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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assimilating, the demand for diversified talents is increasing
rapidly, especially in practical English experts. How to introduce bilingual teaching into the
classroom becomes an issue.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bilingual courses
from the students, teachers, policy and other aspects, and give recommendations base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mmon university, while using Canadian successful teaching case as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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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趋同化，对于多元化人才的需求急速增加，尤其突显在英语专业知识的
实践应用方面。如何将双语教学引入课堂成为十分关切的问题了。本文主要从学生、师资、
政策等方面叙述了推进国际化双语课程的困境，同时针对普通高校的现状与加拿大成功教学
案例作比较提出了建议与措施。
1．引言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经济贸易趋于全球化，对人才的专业化、多元化的需求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近十五年来，在宏观大环境的驱使下，同时在国家教育部的倡导下，我国高校实
施双语教学的进程如火如荼地向前行进着。在双语教学大规模地开展中，其中存在的问题与
困难也随形而来，其中包括教学师资水平达不到要求，教材难度问题及学生参与度等。因此
双语教学中“质”的提高，成为了我国高校目前在推行国际化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最艰巨
的任务。本文通过与先进国家推行双语教学进程的比较，借鉴其教学的成功经验，同时寻找
出与我国教学制度环境下的不同之处并尝试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2．双语教学的基本概念
一般人认为，双语教学即用非母语的语言来进行教授学习。同时，在现阶段各高校中基
本以英语为主进行教学发展。在推广第二语言使，应该秉持着第二语言的加入让学习变得更
加的多元化，是促进学习先进科学理念与掌握第二语言的前进动力的理念，这属于添加型。
相反，缩减性的双语教学目的则截然相反，例如，国家外来移民的进入，随之也带来了第二
语言，为了国家多民族融合的需求，将逐步取代了第一语言的过程。这与我们国家的少数民
族语言境况相似，随着汉语言文化的深入与广泛应用，不少少数名族的年轻人为了跟上时代
的步伐与经济的腾飞发展，自主自愿地开始学习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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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学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3.1 现状
虽然我国的双语教学模式还不成熟，教学过程中也会遇到不同的困境与局限，但受到越
来越多的高校学者与研究者们的关注与参与，为我国的双语教学的发展道路上增加了助力。
目前我国高校中存在的双语教学模式基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全英文语言环境，也被称为全外型。这一种形式主要特征为英文教材，英文版书
及全英文讲课。因此对教师与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英语水平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双语
教学模式中难度最大、最完善，成为最终目标的一种类型。
第二，中英文混合教学，是根据教师与学生英语水平来推行当下双语教学的过渡期。但
是，这种模式下的教学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加拿大的学者Swain曾提出，在混合使用两种语言
进行教学时，学生很容易忽视他们不懂或懂得较少的语言，过渡依赖自己熟悉语言的输入，
减少了第二语言的运用。
第三，初级型，也是刚开始进入双语教学的初级形式。其特征为英文教材（或辅助材料），
中文板书及中文授课。初级型教学模式在各个高校，甚至重点高校有将近10%的双语课堂使
用这一形式，其主要原因为学生的第二语言的水平较薄弱，为了带动这一部分学生的参与，
适当地降低了难度。
3.2 推行双语教学面临的困境
3.2.1 学生英语水平与自主学习的局限性
第一，英语水平的局限性。著名的语言依存假设指出，教学过程中使用两种语言时，同
时起到认知能力互补且互相促进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是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即学生的第二
语言必须要达到一定的能力，才能产生积极地效应。Marsh等研究者曾提出，学生在接受双语
教学时过多地将注意力放在语法上，时常出现一句话中每个单词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无法理
解的现象。同样地，在大陆的高校中也存在类似问题，对于专业性较强的课程教材无法理解，
使第二语言的学习并未成为学习的推力，反而成了阻碍和负担。从小学学习英语开始，英语
教师都将注意力语法上，因而缺少了英语的实践性与单词的广泛性。
第二，自主学习与参与热情度。高校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双语教学模式时，学生在自主学
习性方面存在一定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第一，在高校选修专业课程时，有一定的自
由度和选择性偏向。程度较好的学生为了提高GPA会躲避相对难度较高的双语课程，虽然对
双语课存在一定的兴趣，但基本也属于“绕道而行”的状态。那么对英语基础相对薄弱的学
生来说，更是抱着“路过打酱油”的心理，因此对于双语课程的参与程度不高。第二，高校
中也设置了一部分“无路可退”的基础双语课程。在此之下，学生在刚进入双语课堂时还是
充满着兴趣与好奇心，但是由于英语水平的局限性，出现了看不懂教材，听不懂上课教学的
现象。由此，减少了上课的兴趣，增加了抵触心理，降低了学生的参与度。
3.2.2 政策方针
通过两个中国与加拿大两国双语政策的比较，发现其不同之处：
第一，国情不同。加拿大在推行双语政策时，带着一定的被迫性质，由于民族主义的分
