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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围绕军队院校学历教育合训的培 养目标, 针对 大学新 生的心 理特点以 及高等 数学课 程特
点, 提出了一种切实可行的 / 1+ 10 双语教学新模式, 即同时配发中、英文教材, 第一学期对一元函数微积分内
容使用中文教材实行中文教学, 参考英文教材; 第二学期对多元函数微积分等内容 使用英文教材实 施双语教 学,
参考中文教材。同时, 对实践中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好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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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Pattern and Practice of the Bilingual Calculus Teaching
for the Integrated Training Brigade
HUANG Jian- hua, LI Jian-ping, ZHU Jian-min, FENG Liang- gui
( College of Science, N 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pattern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bilingual calculus teaching for the Integrated Training Brigade ( ITB) , based on the training goal of ITB,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eshmen and the Calculus
characteristics. A new practical bilingual teaching pattern called as 1+ 1 pattern is presented. In the fall semester, both the Chi
nese textbook and the English textbook are offered to the students, and the one- variable calculus is taught by Chinese pattern,
meanwhile the English textbook is referred to. The multiple- variable calculus is taught by bilingual pattern in the spring semester. Some advice and practical ways are also presented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arising in the process of bilingual teac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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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8 月, 教育部在 5 关于 加强高等 学校本 科教学
工作 提高 教学质 量的 若干意 见6 ( 教高 [ 2001] 4 号 ) 中,

技术 迅猛发展与国防现代 化建 设需 要的高 素质 的新型 军事
人才, 提高人才 的国际 竞争 力, 2004 年我 校在 工科本 科生

提出本科教育要创造条 件使用 英语 等外语 进行 公共 课和专
业课的教 学。此后, 高 等院 校积 极推动 双语 教学, 并 在师

中开展大学 物理 双语 教学, 这在 军内 尚属 首次 [ 2] 。为 了在
工科本科低年级 开展 数学基 础课 双语 教学, 学 校一方 面进

资队伍建设、双语 教学 模式研 究与 教材建 设方 面积 累了宝
贵的经验[ 1] 。2005 年, 教育部 下发 5 关于进 一步 加强 高等

行师资准 备, 派遣 教师出 国培 训及 访问, 另一 方面 , 通过
立项开展大学数 学基 础课双 语教 学模 式研究。 在总结 高校

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6 ( 教高 [ 2005] 1 号) , 明确
提出要提高 双语教学 课程 的质量, 继续扩 大双 语教 学课程

双语教学的经验 教训 基础上, 形成 了自己 的教 学模式 并付
诸实 践。

的数量。2004 年制定的 5 普通 高等 学校本 科教 学工 作水平
评估方案 ( 试行)6 ( 教高 [ 2004] 21 号) 也将 双语 教学作
为本科教学 评估的重 要评 价指标。 我校有 开展 双语 教学的
优良传统。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遵照 / 教育要面向世

一、高等数学课程特点及开展双语教学
所面临的困难

界、面向未 来、面向 现代化0 的指 示, 我校 在本 科高 年级
一些专业课 程中 开 展英 语教 学, 如 数学 专 业的 初 等数 论、

/ 学历教育 合训0 是我军 新型 军事 指挥 人才 培养 的一
种新 模式, 高 等数学 是其 核心基 础课 程。通过 本课程 的学

计算方法。随着教学 改革 的逐 步深入, 为 了培 养适 应科学

习, 学员将系 统掌握 高等 数学的 基础 知识、基 本理论 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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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运算技能, 为学 习后 续课程 和进 一步获 得数 学知 识奠定
必要的数学 基础。在 传授 知识 的过程 中, 逐步 培养 学员的

