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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双语教学查房在血管外科临床
教学中的可行性分析
吴洲鹏，赵纪春，曾国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管外科（成都 610041）

【摘要】 目的 探索中英双语教学查房在血管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可行性，分析其中的问题和前景。 方法 选
取 2015～2016 年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管外科见习、实习的五年制、八年制学生和参加轮转培训的住院医生共
90 人为研究对象，开展双语教学查房，并按见习、实习和住院医生分 3 组进行问卷调查。任课教师也对他们的教
学过程进行自我评价打分。 结果 3 组人员均能够接受双语教学查房的教学形式，并愿意参与其中，但他们所能
认可的英语水平和能够接受预习的时间不同。3 组人员英语四级水平无统计学差异，而英语六级水平有统计学差
异；在预习时间、复习时间上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接受程度、价值度、推广度上无统计学差异（P>0.1）。不
同授课教师在同一对象的自我评价上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在血管外科临床教学工作中开展双语教学
查房具有可行性，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当根据不同人群的英语水平进行协调，同时对任课教师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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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easibility, possible problems and application of bilingual teaching rounds
in vascular surgery teaching. Methods Ninety participants included internship, interns and residents of standardized
training from 2015 to 2016 in vascular department of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were included. The
questionnaire named the feasibility of bilingual rounds in surgery teaching was done and analyzed in all of these students.
The results of the evaluation score from different teachers on their teaching process were also analyzed. Results Three
groups could accept bilingual teaching rounds of this teaching form, and all of them were willing to be involved in, but
their English levels and acceptance participate times were different. The CET4 levels of three groups did not have any
difference; however, the CET6 level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reparation times
and the review times (all P values <0.05), and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in acceptance, value and promote degree (all P
values >0.1). In different teaching teachers' self assessment on the same objective,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ll P
values <0.05). Conclusion Bilingual rounds in surgery teaching have certain feasibility. Different adjustments are needed
according to the English level and the grade, and higher request of the teacher is necessary.
【Key words】 Bilingual teaching rounds; Vascular surgery; Fea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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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较多院校开展了双语教学，其主要目

力 。血管外科教学查房作为血管外科临床教学实

的是通过中英双语教学，促进师生形成新的思维理

践中的一种常用方法，对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

念，加快吸收国内外先进的知识理论，提高师生专

合的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外科教学查

业素养及学习能力，提高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竞争

房中开展双语教学的可行性、可接受性及对不同教

[2]

学对象开展双语教学是否存在差异等问题尚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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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本研究旨在了解临床医学生在血管外科见习、
实习和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阶段实施双语教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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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可行性，为在我院外科中全面推广双语教学提
供实践依据。

