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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阶段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汪利华
(黄山学院外语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英语教学的改革使得双语教学在我国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运用文献分析法，从双语教学的概

念出发，分析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目前存在的问题：对双语教学认识不清；缺乏双语师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

提出搞好双语教学的具体策略：正确处理双语教学中的四对关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明确学生的主体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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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过于死板。英语教学改革

要求英语学习更注重基于内容的学习。这些使得双

语教学在我国高校的研究与推行成为必然。回顾以

往，相关研究成果颇多：有学者侧重对双语教学中

双语教学与外语教学、双语教学与学科教学以及双

语教学与母语教学这三对关系进行分析，提出了一

些关于协调好三对关系的方法；【t留双语教学需要注

重解决师资问题，有学者通过对国内双语师资问题

的研究。认为双语教学只有在双语9币资力量较强的

学校才能实施。涕有学者侧重对学生的主体地位问

题进行分析。提出双语教学要注重学生的学习情

感、学习策略及其年龄特征：闭m还有学者从多学科

研究视角对双语教学进行研究，提出要为学生的双

语学习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就必须优化校园文化

氛围及环境。附但这些资料都只侧重对某一方面的

研究，没有全面地看待、分析双语教学中所存在的

问题，没有看到这些问题的内在关联性，所以，也就

没能够从整体着眼，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运用系

统论的观点。将双语教学中的三对关系看作一个整

体，分析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策略。

二、系统论和双语教学

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它强调

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般系统论的创始

人贝塔朗非强调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

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

没有的新质。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

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一定的

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

整体。要素是整体中的要素．如果将要素从系统整

体中隔离出来．它将失去要素的作用。教学也是一

个系统，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是紧密相连、互相作

用的。必须以整体的观点看待、分析教学活动中存

在的问题，并注重分析这些问题的内在关联性。这

样才能使这些同题得到更加有效地解决。

双语教学是指一门外语(主要是英语)作为课

堂教学语言来进行学科的教学。师生共同进入一种

真实的汉语和外语环境．并熟练地运用汉语和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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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学科知识上的教学与交流，最终达到师生均能