大学生的角色转 变的 关键时 期, 学 员需要 充足 的时间 进行
适应大 学学 习、生 活等 多 方面 的心 理 转变。 按照 / 1+ 10

抽象思维 能力、逻 辑推 理能力、 空间想 象能 力、实验 观察
能力以及综 合运 用所 学知识 理解、表 达、分析 和解 决问题

双语教学 模 式, 它可 以 让学 员 克服 不必 要 的担 心和 恐 惧,
早做 心理准备。

的能力, 同 时, 使学员 体验 数学 文化的 熏陶, 培 养学 员具

其次, 高等数学 第一 学期 的主要 内容 是一元 函数 微积

有数学地理性思考的思维品质 [ 3] 。
在低年级开 展公 共基 础课双 语教 学, 是适 应时代 发展

分, 它是第二学期 学习的 多元 函数 微积分 等教 学内容 的重
要基础。多元微积 分的概 念与 方法 与一元 函数 微积分 有着

与全球化趋 势以及教 育改 革深化 的必 然要求 。高等 数学的
主要内容是 微积 分, 它是 许多 学科的 基础, 对 其进 行双语

密切的联系。通常 采用类 比的 思想 方法将 一元 函数微 积分
的概念推广到多 元函 数上来, 而用 降维的 思想 方法将 多元

教学有利于学员尽早 接 触国 外先 进的 教育 理念, 提 高 / 用
数学0 的能 力, 同 时, 也 有益 于 其它 课 程开 展 双 语教 学。

函数微积分的计 算转 化为一 元函 数微 积分的 计算。正 是高
等数 学课程的这 一特 点, 采用 / 1+ 10 新模 式可 以确 保双

欧美微积分优秀教材特别强调数学知识 的正确性、易 懂性、
有效性和应 用性, 经 常采 用实 例化案 例教 学, 拓宽 数学知

语教学 的效 果, 真 正实 现 双语 教学 的 目 的。在 第一 学 期,
采用中文教学, 可 以确保 每一 个学 员努力 打好 一元函 数微

识的 广 度 及应 用 范围。 象 James Stewart 的 / Calculus: Early

积分 基础, 实 现向多元函数微积分学习 的顺利过渡。 同时,
我们使用的中文 教材 附有数 学词 汇中 英文对 照, 在教 师指

Transcendentals ( 5th ed)0 以及 / Thomas. Calculus ( 10th ed) 0
在这些方面 做得非常 出色。它 们保 持了美 国教 材简 单易学
[ 4]

的基本风格, 特别 强调 数学概 念的 来龙去 脉和 数学 思想的
展示, 总是 通过 简 单易 明的 例 子启 发式 地 引入 数 学概 念,

导下 , 学员有 能力自 觉阅 读英文 教材, 这 既克 服了学 员对
将要实施的双语 教学 陌生所 带来 的心 理负担, 又培养 了学
员的学习兴趣, 为 第二学 期顺 利实 施双语 教学 打下了 良好

并结合能引 起学生兴 趣的 实际问 题来 加深理 解, 这 些应用
例子涉及自 然科 学、管理 科学、社 会科学 及工 程技 术等各

的基 础。第二 学期实施的双语教学, 大课主 要用英语 授课,
学员作业 与考试 全部 用英 文作答。 课后答 疑, 习题 课、作

个领域。它们还引入 了数 学实 验和计 算机 探究, 更 多地强
调了利用实 际数 据的 建模和 应用, 更 好地 实现了 图形、数

业讲评用中 文讲 解、英文 板书。这 既能达 到双 语教学 的目
的, 大大提高了学 员接触 专业 英语 的机会 与应 用英语 的能

值、分析的方法与技 巧三 者之 间的平 衡。这对 培养 学生全
面综合思维 品质 具有 特别重 要的 意义。同 时, 它们 充分利

力, 又能让英语基 础较差 的学 员有 机会学 懂高 等数学 教学
内容 , 不影响 他们的学习效果。

用了现代教 育技 术的 进步, 提 供了大 量的、精 美的 可视化
数学素材和 Web 辅助 数学资 源, 扩大了 数学内 容的 历史注
记和数学家 传记, 真 正实 现了 优质教 学资 源的共 享。在双

