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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企业市场营销活动面向全球。未来涉外企业对市场营销专业人才的需求，不仅在于娴
熟的专业技能，更在于扎实的专业英语表达能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目前国内众多高校培养国际型人
才的重要途径。本文就我校与加拿大荷兰学院合作办学市场营销项目中双语教学的实际情况，在教学模
式、师资培养、课堂组织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总结，提出了双语教学优化路径，以期为高职院
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双语教学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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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rketing of Chinese enterprises has gone to world becaus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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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the marketing talent must have excellent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English ability.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many domest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train international tal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reform of bilingual teaching in marketing project cooperation with Holland College, Canada, puts forward the
optimum path of bilingual teaching for the teaching mode, faculty training, classroom organization
and teaching methods,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bilingual teaching for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program of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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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企业市场营销活动面向全球，国际化的因素日益增多。市场营销专业人才的培养
也应顺应国际化的趋势和潮流，特别是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对市场营销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未来几年海南涉外企业对市场营销专业人才的需求，不仅在于娴熟的专业技能，更在于扎实的专业英语
表达能力。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目前国内众多高校培养国际型人才的重要途径。我国高校中外合作在办学层次、
办学定位和培养模式上有所差异，但双语教学普遍是合作办学项目的亮点和特色。我校与加拿大荷兰学
院合作办学市场营销专业已有 6 年，本文针对该项目中开展双语教学的实际情况，在教学模式、师资培
养、课堂组织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总结，提出了双语教学优化路径，以期为高职院校的中外合
作办学双语教学提供借鉴和参考。

2. 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是指用非母语进行部分或全部专业学科的教学，目前我国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中的非母
语的教学绝大部分为英语，故而本文的双语教学定义为“在特定专业学科中采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开
展教学活动”[1]。双语教学并非局限于用外语来授课，它强调的通过专业学科理论和技能的学习来促进
学生外语应用水平的提高，更侧重于师生之间在课堂学习中应用外语进行交流和互动。而在高职市场营
销双语教学实践中，培养市场营销专业技能和强化英语口语应用是最主要的目标，英语只是实现市场营
销专业教学的媒介和工具。

3. 高职双语教学模式
目前，高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双语教学常见以下四种模式：
1) 全英语模式
即沿用国外原版教材，全程用英语授课，教师的课堂组织、课程考核方式等也是全部借鉴合作办学
的外方学校。由于高职生源的英语基础较为薄弱，这种方式目前采用并不是很普遍。
2) 中英组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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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沿用国外原版教材，每学期派遣外籍教师全程用英语授课。我校目前和加方就是采用这种授课模
式。外教授课的同时，配备一名英语水平较高的教师当助教，辅助翻译和课堂管理。
3) 全中文模式
即全程用中文授课，课堂组织和教学方法也与中方课堂一致，但选用的教材和教学文件等都是英文
编制。
4) 中西混合模式
即采用英文原版教材，授课方式考核评价都是中英文交替互补。此种模式由于切合高职生源的学情，
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双语教学中应用最为推广和借鉴的模式。

