过程中将主动权下放给学生，而不干预学生的学习过程，教师

只承担课程引导的角色［９］。在这种教学模式中，留学生天性自

由、宣扬个性的性格特点得到充分发挥，有利于其迅速掌握病

原生物学课程的重难点问题。病原生物学课程注重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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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临床实践的融合，为此，培养留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是教师

授课的关键环节。在ＣＢＬ教学法中，以案例为导向的教学方

式，通过预设的典型案例模拟，将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得

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学生加深对病原生物学课程重难点的理解

和记忆，更有利于留学生临床实践能力的提升。

在教学实践中，ＰＢＬ和ＣＢＬ这两种教学模式往往可以结

合起来，教师通过设置具体临床病例，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问

题，让留学生收集相关资料和最新医学研究动态，在小组讨论

和中最终解决问题。这种混合式教学模式，不仅有利于留学生

临床临床思维能力、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也有利于

医学生医学知识的更新和掌握。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

快速发展，微课教学、ＭＯＯＣ教学也越来越普及，微课、ＭＯＯＣ

视频凭借灵活多变、针对性强、短小精致、虚拟化等优势受到留

学生的普遍欢迎［１０－１２］。这些微课视频、ＭＯＯＣ视频往往是名

师录制、制作精良，留学生在观看学习过程中，能够了解最新、

最前沿的医学知识，同时可以通过利用碎片化的学习时间，提

高学习效率。

３．３　师生多维合作互动　高等医学院校留学生来源国英语基

础较好，采取全英教学不存在英语语言障碍，但是留学生的文

化背景、教育层次等差异化程度较大，在课堂管理、课程任务、

课程考核等方面却存在管理上的难度，留学生对于新颖的、感

兴趣的课程内容容易倾注更大的关注度，但是相对枯燥的、晦

涩难懂的教学内容，留学生往往会产生厌烦和抵触情绪，甚至

在课程考核中，留学生往往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影响了教学

质量和教学效果。同时，留学生追求个性、独立的性格特点决

定了其在课堂环境中，未能充分考虑与教师保持一定的权力距

离，而对教师的权威性提出质疑［１３］。

在病原生物学课程教学中，教师需要充分考虑到留学生的

这些特点，摒弃传统教学模式，采取＂启发式教学＂、＂互动式教

学＂等教学方式，积极开展多维合作互动，积极引导留学生参与

学习，发挥主观能动性［１４］。在理论授课和实验课程中，要在尊

重课堂纪律的前提下，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包容留学生的言行，

激励留学生的敢于质疑的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最大限度地活

跃课堂环境，拉近与留学生的心理、情感距离，充分满足留学生

的自主个体化学习需求。同时在课后，教师要尽量避免布置硬

性的任务和作业，以调研、考察报告、课后小组座谈等形式，科

学、合理安排学习任务，减轻课业负担。

３．４　科学的教学效果评价　科学的教学管理和评价机制是提

升学科教学水平的重要环节。在对留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中，

要改变传统的评价手段、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立足留学生的

专业、语言、知识、应用等综合素养进行科学、全面评价，要将过

程性评价和结论性评价结合起来［１５］。在实际教学效果评价中，

要合理安排案例分析评价、试验评价内容，统筹平时考核评价

与阶段性考核评价。同时，不仅要安排学生对自身学习关注

度、自我学习效能度等方面开展自我评价，还要对留学生的理

论课程理解能力、实验动手能力、临床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

等方面开展教师评价。以多种综合评价方式，准确评估留学生

的学习成绩，科学评价教学效果，进行教学反馈提升。

４　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与国际接

轨的步伐不断加快。作为高等医学院校的重要基础医学课程，

病原生物学课程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已经成为留学生教育

的重要内容。根据目前留学生医学教育的现状，采取科学、系

统的理论课程、实践课程授课体系，积极探索先进教学模式，对

于提升留学生学习兴趣，提高留学生教学效果，培养留学生临

床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加快高等医学

教育国际化进程，提高留学生教育国际化水平是当前留学生教

育的永恒话题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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