0.683，P=0.25），见表 1。3 组人员 CET4 通过率 100%，
CET6 通过率均在 75% 以上，英语水平在组间存在

1 对象与方法

统计学差异（t=2.042，P=0.023），结果见表 2。
A 组较 B、C 组在教学查房前花费了更多的预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5～2016 年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管
外科见习、实习的五年制、八年制学生以及在血管
外科参加轮转的外科规范化培训住院医生共计 90
人为研究对象，分为见习、实习和住院医生 3 组
（A、B、C 组），每组 30 人。所有研究对象第二语言
均为英语，且均已通过大学公共英语四级考试
（CET4，通过标准为 425 分）。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结合社会医学教研
[1]
室及国外文献 ，设计《中英双语教学查房在外科
教学中的可行性分析调查表》，由社会医学教研室
信度及效度分析检验合格（信度值 0.92，效度 KMO
值 0.73）。问卷基础内容为参与人员的基本资料和
对外科双语教学查房所持的态度，即是否接受这种
教学形式及参与这种教学的兴趣。如果答案为
“是”，则进行进一步调查，主要包括：① 能够接
受的中英文比例：以英文占比划分为 40%～45%，
45%～50%，50%～55%，55%～60%，60%～65%，
65%～70%，70%～75%；② 配合此次查房所花费的
预习时间，单位以小时计算；③ 接受程度、是否觉
得有价值及是否可以推广（各 1～5 分，可到小数点
后 2 位，分值越高越有正向意义）；④ 查房后复习
和吸收教学内容所花费的时间，单位以小时计算；
⑤ 3 位在四川师范大学接受过英语教学技能培训
并考核合格的授课教师，职称分别为主任医师、副
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在双语教学查房过程后进行
自我评价（1～5 分，可到小数点后 2 位，分值越高
越有正向意义）。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用均数±标准差或中位数表示；计数资料用数
量和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用符合正态
分布的方差分析，如果不符合正态分布，则行秩和
2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 检验或 Fisher 确切
概率法，双侧 P<0.05 时定义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习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18，P=0.036）。
3 组研究对象在教学查房的接受程度、价值认可度
和值得推广度上均有较高的分值水平，且各组间无
统计学差异（t=0.723，P=0.48），见表 3。在能够接
受英文比例方面，B 组人员能够接受更多的英文比
例（t=2.623，P=0.013），见表 4。不同授课教师在双
语教学查房过程后进行自我评价，不同职称授课教
师的自我评价有统计学差异（t=2.458，P=0.012），
见表 5。

3 讨论
3.1 双语教学查房在血管外科临床教学中具有可
行性
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学的过程中采用两种语言
[3]
模式进行教学的状态 ，在我国最常见的双语教学
是中文和英文。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往往采用以下
[4, 5]
三种教学方式 ：① 完全性英语教学，临床教学
过程中一般不含有中文成分，主要针对以英语为母
语的留学生；② 渐进性双语教学，是指在临床教
学过程中，从中文到英语，比例逐渐增多，直到最
后采用全英语教学，主要针对八年制学生；③ 共
存性双语教学，是指在临床教学的过程中，两种语
言均有，不会完全废除中文教学，在我院见习、实
习及住院医生中采用较多。他们在诊断学、内科
学、外科学上具有专业基础知识，且英语水平均较
好，在内科及妇产科领域已经开展的双语教学查房
[6-9]
中，得出的结果均可行性较高 。外科是一门实践
性、理论性及技能性均较强的学科，且部分内容抽
象枯燥，在外科的教学查房中开展双语教学，增加
了教学难度，但是结合研究对象对此教学方法的接
表 1 纳入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组别

人数

年龄（岁）

A
B
C

30
30
30

20.10±0.43
21.50±0.70
24.67±1.35

表 2 纳入研究对象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通过情况（%）

2 结果
共发放调查问卷 90 份，回收有效问卷 90 份，
问卷回收率 100%。所有研究对象平均年龄 19.67～
26.02 岁，3 组间在年龄方面无明显统计学差异（t=

组别

四级

六级

A
B
C

100
100
100

75.0
85.2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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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组预习时间、接受程度、价值认可度、值得推广度和复习时间比较

组别

预习时间（h）

接受程度（分）

价值认可度（分）

值得推广度（分）

复习时间（h）

A
B
C

0.85±0.23
0.74±0.26
0.63±0.27

4.03±0.84
4.26±0.72
4.17±0.82

4.25±0.65
4.22±0.68
4.13±0.78

4.13±0.76
4.03±0.63
4.18±0.71

0.92±0.26
0.86±0.18
0.75±0.22

表 4 三组对双语查房中英语比例的要求（人）
组别

40%～45%

45%～50%

50%～55%

55%～60%

60%～65%

65%～70%

70%～75%

A
B
C

2
3
2

11
4
2

4
5
3

4
2
5

3
2
8

3
5
6

3
9
4

表 5 不同授课教师在教学过程后自我评价分值（分）
组别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