4. 高职中外合作办学市场营销专业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1) 教学目标不清晰
结合高职人才培养定位，中外合作办学中双语教学的目标应该是学生在系统掌握专业知识技能的同
时提升工作场景中运用英语作为工具解决业务问题的能力，为毕业后就业或继续海外留学深造创造先机。
但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双语教学被狭窄地定义为英语学科加专业知识的教授，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还是
侧重于英语词汇、短语、句型、语法、阅读的讲解，这就本末倒置了。
2) 高职院校生源英语基础薄弱
国外教学资源的吸收和实现离不开英文教材、英文课件等载体。学生对于国外教学资源的吸收要求
必须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较强的英语应用能力。但是从各高职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现状来看，国内
高职院校的生源总体水平较低，英语学习意愿不够浓厚，薄弱的英语基础和专业基础是制约学生双语课
堂的发挥。
3) 教师自身语言功底和专业能力不能兼备
承担双语教学的教师，要求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和专业教学能力，更要具有深厚的外语语言功
底和较强的口语沟通能力，还要能在授课过程中自由熟地进行双语切换，目前高职院校这类教师人才还
是比较缺乏的。很多教通识英语的教师语言流利，但是缺乏专业背景和教学能力。而很多学科的专业老
师，专业教学能力强，但往往语言功底薄弱，限制了他们在双语教学中的发挥。
4) 缺乏合适的专业双语教材
国内目前普遍缺乏高职类市场营销专业双语统编教材。双语教学过程中一般沿用三类教材：国外原
版教材、国内学者改编的国外原版教材和国内学者自行编写的双语教材。这三类并不能完全适合教学：
国外原版教材虽然是原汁原味英文教材，高职院校的生源英语水平总体较低，要充分读懂、领会原版教
材内容的内涵的难度较大，这对教师进行教学设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内学者改编的国外原版教材容
易出现体系不完成、逻辑断裂等现象，很多教材都是将成篇大段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国内学者往往按照
“中式思维”编写英文教材，英语表述不地道，甚至出现语法错误[2]。
5) 教学方法相对陈旧古板
一般专业课程(非双语)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十分多样，教学方法也比较灵活。但是双语教学的课程由
于语言沟通的障碍，教师和学生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语言和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上，教学方法仍主
要采用讲授法。这不能有效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对于一些英语基础本来就薄弱的学生，
可能慢慢丧失双语学习的热情。

