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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袁各国在教育方面的交流深入袁留学生的教育已经成为高等医学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成为反映高等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志遥 留学生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尧教育背
景尧宗教信仰尧学习需要和教育期待袁这对我们的课程设置袁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遥 笔者结合自
己教学的心得体会袁从了解并尊重留学生文化背景多样性角度袁改革教学内容袁改进教学方法袁对
提高医学留学生人体寄生虫学教学质量加以阐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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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袁各国在教育方面的交流

我校留学生主要来自南亚各国袁 如印度尧 尼泊

深入袁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

尔尧巴基斯坦等国袁这些国家历史上曾经长期是英国

的人来华留学袁 其中医学留学生的人数连年持续增

的殖民地袁英语为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遥如印度是一

长袁在所有学科中仅次于汉语专业袁排在第二位咱员暂遥 留

个多民族尧多种族尧多语言国家袁有数以百计的民族

学生的教育已经成为高等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和众多的部落袁 印度宪法规定各个州可以确定自己

分袁成为反映高等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志 遥 为适应医

的官方语言袁所以目前共有 圆猿 种官方语言渊包括英

开始接收临床医学专业留学生袁目前已招收留学生

在商业尧教育等行业实际通用语言是英语遥留学生来

缘园园 余人遥 留学生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尧教育背景尧

自这些国家袁普遍具有较好的英语基础及读写能力袁

宗教信仰尧学习需求和教育期待袁这对我们的课程设

可以轻松听懂教师的全英文讲授袁 但英语口语发音

置袁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遥

却带有地方渊地域冤口音袁有些发音晦涩难懂袁常出现

咱圆暂

学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袁南京医科大学于 圆园园缘 年

语冤遥但在国家层面袁印度官方语言为印地语和英语袁

人体寄生虫学既是古老的医学基础课程袁更是一

清辅音浊读现象袁如字母野贼冶的发音和字母野凿冶很接

门应用性很强尧 立足于防治工作实践的独立学科 遥

近袁字母野则冶的发音和字母野造冶很接近袁成为教学过程

咱猿暂

是我校为留学生开设的一门重要课程袁共设有理论课

远园 学时袁实验课 猿园 学时袁采用全英文授课遥 南京医科

中师生间交流的最大障碍遥
渊二冤留学生知识背景尧水平及个体素质差异大

大学病原生物学系担任临床医学专业留学生人体寄

留学生中一部分来华之前接受过较好的医学基

生虫学的教学工作袁 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教学实践经

础知识教育袁 而有部分袁 如巴基斯坦留学生高中毕

验袁笔者现结合自己教学的心得体会袁就如何从了解

业后直接来我校学习临床医学袁 故留学生班学生的

并尊重留学生文化背景多样性角度袁提高人体寄生虫

知识背景尧水平及个体素质差异较大遥大多数留学生

学教学质量加以重点阐述遥

思维活跃尧勤于思考袁和中国学生不同的是袁他们会

一尧留学生的文化背景特点
渊一冤留学生通用语言为英语

在课堂上随时打断教师讲解袁 提出自己的疑问和不
同的理解遥尤其是实验课袁大多数留学生在实验课上
常常有很多问题袁他们会当场提问直到彻底理解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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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严谨的科学态度遥相比中国学生的高度一致性袁

