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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tus of bilingual teaching in Naval Aeronautical Astronautical University is analyzed and the
necessity of bilingual teaching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 is discussed. Then, the preconditions, the implementing measures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bilingual teaching are discussed and researched. At last, the
key questions of bilingual teaching are put forward, which can be references of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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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开展双语教学以来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有针对性的探讨了大

学本科生进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实施双语教学的前提条件、实施过程、教学
效果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最后，给出了双语教学过程中需要把握的关键问题，可为其他院校实施双语
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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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现代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

固了大学英语的学习效果，又增强其专业英语文献的
读写水平，对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具有重要意义。本

高，设备引进的数量和种类大幅度提高，对外交往逐

文以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双语教学的实施情况为背景，

年扩大，与世界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对技术人才外语

从大专院校双语教学的前提条件、实施过程、教学效

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本科毕业学生至少应熟练掌

果以及需要把握的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

握一门外语。而在大学基础英语的教学中，往往还难
以满足上述要求。在大专院校中相关专业课或者专业
基础课开展双语教学将延续学生对英语的学习，既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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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语教学的前提条件
开展双语教学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教师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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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学的能力，学生具备相应的英语水平，信息资

材。中文教材应选用国内的优秀统编教材，英语教材

源有保障。

选用国外的优秀原版教材。要求教材版本较新，反映
学科前沿，内容层次分明，概念叙述清晰。有声读物

2.1. 教师具备双语教学的能力

的选取应有利于加深理解某门双语课程内容为前提

教师应用双语的能力是开展双语教学的先决条
[1]

条件。有声读物和多媒体课件可以选用国外知名大学

件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自 1997 年制定了《青年教师

的相关资源，在全世界众多大学中，同类专业很多，

培养规划》以来，教师的学历层次大幅度提高。目前，

选用一款实用的视频课程和多媒体课件并不难，但需

获得硕士以上学位比例为 65.4%，在 40 岁以下的年轻

要投入充分的经费和精力去进行披沙拣金的工作。在

教师中，18.8%具有博士学位，60%具有硕士学位，硕

这方面，任课教师要与图书馆有关人员密切沟通，充

士以上比例达到 78.8%。教师的英语水平普遍提高，

分发挥他们在信息获取方面的优势，为双语教学的顺

为开展双语教学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

利开展提供优质的信息资源保障。

双语教学也是对教师教育思想和理念、事业心和使命
感的检验。因为使用英语版教材进行双语教学较之中
文版教材的教学工作，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精力，

3. 双语教学的实施过程
双语教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实施过程，根据实

对教师的各方面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数字

践经验，作者认为双语教学的实施要把握以下几个关

信号处理”这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双语课程，

键点。

不仅要求授课教师英语水平要高，还要求他们有很扎
实的专业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课程标准是课程实施的大纲和准绳，一个好的课

2.2. 学生具备学好双语课程的英语水平
学生的英语水平是学好双语课程的基础

3.1. 制定切实可行的课程标准

程标准，且授课老师能认真遵循，那这门课程的授课
[2,3]

。自

质量就能得到保障。双语教学的课程标准和普通课程

1986 年以来，我院本科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四级

一样，教学目的与要求一定要明确，重点、难点要突

统考，总的通过率为 95.84%，表明我院的英语教学水

出。双语教学的目的是利用英语或中英语结合的方式

平比较高，学生英语基础打得比较牢，具备了普及双

传授专业知识，所以传授专业知识仍然是教学的重点；

语教学的条件。一般地说，在大学三年级就可以开始

双语教学的实施难点主要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任

开设双语课程，此时相当一部分学生已通过全国大学

课教师要善于提炼和释疑教材等信息资源中的关键

生英语四级统考，学生已普遍具备了较好的英语基础，

词、关键句型，要能随时化解学生提出的难点问题，

这时采用双语教学对学生来说困难相对要小些，可避

增强学生学习的信心；在教师课程设计中要充分体现

免学生学习双语课程产生的畏难情绪。另外，在大学

实践环节，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教材内容要求和实

三年级上学期开始连续合理地部署、安排双语教学，

际应用状况，合理安排课堂演示、编程实验、硬件开

可延续英语学习，符合大学英语学习四年不断线的指

发实验等实践内容，利用实验室和课堂平台，让学生

导方针，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可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提高

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能力，畅快的表达自己观点和情感，

作用，并在基础英语学习之后，将学生的英语学习兴

启动学能，调动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

趣转移到自己的专业上来。

的同时，把学习专业英语变成一种乐趣。

2.3. 信息资源有保障

3.2. 多媒体教学和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教学
模式

信息资源包括中英文教材、期刊、有声读物、多
媒体课件等各种媒体的素材，是实施双语教学的基础，

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

也需要较大的精力和经费投入[4,5]。考虑到学生的英语

资源，是上好双语课程的重要手段。多媒体课件可集

水平，每门双语课程需要为学生提供了中英文两种教

声音、动画、文字、图像为一体，具有生动活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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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入胜的特点，它能刺激学生课堂学习兴趣，调动学