运用两种思维方式进行学科学习、思考和研究的目

的。

三、我国高校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对双语教学认识不清

在我国许多高校中，对双语教学与外语教学认

识不清，把外语教学当成双语教学，这是错误的。把

第二语言作为教学媒介截然不同于第二语言教学。

所谓把第二语言作为教学媒介，就是指在进行其他

学科课程教学时使用第二语言。阳双语教学突出的

是把语言作为工具用来教学，强调的是外语的工具

概念。同时也指出双语教学是非语言学科的教学。

外语教学突出的是让学生学习、了解、掌握一门外

语。更多的强调是学一门语言。

其次．双语教学与学科教学混淆不清。学科教

学是教学生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而且大都是以母

语来教学、解释其中概念。它的教学是以学科专业

知识为主。而双语教学并不只是教一门学科知识，

而是在学科教学中让学生掌握如何用外语来解释

这门学科的概念与知识。同时让学生使用外语、掌

握外语以及了解这门学科在国际上先进的第一手

资料。促进学科的发展。

再次。有人误以为双语教学就是纯粹地用外语

来教一门学科。任何时候都不用母语．一些学生难

以理解、掌握的知识也全用外语。致使学生对这门

学科产生恐惧感。而有些高校只是用外语来解释一

门学科中极少的基础知识．大部分教学都是采用母

语教学，外语在实际教学中只是一样装饰，起不到

任何实际性作用。这两种思想都是错误的，阻碍了

双语教学的发展。

另外。在双语教学教材选用上存在较多的误

区。有人认为采用一本外文教材．就是双语教学。也

有人认为采用自己编写的汉语教材．用英语授课也

叫做双语教学。双语教学的教材更是一个非常关键

的教学资源，教材的选择直接关系教学的质量和效

果。应该结合本校和本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的实际情

况择优选用。

(二)双语教学9币生系统中两个要素存在的问

题

首先。双语师资严重不足。以前的高校外语教

育没有针对双语教学进行高校师范生的重点培训，

所以双语教师是严重缺乏的，而双语教学需要体现

教师的主导地位．这个需要也就要求师资水平要

高。双语教学要求教师必须有广博的系列知识结

构，扎实的外语基础知识和听说读写的交际能力，

还要了解相关国家的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禁忌习

俗、词语概念和体态语言等有关知识。可见．双语教

学者必须是一位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但在我国高校

现有的教育体系下还无法培养出此类人才。双语师

资是严重不足的。

其次，学生外语水平参差不齐。语言应用能力

低。在我国现行教育体系下。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

学生对外语的掌握程度是较低的。双语教学需要学

生的积极参与。需要体现他们的主人公地位，而学

生中对外语运用好者有之，不熟练者更多，水平参

差不齐，给双语教学的实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四、解决策略

(一)正确处理双语教学中的四对关系

首先是双语教学和外语教学的关系。外语教学

是根本．是发展双语教学的基础。双语教学是外语

教学的发展，是外语教学的延伸，实施双语教学的

最终目的是为提高学生外语语言的综合实践能力。

要分析两者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巩固、加强外语教

学，让学生掌握较好的外语基础，同时大力发展双

语教学。努力促使并强化双语与外语之间的互利互

动、相辅相承、相互渗透，使双语教学与外语教学共

同发展。

其次是双语教学与学科教学的关系。学科教学

是教学生一门学科基础知识的教学。它的教学成果

直接影响双语教学时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在确

保对学科知识理解并接受的基础上，学科双语课堂

使用英语度越高越有益。应该指出的是。对授课者

和听课者而言，用外语和母语来授课的信息量是不

一样的，而专业课的根本目的是传授专业知识和技

能，不是学习外语。外语是次要的，不能喧宾夺主，

也没有必要去追求一个外语授课的课程数的指标。郾1

再次是双语教学与母语教学的关系。在处理这

对关系时，不能单独地分析双语教学或母语教学，

而应该从它们的内在关联性出发．努力实现两者之

间的契合。实施双语教学并不是硬性规定在学科教

学的课堂上必须全部要用外语进行教学。在学科教

学中一些深奥、艰涩、难懂的概念与知识还是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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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母语教学。用母语教学可以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其

中意思，掌握学科中的专业术语。同样，在学科教学

中单纯的母语教学会使学生产生对母语的依赖性，

阻碍双语教学的发展。

最后是外文教材和中文教材之间的关系。在处

理这对关系时。要综合平衡两者对双语教学师生的

影响。在中文教材的翻译方面，鼓励作者与国外同

行合作：选择外文原版教材时，要注意作者的母语

最好有中文背景。

在系统论中。个体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的。个体的解决能为整体的解决奠定基础和提供帮