A
B
C

4.27±0.65
4.23±0.38
4.26±0.44

4.24±0.37
4.16±0.28
4.19±0.43

3.09±0.27
3.02±0.36
3.17±0.22

英文比例要求较低，而 C 组由于临床任务较 B 组
重，所以要求的比例也较低。按照高等教育学的理
[10]
念，教育的对象是学生 ，作为一名外科教师，其终
极目标都是使学生在外科双语教学查房中获得收
益，取得明显的进步，而教育对象由于英语水平不

受度、价值认可度及值得推广度等结果来看，双语

同，临床实践的占用时间不同，临床经验及专业知
识的水平不同，导致预习的时间、对中英文教学查

教学查房作为外科教学查房的一种全新体验，具有
一定的可行性。本研究也发现，虽然研究对象大多

房中比例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针对见习、实
习和住院医生的教学内容及所准备的材料也应该

数通过了英语四、六级考试，但仍然存在交流能力
欠缺、专业词汇匮乏等问题，很多学生在对具体病

有所不同。要提高双语教学的教学效果，必须因材
施教，在编写高质量双语教学资料的同时，还必须

历进行剖析的过程中，表现出束手无策。
3.2 双语教学查房需要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

选用合适高效的教学方式方法，注重以问题为基
础，以学生为中心，以小组为单位的自我导向式学

在外科教学查房中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增加了
学习难度。如何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在完成繁重

习，提高和调动了学生亲自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
3.3 双语教学查房提高了对教师要求

的教学任务的同时，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是外科
教师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本次研究反映出：

教师自身的素质及双语掌握能力是外科双语
[11]
教学查房中的重要条件 。本次研究明显反映出不

① 三组研究对象在学习经历上的不同造成了英语
水平的不同，这也是后续对待双语教学预习时间及

同年资的教师对于同样的教学工作自我评价是不
一样的，年资较低的教师在这种新的教学形式下，

复习时间有所差异的原因之一；② 三组研究对象
在血管外科双语教学查房的认可度和值得推广度

自我评价较低，反映出对这种方式的不熟悉及能力
的欠缺，所以更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培训。同时作为

上均有较高的分值水平，说明这种教学方式在理念
上得到了不同层次学生的认可；③ 三组研究对象

教学医院，也应该培养及强化教师的英语水平，鼓
励他们参加各类英语培训及学术交流，尤其是针对

在预习和复习时间上有差异的原因，除了 C 组人员
英语水平较 A、B 组高，使得其预习及复习时间较

年轻教师更应该重视这方面的培养 。
3.4 双语教学查房需要重视预习

少以外，还可能与其临床实践占用时间有关，B、C
组研究对象临床实践任务较重，较 A 组对象业余时

本次研究发现不同的研究对象，提前预习时间
有所不同，住院医生较见习、实习医生的预习时间

间更少，所以预习、复习时间更少。再者，不同层
次的对象由于临床认识不同，对双语教学的效果掌

明显偏少，这可能与繁重的临床工作及临床经验，
专业知识的增加有关。但是，由于是双语教学，增

握程度不同，也可能导致预习、复习时间不同；④ 不
同层次的研究对象对待双语查房中中英文比例也

加了课程的难度，在查房前增加预习时间对教学效
[12-14]
果十分重要
，所以，作为教学医院的住院医生，

有所不同，A 组要求较低，B 组要求较高。可能因
为见习学生对于这种教学形式来说存在一定的陌

更应该高质量地完成双语教学查房前的预习工作。
虽然本次研究的问卷调查工作较为成功，但在

生感，临床实践较少，加之英语水平的差异，所以

研究的实施及结果的分析上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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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中五年制和八年制学生的起点不一样，
基础水平及日常课程的安排也不一样，可能会造成
一定的选择偏移；② 研究对象的数量偏少，对结
果的可信度有一定影响；③ 由于问卷的填写不可
能在同一时间段完成，受临床工作时间段影响，可
能造成问卷填写时的认真程度不同，导致结果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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