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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高校实施双语教学是教育部 / 十五0 建 设规划推 进的主 要目标 之一, 其指 导思想 是以双 语教
学促进学科课程在教学理念、内容和方法上的更新和改 革, 推动高 校学生 英语应 用能力 的培养 和提高。本 文试
图探究 5 计算机网络6 专业课程双语教学的新模式, 并 结合自己 的教学 体会, 探 讨双语教 学在高 等院校 的 5 计
算机网络6 专业课程中运用的可行性以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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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Bilingual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PENG Wen- juan
( Electronic Department, H uizhou College, Huizhou 516007,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our country. s Ministry of Education, bilingual teaching facilitates renovation and reformation of
subject courses in teaching concepts, contents and method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a new teaching model for bilingual
teaching in specialized course of computer networks. Based on her own teaching practice, the author discusses its feasibility and it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student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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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速度。而 对于这 门专 业性很 强的 交叉学 科, 直接 引进
国外原版教材英 文教 学对学 生来 说难 度偏大, 影响教 学效
果。结果计算机网 络新技 术只 掌握 在少数 专业 技术人 员和

一、引言
5 计算机 网络6 是一门 具有 特殊 性的 课 程。它是 计算
机技术和通 信技术密 切结 合而形 成的 一门交 叉学 科, 所以

研究人员手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5 计算机网络6 课程的
教学如果依 旧使 用旧教 材, 重复 一些 过时的 内容, 实 验设

综合了两个 学科 的 理论 和技 术, 形 成了 一 个新 兴 的课 程。
目前我国 5 计算机 网 络6 是 计 算 机及 相 关专 业 的 专科 生、

备不 定时更新, 那么这门课程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怎样合理 、全面并 系统地讲授计算机网 络的最新 知识?

本科生和研 究生都要 开设 的一门 专业 选修课 程。本 课程的
教学目标是 使学生理 解计 算机网 络的 基本原 理和 应用, 并

如何在该课 程的 讲授时, 既分析 经典 的网络 理论, 也 关注
国际上网 络 技术 的新 发 展, 既 介绍 网络 实 现的 关键 技 术,

能够运用 所学 知识建 设、配置、 管理和 维护 网络, 以 及培
养学生在网络上获取、加工、发布信息的能力。

又拓宽学生 视野, 使 学生 及时掌 握世 界最新 动态 呢? 笔者
认为 利用双语进行该专业 课的 教学 不失为 一条 易收成 效之

计算机网络 是当 今发 展最为 迅速 的技术 之一。随 着信
息产业的快速发展, 计算 机几乎保 持 CPU 处理 速度 不断翻

途径 。本文拟 结合自 己的 教学体 会, 探讨 双语 教学在 非重
点院 校的 5计 算机网络6 专业 课程 中运用 的可 行性以 及所

番的更新 速度, 网 络技 术也随 着新 技术、新 概念、新 应用
不断涌现而 日新 月异。随 着技 术的不 断更 新, 新产 品和新

产生 的积极影响。

市场的开拓 也在蓬勃 发展, 掌 握了 新技术 的人 才也 成为人
才市场的抢手货。为此, 5 计算机网 络6 课程必 须不断修订
教学大纲和 充实新的 教学 内容。但 是国内 目前 面临 的现状
是 5计算机 网络6 中文 相关教 材和 书籍永 远追 不上 技术的

X

二、关于双语教学
作为一种教学形式, 双语教 学考虑 到了我国 社会、经
济发展对人才培养的 需求。 在教 育理 论上 西方 有学 者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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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key, 1970; Baker, 1996) 把它和 双语 教育 ( bilingual education) 联系在一起。这 里首 先 要 区分 这 两个 不 同 的概 念:

前提 下, 增加 知识点 的最 新发展 技术 的英文 材料, 提 供一
些有关学术英语 和专 业英语 的素 材。一方 面提 高学生 在本

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 双语教育0 可 以划分为 广义的双语
教育和狭义 的双 语教 育。广义 的双语 教育 指的是, 学校中

专业知识 领域里 利用 英文 进行听、 说、阅读的 能力 , 另一
方面 最重要的是了解当前 计算 机网 络技术 的最 新情况 和未

使用两种语 言的 教育。狭 义的 双语教 育指 的是, 学 校中使

来发展方向。例如 本课程 的教 学内 容中只 简单 介绍目 前已

用第二语言 或外语传 授学 科内容 的教 育。即双 语教 育指的
是用两种语 言为教学 媒介 语, 从而 使学生 通过 授课 语言的

经基本淘汰的帧 中继 技术等 教材 中的 章节, 增 加了由 国际
电信与电子标 准化组织 ITU 以 及 IETF 等发布 的新技 术白皮

运用来达到 掌握 两种 语言的 最终 目标。比 较而言, 我国目
前开展的双语教学 基本 符合 狭义的 双语 教育的 界定 ) ) ) 学

书和 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 IEEE 的学术会议 报告与论
文等英文资料。这 样既可 以拓 展书 本中延 伸出 来的目 前国