助。所以在处理四对关系时。要把四者作为一个整

体来对待、分析。在研究、处理双语教学与外语教学

时要考虑双语教学与母语教学、双语教学与学科教

学的关系。同理．在处理另外某一对关系时，也要注

重它与其它几对关系的联系。

(二)保证双语教学师生系统中两个要素的健

全

1．加强双语师资建设．建立激励机制

由于教师在双语教学中也是处于主体地位。所

以就应该大力加强师资建设。师资建设的加强可以

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扩大双语教师来源。在我国现行的教师

培养体系中，师范类高校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师

范类高校培养的教师是教师的主要来源。为了保证

学生在双语学习过程中有优秀的指导教9币和楷模．

师范类高校应大力加强双语教师的教育与培养，在

课堂教学中应采用双语教学，并要让学生适应，为

他们将来从事双语教学工作奠定基础。在我国高校

中，每年都有众多学科教师出国留学。高校应紧密

抓住并用好这批教师，让他们在各自的学科中使用

双语教学，以点带面，促进双语教学的全面发展。同

时，为了更好满足学生对国际相关专业知识掌握的

需求，随着高校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高校可以与

国外的大学进行国际合作办学，聘请国外高校的学

科专业教9币来国内讲学。充分利用国外资源。使国

外大学的优秀学科教师为我所用，扩大双语师资来

源。

第二。巩固师资培训。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

发展，众多外资企业进人国内。这些外资企业大都

是世界知名公司，他们的高层人员都具有良好的专

业知识，同时由于他们是外资企业，有得天独厚的

语言优势。对于高校来说是一批宝贵的财富。他们

所精通的一些专业知识对我国学生相关专业的学

习是很有帮助的。高校可以实施“请进来”战略，请

外资企业的高层人员为高校已有的双语教9币进行

培训．提高双语教师的专业知识和语言应用能力。

从而使双语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语言应用能力都得

到提高。其次，为了更好满足学生对国外相关专业

知识学习的需要，高校可以实施“走出去”战略。从

校内选择一批有～定外语基础的专业课教师，学校

出资让他们到国外培训听力和口语，同时掌握国外

先进的专业知识。在他们学习期满后，回国执教．带

动国内高校双语教学的发展。再次，高校内部双语

教师的培养可以有以下两种模式：英语教师通过非

英语学科的学习研究从而具备双语教学能力；非英

语专业的教师进行英语培训，具备双语教学能力。川m

第三。建立激励机制。双语教学是新生事物，同

时也是以后教学发展的大趋势。政府相关部门及学

校应大力加强对双语教学的支持力度，设立专向基

金扶持双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加快双语教师的培

训。同时可以定期举行双语教学公开课评比，对优

秀的双语教师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从而使双语教

师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为双语教学及双语学习

者服务。同时，要实施双语教学就应出台一系列有

利于双语教学发展的政策法规．促进双语事业的发

展。晰教育部门可以出台相应政策，对从事双语教

学的教师给予政策性支持。

扩大双语师资来源、巩固师资培训和建立激励

机制。是加强师资建设的三种有效途径。不能将他

们放在孤立的位置上进行改革．而应把他们看作是

一个系统，任何一种途径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从

整体出发，正确处理好上述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才能建设出一支优良的师资队伍。

2．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改变教学理念

第一。因材施教，提高外语水平。学生在双语教

学中是处于主体地位的，他们过大的水平差异将会

严重影响双语教学的顺利进行。而高校中学生对外

语的掌握和运用程度是不同的，针对这种情况，高

校在进行双语教学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调

整。例如。可以按照学生对外语的掌握程度划分为

三个层次分为三个班来教学。掌握程度较好者编为

一个班；掌握程度中等的学生编成一个班；掌握程

度较低者编为一个班。对掌握程度较高的学生，进

行双语教学时应巩固、加强他们的外语应用能力和

专业知识。中等者应大力加强对其外语的教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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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语言应用能力。对外语掌握程度较差者可以专门

为其开设外语强化班。提高整体水平。经过一段时

间各自不同的有针对性的教学后，在学生对外语掌

握程度相差无几时。取消分层，重新编成～班进行

教学。这样学生在教师授课过程中基本上就可以适

应双语教学了。

第二，增加教学互动，体现学生主体地位。因为

双语教学使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相统一。高校在实

施双语教学时不能单纯采用教师教、学生学的方

法，应该要适应双语教学的特殊性，让师生互动起

来，从而更加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如在课堂教学

中教9币应多进行课堂提问。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见

解，在学生回答问题的同时提高语言的应用能力。

在课下，高校应尽量给学生提供对外交流的机会，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欣赏经典英文电影和经典英文

歌曲，提高他们听的能力，同时了解外国风俗。总

之，高校在进行双语教学时应想尽一切办法，提高

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第三。营造良好的双语学习环境及氛围。学生

主体地位的体现，不仅需要师生的共同努力，而且

还需要学校的大力支持。高校应从硬软环境两方面

人手．创造课堂上和课堂之外的使用两种语言的双

语环境，为双语教学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首先，高

校应有步骤地在校舍设计、内部装修、标牌悬挂．走

廊布置、寝室布置、班级布置等有利于双语教学的

环境建设方面做出努力。让学生在校园内时时处处

感受到外语。其次。高校教师在实施双语教学时应

多渠道、全方位地为学生创设课内课外外语语言条

件和环境。如在校园内开辟一片草地创设外语园

地，让学生在接触自然放松心情时提高语言的应用

能力。最后，双语教学本身就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

接触目标语的环境。但仅仅靠双语教学本身提供的

环境是不够的，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可能范围内应加

大力度，营造良好的双语环境和氛围，推动双语教

学更快地发展。

五、结论

以系统论的观点来分析双语教学现象是有颇

多有益启示的。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目前存在不少问

题，要想努力提高我国双语教学的水平，在具体策

略上要综合优化，这样才能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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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isting Problem of Bilingual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and its Solving Strategy
Wang Lihua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The reform of English teaching makes the study of bilingual teaching in our coungl'y become