5. 高职中外合作办学市场营销专业双语教学优化路径
结合我校中外合作办学市场营销专业双语教学的探索和实践中存在的以上问题和解决方法，就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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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学效果提出了如下优化建议：
1) 学科教学为主，明确教学目标定位
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区域经济，培养应用型人才。本校中外合作办学市场营
销专业定位于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掌握市场营销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尽可能地提高学生的专业
英语应用水平。所以我们开展双语教学的教学目标主体应该是市场营销学科教学，英语教学是载体，也
不能将英语教学和专业教学分离。开展市场营销双语的目标就是用英语作为载体和工具，营造一个集视、
听、说、读、写、译为一体的双语学习环境，培养学生能够在市场营销业务链和工作场景中使用英语去
分析和解决市场营销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双语教学应该是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口语相互融合，相
互提升[3]。
2) 基础–拓展–延伸，创新双语教学模式
学习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材施教、必须够用”是基本准则，经过几年的探
索，我们逐步总结出了适合本专业双语教学的“基础普及–拓展提升–延伸拔尖”的分层教学模式。
第一层级：基础普及。该阶段主要是针对没有任何专业基础新生。在第一年开设专业基础课程和通
识英语课程。这一层级的双语教学，加方外教授课主要以基础英语口语为主，如英语语音、基础交际英
语等。一方面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中以中文讲解为主，课件中英双语突出专业术语和词汇的教学，在授
课过程中反复强化英文专业术语学习和记忆，为第二阶段的专业核心课程的双语学习奠定基础。另一方
面，要求通识英语课在实用英语的教学中适当补充专业相关的英语资源的阅读和学习，逐渐过渡到第二
阶段。此外，安排每天 30 分钟的英语早读，由专业导师加英语助理监督和管理，指导老师设计表单式学
习任务，以周为单位将早读学习内容及任务提前发放给学生。在早读期间，指导教师全程监督、带读、
检查。阶段性(一般一个月)安排一次测验，确保每位同学过关。
第二层级：拓展提升。该阶段主要是针对大二的学生，这一层级开设的课程以专业核心课程为主，
主要体现在对专业理论知识的扩展和提升学习上。因为经过一年实用英语积累和专业基础学习铺垫，他
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英文专业术语，已经具备一定英语的综合运用能力。这个阶段的授课宜
用中英文混合的形式，并且英文比例逐步大过中文，在课程设计中以提升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主线，逐渐
提升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和用英语解决简单专业问题的能力。
第三层级：延伸拔尖。这一阶段主要是针对准备顶岗实习的大三级学生，这一阶段的双语教学以专
业拓展和实习实训课程为主。这阶段的学生已经掌握了全面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具备较高的英语
应用能力。这一阶段选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师借鉴外方的课堂组织和教学方式，营造国外课堂文化氛围，
通过全英文授课，只在重难点处辅以中文解释，课件也采用全英文，外教授课也不再配备翻译助理。学
生用英文进行课堂讨论等互动和交流，甚至用英文完成实训项目，进一步提升学生用英文解决市场营销
专业问题的能力。
3) 培养与引进双结合，优化双语教学师资
教师的选用和培养是达成既定教学目标的关键，建立有效、长期、可持续的双语师资才能保证双语
教学效果。我校目前的做法是采用引进与培养相结合，构建双语教学师资队伍[4]。首先，选派市场营销
专业骨干教师前去加拿大荷兰学院参加为期半年的合作办学师资培训。其次，可以选用英语专任教师在
市场营销行业和企业挂职锻炼，在外籍教师前来授课时，担任课堂助教，系统学习专业知识。再次，引
进在海外留学深造或工作背景的海归教师，目前，我院已有留英硕士 2 名，留澳硕士 1 名担任双语教师。
另外，需加强双语教学教师的培训，包括专业教学能力、专业知识、外语应用能力、国际教学理念、跨
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教育能力，跨文化教学方法等。还应该给从事双语教学的教师提高工作量系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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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物质奖励，鼓励越来越多教师参与双语教学及研究。
4) 以能力为本位，改进教学方法
课堂的组织和教学是双语教学实施的核心。如果双语教学只是文章和句子中英互译，会使学生觉得
双语课枯燥乏味，进而产生抵触情绪。课堂的组织形式，教学内容的选取，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运用
对于实现课堂效果至关重要。应采用学生为中心，能力本位的课堂组织模式。借鉴外方在课堂中鼓励独
立思考、自主学习、积极参与、灵活创新等课堂文化，提升学生双语学习趣味性[5]。
案例教学。市场营销双语课的课堂实施难点不在于给学生讲授市场营销专业相关观念、内涵、思维、
方法和技巧，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运用思维和方法去解决市场营销业务中实际问题，案例教学是解决这
个难点的方法之一。双语教学中采用的英文案例要便于学生阅读和理解，不易过长和过于复杂。在案例
分析过程中，鼓励学生全程用英文进行讨论，总结和分享，活跃课堂气氛，增强课堂的参与和互动。充
分突出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从被动听讲转变为主动参与。
游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意愿是开展双语教学的保障。而“游戏教学”能在轻松的教
学环境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以及积极情感和学习意愿，培养学生团队意识、竞争意识、创新
意识，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教师应该充分掌握游戏教学的特性，将专业知识适时、适度地融合到
游戏环节中去，使教师与学生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互动，达成学习目标。
小组讨论。小组圆桌讨论是国外课堂常用的教学方法，目前有很多高校都具备这样的教学环境。各
小组成员在教师的引导下，在平等宽松的环境中就某些市场营销相关主题尽量用英语参与讨论，用英语
记录讨论过程中，再让小组代表用英文展示或阐释讨论结果，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思考的潜能，有助于营
造活跃的课堂学习气氛。教师也可以在过程化考核中增加双语专题演讲比赛，以赛促教。
混合教学。双语教学应注重现代教学技术手段与传统教学手段的有机结合，开展线上与线下结合的
混合式教学，全方位立体化营造现代化的数字教学环境，比如职教云平台、学习公众号、英语学习 APP
等，让学生在自助式、参与式、体验式的学习氛围中多想、多说、多练，达成双语教学效果。

6. 结语
综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变和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中外合作办学和开展双语教学是培
养国际视野的高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要保证双语教学的效果，前提是市场营销双语教学的目标定位要
准确。结合高职生源的学情，在教学模式、师资培养、课堂组织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努力探索，从而切实
提高学生专业与外语水平，真正培养出适应海南自贸港建设需要的营销专业高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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