校中全部或 部分地采 用外 语 ( 英 语) 传授 非语 言学 科的教
学。它要求 用 英语 进 行知 识的 讲 解, 但 不绝 对 排 除汉 语,

际上最前沿和流 行的 计算机 网络 新技 术, 又可 为学生 以后
学习、工作, 或 进行国 际学 术交流 打下 基础。让 学生 掌握

避免由于语 言滞后造 成学 生的思 维障 碍; 教师 利用 非语言
行为, 直观、形 象地提 示和 帮助 学生理 解教 学内 容, 以降

课程的专业知识 是开 展专业 课程 双语 教学的 基本 目标。因
此, 在本课程双语教学 实施的开始就让学生 了解课程 大纲,

低学生在英 语理解上 的难 度。双语 教学强 调的 是在 非语言

所用 的教材, 课堂英 语的 含量等 信息, 向 学生 讲明该 课程

类学科中用 外语进行 教学, 通 过非 语言类 学科 知识 的学习
来更好地掌 握外语, 实 际上是 借助 外语对 本专 业的 课程学

的学习重点在于 计算 机网络 知识 的学 习, 以避 免学生 在学
习过 程中陷入英语学习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专业知识。

习更深一步。而应该 明确 的一 点是, 专业 课程 双语 教学不
是外语教学, 外语教学指在学生的教学大 纲中设置外 语课,

下面以 / 网络接 入技 术0 一节 为例: 课 程教 材选 用的
是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出 版社 出版沈 金龙 主编的 5 计算 机通