a hot field．This article，011 the basis of the past studies and with the adoption of system theory．defines

the bilingual teaching and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bilingual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which consist of vague understanding，insufficient bilingual teachers，uneven levels of stu．

dents and low application of language．Then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strategi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including handling three pairs of relationships in bilingual teaching propedy，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ilingual teachers，setting up systems of encouragement，and making clear
students’principal

status．If thes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well，the bilingual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our

country will certainly be in progress lastingly and healthily．

Key words：bilingual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problems；strategies to solve problems

万方数据



大学阶段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作者： 汪利华， Wang Lihua

作者单位： 黄山学院,外语系,安徽,黄山,245041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卷(期)： 2010，12(4)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8条)

1.张素群 对我国大学双语教学的几点思考 2006(2)

2.孙建华 浅析影响当前双语教育的主要因素 2003(17)

3.董启梅 英语教学在"双语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2003(5)

4.周瓦 从多学科研究视角论双语教学的本质 2007(4)

5.王莉颖 双语教育的本质与目的探索 2002(6)

6.桂诗春 我的双语教育 2004(1)

7.倪振民 以"三个结合"促进双语教育发展 2003(4)

8.袁平华.俞理明 加拿大沉漫武双语教育与美国淹没武双语教育 2005(8)

 
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吴欣欣.燕小青.WU Xin-xin.YAN Xiao-qing 高校双语教学热的冷思考——基于M大学双语课程调查问

卷的分析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32(5)
    双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和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前高校教育改革的热点和重点.文章以M大学双语课程教学实践为研究点,通过问

卷调查、学生访谈等形式了解本校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从中探讨当前高校双语教学的合理定位并提出相应对策.

2.期刊论文 邓俊.DENG Jun 高校双语教学的效度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 -时代经贸（学术版）2008,6(1)
    双语教学作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一种教学改革的手段越来越受到各高校的重视.但作为新生的教育教学课题,高校双语教学不可避免地面临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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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从师资、学习者、教材、评价等方面探究并提出了规范高校双语教学的应对措施和促进双语教学良性发展的有效路径,以期提高高校双语教学的

实效.

3.期刊论文 汪杰锋.WANG Jie-feng 也谈高校双语教学的问题与出路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双语教学是指用非母语进行部分或全部非语言学科的教学.高校双语教学如何实施、规范和创新尚在探索之中.目前我国高校双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双语师资缺乏、教学模式陈旧以及有待重建的双语课程体系.要提高双语教学质量,达到专业计划所规定的人才培养规格和标准,必须根据我国高校课

程特点、师资状况以及教学方式等因素创新双语教学模式.

4.期刊论文 石彦.赵冰梅.余佩武.郭海涛.张超.刘刚.陈自强 高校双语教学中的师资问题 -西北医学教育

200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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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10.学位论文 谭志敏 理工科高校双语教学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2008
    随着中国成功加入WTO以及对外开放步伐的加速,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教育和人才国际化的趋势使得我国对专业+外语的复合型双

语人才的需求日益扩大。在高等学校,尤其是理工科院校开展双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中令人关注的课题之一,但双语教学是一项涉及

到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和教材建设、教学管理等多方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双语教学通过几年的实践,各校在实践过程中既取得了一些成绩

和经验,也面临着各类问题亟需解决。

    本文首先介绍了国内外双语教学研究状况,诠释了双语教学的若干基本问题,廓清了相关概念,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角度思考了双语教学的理

论基础,梳理了理工科高校双语教学的目的、属性和模式,并研究了国外双语教学的实践情况；然后通过文献研究和个案调研,剖析了我国理工科高校双语

教学的现状,归纳出理工科高校双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理工科高校双语教学的原则,并针对提出的问题逐一探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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