裂倾向，因此政策成了一项基本国策，迎合了加拿大社会和国民的需求。对于中国来说，我
们国家从建国之时就宣扬了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的条例，因此并未有政治性的需求。同时，
我国人数颇多，地域宽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语教学的发展进程。总的来说，国情不同
导致两个国家的目的性不同，加拿大主要迫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需求，而我们国家主要为了
培养多元化人才，提升对先进科学知识的学习能力。
第二，语言环境不同。相比中国，加拿大的学生在学习第二语言时，不仅有着课堂上的
学习机会，而且在下课之余的社会环境中也能有较多机会接触、练习。反观中国高校的学生，
只有在课堂上有较多机会接触第二语言的学习，课外基本上缺失了接触第二语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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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的先进性及局限性
在推行双语教学之时，如何选择教材又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双语的教材主要为三个
来源：国外原版教材、国内自编英文教材和教师自行搜集英文资料。直接引进国外原版教材
这一方法，虽然教材外观精美、质量普遍较高，且具有专业知识的领先性，但是也有着一定
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第一，国外原版教材跟国内的专业知识框架不同。第二，语言难度很
难与我国的学生基本水平吻合。第三，国外教材与我国的实际经济状况有出入，无法满足学
生的实践性操作。最为明显的就是财务会计学中的税务制度，在美国的会计准则中对于红利
征收双重税，在中国则不然。同样对于国内自编的英文教材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
为专业知识的准确度。相比之下，由教师收集相应的英文资料最受推崇，一定程度上迎合了
国内教学大纲及知识架构的需要，也解决了语言上的需求。
4．如何让学生在双语教学中受益
之前在文章中提到，我国双语教学进程中所面临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参与度
不高，若在学校强制要求下进入课程的学习，那么学生最后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并不扎实，
这对下一阶段的进阶课程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同时最能直观反映问题的也是双语课堂中学生
的满意程度，那么如何让学生在双语教学中受益，并且摒弃抵触心理、提升愉悦度就是我们
急需解决关注的。主要从两方面考虑：
4.1 学生角度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学生达到什么样的英语水平才能进入双语课程。韩剑侠、俞理明
经过追踪并检测上海某高校的英语水平认为，我国的大学英语考试与渥太华大学EPT考试的
结构、内容相似，同时指出只有达到CET6考试及格或CET4成绩优秀的英语水平进入全英文
的双语课堂才能更好地实践第二语言的应用并且推动了专业知识的认知。根据我国高校四、
六级的相关统计指出，2015年6月高校四级的通过率达到了70%左右，其中首次参加考试的通
过率为40%，而六级的通过率为45%左右。这一现象表明，我国的大学生英语水平正在提升，
在通过四级之后的学生再经过一年的大学英语教学，完全有能力进入混合式的双语教学，但
进入全英语的双语教学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高校开课的过程中，可以先从公共课着手，
相对专业性较弱的课程可以适当降低课程学习的难度，增加学生的学习热情。
其次，加强学生的激励保障制度。在我国部分高校的多媒体教学设备还是存在较落后的
现象，双语教学的硬软件无法达到多样化教学的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学生的参与度。
因此，学校需加大对教学设备的投入，使教学方法有了多元化的基本条件。同时学校的对于
双语教学的管理制度上予以调整，加强学分与奖学金的激励制度，使学生增加对双语课堂的
积极性，形成更强的心理推力。
第三，增加学校的外语氛围。利用“本土学生走出去，国外学生走进来”的模式，来加
强学校的语言环境。我们可以通过与留学生的英语水平对比，得知语言氛围对学习及应用第
二语言的重要性。正因为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生活被迫”环境，更为了融入国外的生活习
俗，加快了学习第二语言的实效性。相比于此，高校应适当地增加交换生的名额，并且引入
国外的留学生进入双语课堂，这不仅对双语教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本土学生提供了有
效的语言环境。同时，我国大部分的高校一直有英语社团，英语角等学习英语的途径，但是
大部分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已，并未将其作用发挥，也未能很好地引导、鼓励学生进入英语的
学习。因此，学校必须加大支持力度，对这些原本只是“形象工程”的英语学习途径进行整
改。
4.2 教学方法
首先，专业学科的教师在提升自己的同时，更应倡导语言教师走入课堂，将语言与专业
学科结合起来，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在此模式下，语言教师即可以帮助学生解决专业知识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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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基础语言的问题，也能帮助语言基础较薄弱的学生融入到双语教学的课堂。因此，在学校
设置课程时，应注意英语语言学科与双语专业学科的结合，可以将此相关联的课程放在前后
学期或同一学期教学。
第二，双语教学中尽可能地使用第二语言进行教学。之前在文中提到，混合行的双语教
学模式其中一个重要局限性是当两种语言同时进行时，学生很容易忽视了他们较不熟悉且难
理解的第二语言，从而在教学过程中并未起到积极地效应。同时借鉴加拿大双语教学的成功
经验，他们认为在双语课堂上完全使用第二语言进行讲授是推行双语教学的关键因素。未来，
在提高专业学科教师的英语水平前提条件下，高校完全使用第二语言进行教学是加快国际化
教育进程的必经之路。
5. 结束语
在国家政策、资源的帮助下，各高校根据已实行的先有经验进行总结，针对师资、学生、
语言环境等方面展开了相对性的探讨与改进，前进的道路上依旧崎岖不平，但双语教学、国
际化进程的脚步却勇往直前，为国家培养新一代复合型人才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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