以学习外语 知识和听 说读 写技能 为目 标。而双 语教 学是学
科教学, 是以讲授内容为主线 ( content- based) 的教学, 指

信网6 。在讲授 / 第九 章 网络 接 入技 术0 时 , 首先 介 绍接
入网的基本概念, 详细讲 解当 前应 用最广 泛的 因特网 铜缆

对教学大纲 的课程分 别或 交替使 用两 种语言 授课, 重点是
学习专业知识而非外语。

接入 方式 ) ) ) 电话拨号接入、ADSL 等等, 再 来介绍 新兴起
的无 线接入技术和目前仍 在实 验室 研究阶 段的 光纤接 入技

为了满足新世纪对人才培养 的要求, 提 高学生 实用性
英语的使用 能力, 我 国许 多大 学, 尤其是 重点 大学 都在积

术。课堂上首先重点讲 授教材中铜缆接入网的以 ADSL 技术
为代表 xDSL 接入等内容, 并结合上述 内容做相关 的接入和

极开展 双语 教 学。复 旦 大学 的 双语 课 程 到 2004 年 已 达到
200 门, 其中管理 学院就 有 48 门 课程是 用英 语开 设的。浙

网络配置实 验, 完全 掌握 目前的 网络 接入技 术。然后 提供
给学 生们 WLAN 协议白皮书 ( IEEE 组织 发布) 和蓝牙 协议

江大学 2005 年 开出 164 门 使用 外文 原 版教 材的 双 语课 程。

白皮书 ( 蓝牙 SIG 组 织发 布) 等 英文 资料, 先在 课堂 上用

上海交通大 学和 美国 密歇根 大学 合作办 班, 对物 理、高等
数学等基础课进行 双语 教学, 上 海理工 大学 和英 国 9 所大

英文 电子课件将资料中的 主要 内容 和纲要 通过 中英文 结合
讲解: 各协议 适用 范 围、带 宽、 优缺 点 以 及 技术 要 点 等。

学联合办学 院, 这种 模式 被越 来越多 学校 引进, 都 收到了
良好的教学效果。上海交通大 学于 2000 年 设立了 / 国外先

课后 布置 2- 3 人一小组, 通过提 供的资料 和网上收 集资料
探讨上述哪种无 线网 络协议 最有 前景 并说明 理由。学 生的

进课 程 与 教材 的 引 进 与应 用0 的 双 语课 程 建 设 项 目, 至
2003 年末开设出 50 余门双语课程, 并 形成一支双 语师资队

报告虽然鼓 励使 用英文 进行 回答, 但 也可以 采用 中文, 提
出灵 活性的要求以避免对 初次 涉足 双语教 学的 学生造 成过

伍。他们的经验和研 究结 果表 明, 高校阶 段的 双语 教学具
有特殊的外 语习得意 义和 与学科 学习 的互补 性。对 于高校

大的心理压力。在 下一个 课时 抽出 半小时 将选 择不同 类别
网络协议的 同学 分组, 用 写好的 报告 作论据 进行 辩论。这

学生所处的特殊生理和 心理 阶段 ( 具有探 索性 的认 知欲望

个方法既可以让 学生 在课下 积极 地、有目 标地 查看英 文资

特征) , 基于学科内容的双语学习可以 提供常规 方法不能提
供的持续性 的有效虚 拟语 境; 探索 性心理 特征 的满 足有利

料进行辩论 准备, 也 可以 巩固课 上讲 授的新 技术, 以 免部
分学 生因英文底子薄弱听不懂而厌学。

于驱动学习 动机, 而课 程学习 在语 言方面 的额 外收 获则可
以加强学科学习的兴趣。

以内容为出发点, 以内容 为课 程的组 织原 则, 传 递及
获得 世界科技最新信息是 理工 类双 语教学 与学 习的重 要目

三、5计算机网络6 专业课程双语教学的
实践

的。信息的新 颖和有 用性 有利于 增加 学生的 学习 兴趣, 充
分考 虑学生需要所开设的 课程 必然 会调动 学生 学习的 积极

5计算 机网络6 是专 业性 很强 的一 门课 程, 涉及 的专

性, 提高学习 的效 率。通过 一学期 的教 学过程 , 我们 可以
发现用双语进行 教学 对学生 产生 了多 方面的 积极 影响。学

业知识包括 计算机专 业和 通信专 业, 即使 用纯 中文 讲授课
程学生也不 是能马上 熟练 掌握的。 为了让 学生 更好 地掌握

生对 于自己加入英语资料 的阅 读和 讨论的 感觉 大多数 由开
始的较难到 后来 的较易, 由开始 的不 习惯和 羞于 开口, 到

课程的专业 知识, 笔者 没有选 用以 上三种 授课 方式 的任何
一种, 而采用使用 中文 教材讲 授计 算机网 络基 本理 论和知

期末 复习阶段已经普遍能 双语 应答 和主动 上网 搜寻相 关最
新的计算机网络 专业 资料, 考 试的 结果分 析也 反映出 学生

识的同时, 结合国 外专 业杂志 和国 际组织 发布 的新 技术标

的接受度良 好。学生 对这 种采用 双语、拓 展到 课本外 知识

准白皮书的 英文 资料 讲解, 中 文和英 文板 书结合, 双语讲
解的方式授课。课程主轴选 用国 内最 新出 版的 5 计算 机网

的教学方式 感到 新鲜, 也 对课程 内容 与时俱 进、充满 实用
性感 到满意。而且还 培养 和促进 了学 生的自 主学 习性, 对

络6 课程高校中文教 材, 在保 证学 生掌 握基 本理 论知 识的

学生 未来的专业深造和学术的国际化发展具 有潜在的 益处。

彭文娟: 高校 5计算机网络6 课程双语教学的探究
除此之外, 笔者作为 教师, 备 课时 必须时 常翻 阅最 新的外
文资料, 自身专业知识与此同时得到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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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教学过程中引入研究性学习的方法

生有机会直接接 受具 有国际 化先 进水 平的科 学教 育, 有利
于学生 吸收 世界 先 进的 科技 、文化 知 识, 提 高 科学 素 质,

学生自愿 组 成 若 干 研 究 小 组, 选 择 某 个 与 物 理 相 关
( 物理题目、物理学史、近代物理前沿课 题、物理原 理在工

成为现代化 新型 人才。我 们的实 践结 果表明, 大学物 理双
语教学能够加深 学生 对物理 内容 的理 解, 提高 学生的 英语

程技术中的 应用) 的 题目, 通 过查 阅文 献资 料用 英文 写出
一份小论文 或者 研 究报 告, 以 此作 为课 程 成绩 的 一部 分。

阅读理解能力 , 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媒体 课件制作 能力,
开发创新思维的 研究 能力。双 语教 学在我 国当 前教育 教学

如果有时间, 还可 以组 织各研 究小 组在课 堂上 用多 媒体作
简短的演讲。

改革中还是一个 全新 领域, 仍 需要 我们在 实践 中对它 进行
科学、理性的 定位, 制 定合 理的总 体规 则和相 应措 施, 使

( 五) 课堂教学之外创造课外学习交流的平台
我们建立了 一个 双语 大学物 理教 学的网 站。教师 可以

我们的教育 改革 目标更 加清 晰、明确。大 学物 理双语 教学
课程 的建设和教学实践仍 然是 一个 不断深 入的 研究和 开发

提供一些 英语 资料如 文章、视 频、录音、 习题或 者相 关的
英语网站地址等供学生课后浏览。而学生 也可以登陆 网站,
在聊天室或者在公告栏上提一些建议和想法。

过程 , 我们将 继续努力, 争取有所突破, 有所创新。

实践证明, 大学物理 双语 课程普 遍提 高了 学生的 英语
表达能力, 阅读英文 物理 教材 和英文 科技 文章的 能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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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合作 精神和研 究能 力、查阅 资料和 英语 写作 能力的
培养起到了 较大的帮 助。该课 程的 教学锻 炼了 学生 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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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束语
双语教学为学生搭建了一个 国际化 的教育 平台, 使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