学生对多媒体教学效果的满意度、学生的学习收获情

生的学习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采用多媒体

况、学生对信息资源的满度度，调查分析结果如下。

上课，可节省板书所花费的时间，从而可进一步丰富
教学内容，为双语教学提供了时间保证。除了多媒体

4.1. 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教学外，难点疏通、课堂提问、答疑以及专题讨论这

认为有必要的占 69%，认为必要性不大或没有必

些师生间面对面的交流，仍然是帮助学生理解、汲取

要的占 31%。这说明大多数学生认识到双语教学的重

知识，提高技能的重要环节。所以多媒体教学和传统

要性，希望通过双语课程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英语水

的教学方法相结合，是提高双语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

平，提高自身素质。通过几年的双语课程教学实践，
学生普遍反映收获很大。一方面，学生的专业英语实

3.3. 合理把握双语教学中中文与英语的搭配
既然是双语教学，就存在合理使用中英语量的问
题。根据经验，每堂课用英语授课的时间以 50%左右
为宜，实践证明，连续用英语讲授 10 分钟以上，多
数学生会走神，效果不好；课后复习时，英语水平比
较高的学生，要求他们认真阅读原版教材，用英语进
行课堂讨论；英语水平比较低的学生，也要鼓励他们
参照中文教材认真阅读原版教材；作业要求用英文完
成，要有一定的题量，题型要注重学生对专业知识的
掌握；采用英文试卷，鼓励用英文答卷，用英文答卷
的适当加分，但用中文答卷不扣分。总之，提倡采用
英语进行阅读、讨论、作业、答卷，但又要提供相对
宽松的环境，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选择的余
地，不要勉强，更不要强制。

3.4. 切实可行的考核方法

际应用能力明显提高，既熟悉了专业术语，又熟悉了
专业英语口语及书面表达；另一方面，学生通过理论
学习和实践环节，增强了对所学双语课程基本概念、
基本定义、基本原理的深入理解，并建立了生动形象
的感性认识，做到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而不是停留
在只会背公式、演习题、考高分的层面上。

4.2. 多媒体教学效果
认为很好或比较好的占 74%，认为一般或不好的
占 26%。这说明任课老师和课程教学组在多媒体教学
方面所做的工作得到了绝大多数学生的肯定，但还有
一些方面值得改进。

4.3. 学习收获
认为收获很大或比较大的占 65%，认为一般或收
获不大的占 35%，这说明需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更多地了解学生的需求，提高授课内容的深

双语教学课程的考核应与传统教学课程的考核
有所区别，在不偏离考核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

度和广度。根据考核结果可以看出学生对知识的综合
掌握，对英文读写的应用都得到较好的锻炼。

前提下，应该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可以从
作业、课堂讨论、笔试、小论文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4.4. 对信息资源的满意度

各项内容所占分值的比例直接与作业的质量、课堂讨

在所开设的双语课程中，都有相应的原版英语教

论的参与情况、笔试的正确程度以及所写小论文的水

材和相近的参考资料，英语期刊也比较丰富，学生比

平相对应，可按 20%、20%、50%、10%的比例。教

较满意。但这些资源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师应根据这个分值比例进行课程设计，合理安排教学

学生主动查阅外文资料的意识不强，致使很多信息资

内容和各个实践环节，不失时机的将考核方法向学生

源利用效率并不高。一个专业的本科学生在四年学习

明示，以便引起学生的重视。

期间，所学课程有 40 多门，有近 30 门理论基础、技

4. 双语教学的教学效果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双语教学的教学效果，进一步
明确学生的评价与要求，我们对一个年级的学生进行
了问卷调查，主要调查了学生对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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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基础和专业基础课，如果学生能将 10 门以上课程
与英语参考资料结合起来，他们的收益是相当可观的。

5. 开展双语教学要把握的关键点
通过对几年来双语教学实践的分析，我们对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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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规律有了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搞好双语教学

业可开出 5 门以上双语课程，是目前开设比例的 3 倍

仍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重视，并逐步完善。

以上，因此双语课程教学的普及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5.1. 提高教师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目前教师的英语说、听能力还略显不足，在课堂

间。

5.5.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

上灵活自如地穿插使用两种语言进行授课还有困难，

建立科学的、切实可行的双语教学评价体系是促

会影响双语教学的质量，因此增强教师的英语综合运

进双语教学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双语教育

用能力是提高双语教学质量的关键，也是一项长期的

家 Buggs 认为双语教育评价内容应主要涉及五个方面：

任务。

对学生双语技能与各科学业成绩的评价，对学生的态

5.2. 采用灵活实用的教学模式
教师在教学模式上，应借鉴传统的教育思想，多
进行归纳总结，有意识地突出教学重点，然后逐步引

度评价、对双语教师的评价、对影响双语教育结果的
各种因素的评价以及对双语教学计划本身的评价[6]。
这些评价内容可以作为我们实施双语教学评价的重
要参考。

导学生主动学习、自觉总结、发现新知识。在教学过

周恩来曾说过：“人类总要不断的总结经验，有

程中，还需要研究应用新的教学方法，例如精讲多练、

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双语教

开展课程设计、课堂讨论等，同时重视习题课和辅导

学也要不断的总结经验，从实际出发，扬长补短，进

答疑等辅助教学手段。

行积极的实践与探索，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5.3. 重视信息资源建设
我院图书馆现有英、俄、日、德等外文图书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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