出实验室检查结果袁 让学生根据结果进一步缩小诊

留学生在纪律上也良莠不齐遥部分留学生会有迟到尧

断范围遥 最后袁教师公布正确答案遥 通过这样的教学

早退甚至旷课的现象遥 我校国际教育学院对此采取

过程袁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袁学生在课堂上

了一定的措施袁比如用指纹扫描仪记录学生出勤情

踊跃发言袁积极讨论袁出勤率也是最高的遥 由此袁悦月蕴

况遥 但在实际教学中袁有些学生扫描过指纹后很快

或许是一种比传统教学更有效的授课方式袁
渊二冤改革教学内容袁重视留学生文化背景多样

就不见了遥
渊三冤留学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性

性

印度全 民中袁愿圆援源豫信仰印度 教袁员员援苑豫信 仰伊

人体寄生虫学学科与其他医学基础课程明显不

斯兰教袁圆援猿豫信仰基督教袁 还有 猿援远豫信仰包括锡克

同的一点在于具有很明显的地方性袁 国外流行的寄

教和佛教等其他宗教 遥 宗教信仰主宰着他们的精

生虫病与我国略有不同袁 我校留学生大多数来自南

神生活袁左右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遥 多宗

亚尧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袁由于地域和医疗基础

派多形式的复杂宗教生活成为印度人生活的重要组

条件的差异袁 我国流行的一些寄生虫病在他们的国

成部分袁西方和印度本土多种宗教在印度的长期共

家不流行或很少流行袁基于此种情况袁我们需要重新

存袁形成了印度文化浓郁的宗教性 遥 巴基斯坦是穆

安排教学内容袁修订教学计划遥

斯林世界中伊斯兰教最盛行的国家之一袁伊斯兰教

如原虫部分袁锥虫病在我国极少见袁但在非洲国

为其国教袁居民的生活习俗和饮食起居都深受伊斯

家却有流行遥我校留学生也有部分来自毛里求斯尧南

兰教的影响袁信奉伊斯兰教者袁有许多宗教习俗遥

非等非洲国家袁为此袁在讲授原虫部分内容时添加了

咱源暂

咱缘暂

二尧针对留学生群体特点和文化背景多样性袁
提高医学留学生人体寄生虫学教学质量

锥虫的内容遥在吸虫部分的教学中袁以往给中国学生
的授课都是以日本血吸虫作为讲授的重点袁 而南亚
很少有血吸虫感染的发生袁 但非洲地区流行的为曼

渊一冤改进教学方法

氏血吸虫和埃及血吸虫袁 所以需要及时调整授课侧

在与留学生交流过程中袁教师除了要具备一定

重点遥 线虫部分袁我国没有麦地那龙线虫病袁该病在

的听力和口语水平外袁还必须多说多听才能适应他

南亚有报道袁但是感染率不高遥 圆园园园 年 宰匀韵 宣布

们独特的发音袁不致出现交流障碍遥 对于学生上课

印度已消除了此病袁但现在的留学生小时侯见过袁于

时提出的问题袁可以选择性地在课堂解答袁但为了不

是我们在授课时加入这部分内容并和钩虫进行比较

影响教学进度袁可以要求学生们将问题标记下来袁课

讨论袁前者为消化道感染袁皮肤钻出袁而钩虫是经皮

后集中讨论遥 且互动的教学模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

肤钻入袁寄居消化道袁虫卵随粪便排出遥 可以增加学

习兴趣袁使学生勤于思考袁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发现问

生对这两种寄生虫的认识并通过比较加深理解寄生

题袁及时调整授课方法和课时安排袁提高人体寄生虫

虫生活史的多样性袁 并对现仍存在的寄生虫病被消

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成效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由于人

除的前景增加信心遥另一方面袁麦地那龙线虫虽在绝

体寄生虫学的英文专业词汇多较生僻袁且与留学生

大多数地方已经成为历史袁 但在医学上有特殊的地

的英语交流中存在一定的沟通障碍袁任教教师的耐

位袁国际上的医学标志野砸燥凿 燥枣 粤泽糟造藻责蚤怎泽冶袁根据考证

心显得尤为重要遥

即起源于最早人们用小木棍把这个虫子从皮肤里卷

由于留学生回国后绝大多数从事临床工作袁因

出来的情景袁 以此也使学生意识到寄生虫学是一门

此袁在留学生人体寄生虫的教学中袁我们安排了病例

古老的医学学科袁 寄生虫的研究对医学的发展进步

讨 论 内 容 袁 即 病 案 式 教 学 渊糟葬泽藻鄄遭葬泽藻凿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袁

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遥 从而使学生对这门课多了些

悦月蕴冤袁通过采用临床病例引导学生用自己所学的医

兴趣袁多了些重视遥

学知识对病例进行分析讨论遥 如原虫部分的病例讨

作为留学生班教师袁 需要对留学生的宗教习俗

论中袁选择溶组织内阿米巴病例袁首先给学生展示患

和民族文化背景有充分的了解袁 以防上课时举例不

者的症状和体征袁对于每一个症状和体征给学生留

当袁伤害学生自尊心袁损害到两国友谊遥 如在绦虫部

出充分的时间思考和判断袁对于学生做出的初步诊

分链状带绦虫渊猪带绦虫冤与肥胖带绦虫渊牛带绦虫冤

断袁教师要不时询问学生的判断依据袁对于合理的猜

的讲授中袁 其中一个讲授重点为掌握链状带绦虫形

测袁即使不同于正确的答案袁也应对其思考的过程给

态尧生活史尧致病上与肥胖带绦虫的异同点遥 猪为链

予充分的肯定遥 随后请学生拟开化验单袁提出患者

状带绦虫的中间宿主袁牛为肥胖带绦虫的中间宿主遥

需做的实验室检查并给出充分的理由遥 然后教师给

猪肉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中都被认为不干净袁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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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不吃猪肉袁也不接触猪遥 在实际讲课中不需要

高了自身素质遥 留学生教育值得我们全体教育工作

特别回避曰但印度教认为牛是神圣的袁所以在讲到吃

者共同研究和探讨袁 以促进留学生教育继续健康发

牛肉时要考虑印度教徒的感受遥 也正因为地域和文

展遥

化的差异袁我国流行的猪带绦虫病在伊斯兰国家诸
如印度尧巴基斯坦等国很少见渊因为较少食用猪肉冤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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