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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与双语教学·

病理学双语教学的整体设计与实践
陈莉

王桂兰

【摘要】

曹晓蕾季菊玲

在病理学双语教学改革的整体设计和实践中，南通大学医学院围绕以学生为主体、教

师为主导的原则，通过优化教学内容，建立课程网络教学资源库和开设双语教学网站，编写系列双
语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开展多种教学活动等，丰富了课程教学资源，形成了科学的课程管理与教学
质量评价体系，造就了一支稳定的、结构合理的、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较高的
优秀教学团队，从而提高了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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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已经由过去的各国

理标本和显微镜下的阅片技能，开设选修课程尽可能多地

自行研究向国际合作研究转变，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介绍新技术及新进展。

医务工作者需要加强与国内外相关人员的广泛交流与合

１．２建设网络教学资源库并开设双语教学网站

作，不断更新知识，因此，在医学院校本科生教学中进行双

网络教学资源库中的资源以教材内容为基础，适当加

语教学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针对本科病理学教学的特

以取舍和综合，同时，发动教师和学生，通过多种途径收集

点，我院对病理学双语教学进行整体设计，使学生积极生

大量的相关资源共同建设网络教学资源库。病理学网络教

动、创造性地参与学习活动，促进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较

学资源库分为素材库、临床病例讨论在线、课件库、试题库、

好的效果。

教学视频库、文献库和专韭网站飚址等。与此同时，在校园

１优化教学内容

网上开设双语教学网站，师生可以根据章节选择自己教或

１．１促进学生对病理学基础知识的掌握

学的内容进行浏览、测试等，调整教或学的策略、方式和进

在理论教学中强调各种疾病的基本病变、发病机制、病

度，实现自主式、探索式的个性化教与学。教师还可以通过

理变化与临床联系，突出基本分析方法的应用。实验课注

“交流中心”与学生进行交流，回答学生的问题【ｌ Ｊ，使学生有

重培养学生对基本病变、常见疾病的认识能力，正确观察病

效利用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激发师生双方的创造性和主
动性。
１．３编写系列双语教材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７７Ｘ．２０１３．０２．０２２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苏政办发

国外原版的病理学教材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是内容过

［２０１１ ３６号）；江苏省精品课程“病理学”（苏教高［２０１０］１９号）；江

多、过细，不太适用于教学，加上价格昂贵会增加学生的经

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立项课题“校企合作优化和提

济负担。因此，在开展病理学双语教学的同时，我们编写了

升研究生培养的质量”（２０１２０７）；南通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

病理学双语系列教材，包括双语版《病理学》¨Ｊ、《病理学实

究与实践课题“校企合作优化和提升研究生培养的质量”（２０１２１０）

验与考试指导》＂Ｊ、《病理学形成性练习》［４ Ｊ、《现代病理学

作者单位：２２６００１南通大学医学院病理艇剖学系

临床研究的基本问题》ｐ ｏ和《病理学应试训练》［６１等。经过

通信作者：陈莉，Ｅｍａｉｌ：ｂｌｌ＠ｎｔｕ．ｅｄｕ．ｃｎ

近５年的使用，效果良好，有助于保证与提高双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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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７１。

会服务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２改进教学方法

４加强双语教学质量管理
根据本科病理学教学要求，结合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

改革理论课教学方法

２。１

双语教学以学生专业知识的习得为主，同时培养学生

试大纲中对病理学知识的要求，以及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三

的专业英语能力。理论课教学采用中文和英文混合方式，

基”训练——病理科医师训练指南的要求，不断完善教学大

两种语言的比例约为１：１。教师根据教学目的、教材内容

纲。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在教学中采取的主要措施有：①

和学生的实际，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例如，

双语教案尽可能采用简单易懂的英文句子，既反映学科的

采用演绎教学法，对基础内容力求讲透，主线清晰，语言简

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又反映病理学的最新研究动态，使教

练，避免过多的旁征博引，即使学生英语听力有一定困难，

案对双语教学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②教学组全体教师参

仍然可以跟随教师的思路，既听懂了英语又理解了问题；采

加课前试讲和集体备课，分别从教学顺序、时问安排、语言

用比较法，引导学生进行类比，达到化难为易的目的；采用

表达、回答学生可能提出的问题等多方面进行精心准备，保

提问启发式教学法，教学内容明确，针对性强，使学生掌握

证教学效果。③制作英语为主的多媒体课件，对重要的概

重点，要求学生用英语回答问题，培养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

念和理论用中文板书以加深学生印象。④加强考试管理，

的能力。布置课前预习及课后复习，要求学生默写专业词

在原有病理学试题库的基础上，充实各种类型的试题，优化

汇，课程结束时必须掌握一定量的词汇等，以保证教学

计算机操作系统。根据病理学考试大纲的要求确定考试内

质量。

容，考核的方式有闭卷、开卷、口试或写小论文的形式。将

２．２改革实验课教学方法

总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结合起来，采取阶段性的考核与

实验课上组织学生进行病理、病例讨论，注意调动学生

期末考试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灵活地进行提问、讨

的学习积极性，下课前分别请学生复述课堂教学内容，或通

论、布置作业和小测验，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次数、质量和

过《病理学形成性练习》进行反馈悼ｊ，观察学生对重点问题

水平都被计入平时成绩。考卷中，病理名词解释全部采用

的理解程度。教师要注意引导，必要时要在课堂上重新强

英文形式。由教学秘书根据培养目标和教学大纲抽卷或组

调，让学生掌握教学要点和知识重点。

卷，实行教考分离、流水阅卷，对考试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并

２。３设计多种教学活动

及时反馈，使考试管理规范化、科学化。⑤开展系列教育评

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学活动，如猜病变游戏、写英文病名

价活动，通过“教学督导组”和“学生评教、评学活动中心”的

比赛、画图说课、小组对抗辩论和用英文复述教学内容

听课、教学检查、课程评价、示范性教学等活动对双语教学

等¨１。指导学生利用网络查阅相应英文文献，关注当前病

情况进行监控和指导，针对问题及时进行改进。

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引导学生课外阅读相关书籍；通过英

综上所述，在病理学双语教学的整体设计与实践中，通

语听读光盘帮助学生练习专业词汇的标准发音与朗读；组

过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建设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和

织学生围绕教学内容进行专题讨论、开展读书报告会；鼓励

建立教学质量监控机制，充分发挥了学生和教师的作用，丰

学生利用双休日参加本地区病理读片活动、假期社会调查、

富了课程教学资源，实现教学质量全程管理，并造就了一支

社区卫生咨询服务、宣讲病理知识活动等，通过优化课内教

稳定的、结构合理的、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学术水平和教

学内容、强化课外活动，实现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并重。

学水平较高的优秀教学团队，有效地提高了病理学的教学

３建设双语教学师资队伍

质量。

在病理学双语教学中，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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