三、在实践中进一步建设完善
由于主讲教员在美国奥本大学访 问期间 有英文 授课的

语教学中使用这些优秀 教材确 实能 达到素 质教 育与 创新能
力培养的目的。

教学经历, 在第二 学期实 施的 双语 教学受 到了 学员的 普遍

但是, 在大学生刚入 校就 选择非 常重 要的 高等数 学课
程开展双语 教学存在 许多 现实的 困难, 受 到学 员和 教师的

欢迎与好评, 学员 尤其感 到自 己的 英语阅 读能 力得到 了很
大提 高, 英语 听力与 写作 能力得 到了 很好的 锻炼。但 在教

普遍担忧。各地教育 水平 差异 很大, 来自 全国 各地 的高中
生刚进入大 学时, 英 语水 平参 差不齐, 尤 其是 口语 与听力

学实际中, 我 们也 发现了 一些 问题。本 着 / 边 实践, 边建
设, 边完善0 的方针, 我们在 实践 中解决 好问 题, 积 累了

水平差 异更 大。高 等 数学 不仅 课 程重 要, 而 且 知 识点 多,
内容理解难 度较 大, 使用 双语 教学, 还将 出现 大量 的专业

一些 宝贵的经验。例如:
1、中英文教材的衔接问题。由于第一 学期使用 我们自

词汇, 学员和教师都 会担 心学 员跟不 上课 程进度, 听不懂

编的 中 文 教 材 [ 3] , 第 二 学 期 使 用 James Stewart 的 英 文 教

课程内容, 这容易挫 伤学 员学 习积极 性, 严重 影响 学习效
果。教师甚至担 心出 现 / 数学 没学 会, 英语 变更糟0 的后

材 [ 4] , 在教学内容 上存 在衔接 问 题。但是, 现行 高等 数学
教材都 按模 块化 编 写, 因 此, 仍 能按 照 统一 的 课程 标 准,

果。所以, 很多高 校对 在低年 级的 高等数 学这 类重 要公共
基础课程中 推行双语 教学 持审慎 态度。我 们在 广泛 调研和

通过 适当调整教学顺序很好解决这一问题。
2、学员学习 效果问题。为了确保学 员学习效 果, 我们

反复论证的 前提下, 根 据大学 新生 心理特 点及 高等 数学课
程特点, 汲取其它课 程双 语教 学的经 验教 训, 提出 了高等

经常开展 动 态跟 踪, 了 解学 员 学习 情况 及 所遇 到的 困 难。
我们 了解到, 大多数 学员 能适应 这种 双语教 学模 式, 但个

数学双语教学 / 1+ 10 新模式。

别学员仍 然存在 困难。针 对这 一情 况, 一方面 , 我们 派英
语基础好的有博 士学 历的年 轻教 员做 辅导教 员, 加强 课外

二、新的 / 1+ 10 教学模式设计

辅导与作 业批改 。另一方 面, 努力 减轻 学员负 担, 提 高学
员学习的 效 率。我们 将 作业 分 为书 面作 业 与非 书面 作 业。

所谓 / 1+ 10 新模式是 指: 开课 时, 同时配 发中、英
文教材。第一学期 对一 元函数 微积 分内容 使用 中文 教材实

书面作业布置 适度, 既 要求学员数学推导与 演算的正 确性,
又要求英语写作 的规 范性。非 书面 作业包 括阅 读英文 教材

行中文教学, 参考英 文教 材; 第二 学期对 多元 函数 微积分

的内容与习题演 算, 以提 高学 员的 专业英 语阅 读能力 与知

等内容使用 英文 教材 实施双 语教 学, 参考 中文教 材。这样
做的好处是明显的。

识巩固性训 练水 平。如果 书面作 业过 多, 反而 影响学 员完
成作 业甚至学习数学的效果。

首先, 学员刚入大学 校门 的第一 学期 是其 从中学 生向

3、考试评价 问题。为 了确保教学质 量, 我校高 等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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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高标准 的考教分 离制 度。对学 员学习 情况 采用 传统的
期末考试为 主、适当 参考 平时 作业的 评价 方式。但 双语教

2008 年第 2 期 ( 总第 148 期)

数学符号 的 英文 读法 汇 总挂 在课 程 网站 上, 供 学员 学 习。
除此 之外, 我 们建议增加学时, 以提高双语教学的效果。

学应关注更 多方面。除 考查学 员对 高等数 学知 识的 掌握情
况外, 还要 考查学 员的 英语应 用能 力。因此, 要 改变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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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效率、改 善教学 效果, 另 一方 面, 将常 用数学 表达 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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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军队综合大学 应组 织开 发教学、训 练所 需要 的模拟

加强应用性和实 践性 教学环 节, 注 重运用 多媒 体和网 络教
学、直观演示 教学, 提 高教 学实效。 三是采 取滚 动式 大反

训练系统, 建设 以 网络 和多 媒 体为 主的 信 息化 基 础设 施,
有关部门也应给综合大 学配备 必要 的机械 化和 信息 化的武

馈的教学评价方 法, 即对 学员 技能 课程学 习结 束后的 成绩
反馈 评价与任职教育阶段 情况 反馈 评价以 及任 职情况 反馈

器装备。
第三, 要由上 到下 规范 教学大 纲和 教材 内容。军 队综

评价相结 合的方 法, 不断 发现 问题、解 决问题 , 保证 技能
教学 的健康发展。

合大学的培 训任务怎 样分 工, 根据 学员的 专业 方向 怎样设
置基本技能 课程, 与 军兵 种专 业培训 院校 怎样衔 接,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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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编写等 具体 问题, 必 须从 上到下 逐级 明确, 以 使新型
军事指挥人才的培养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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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能课 程体 系内容, 构建完 善、合理 的评 价标 准, 要以
学员能否灵 活运用技 能为 评价重 点, 要体 现应 用性 和实践
性这两个最 基本 的重 要因素。 二是要 实施 创新教 育,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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