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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双语教学（Bilingual Teaching），从字面上

讲，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其中一种教学语言

并不是学生母语的教学叫做双语教学。目的是让学

生能够充分的、平衡的掌握两种语言或者促进、学

关键词 双语教学 ;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口腔颌面外科学

摘　要

双语教学在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性医学人才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专科医

师规范化培训中，能够帮助专科医师拓展国际视野，学习国际先进技术、理念，还可以提升中国式口

腔颌面外科的国际地位。文章旨在对口腔颌面外科学双语教学在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应用及实践进

行探讨，为促进医院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双语教学的应用及教改提供依据。

习使用第二语言，我们通常指英语。双语教学的主

要目的提高学员的学科知识，开拓国际视野，培养

运用外语的能力 [1 ～ 2]。在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里对

双语教学的定义为用每种语言在不同的场景和环境

下交流，笔者认为这也是专培医生双语教学的主要

目的。有学者研究提出，在我国医学双语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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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于教学方法和整体教学效果的满意度不高，

这提示我们摸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教学方法迫在

眉睫 [3～ 6]。

2  双语教学在专业医师规范化培训
中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双语教学呢？从大的方面来讲，口腔

颌面外科老前辈们多年来创立下来的中国式的口腔

颌面外科需要我们来扩展国际视野 [7 ～ 9]，需要我们

走出去、请进来，把中国式口腔颌面外科发扬光大。

从专培的方面来讲，也是专业外语的要求 [10 ～ 11]。

特别是各个培训基地常常会有外籍的医生（Fellow）

来学习，相当于专培层次。现在因为疫情外国医生

来中国学习的人数较少，但是要想到将来这些专科

医生带教时也能采用双语教学，因此从长远讲，有

利于中国式口腔颌面外科的发展。上海第九人民医

院有比较悠久的国际 Fellow 培训经历，其口腔颌

面外科是国际口腔颌面外科协会 IOS Fellow 的培

训中心、国际内固定协会 AO 的培训中心、英国爱

丁堡皇家外科学院的头颈与颌面肿瘤培训中心。以

这个三个中心为平台，我们近年来培养了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修医生 100 余人，他们和我们

的专科医生资历相似甚至更加经验丰富。国际颌面

外科协会等国际机构对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口腔

颌面外科培训比较重视，曾到上海第九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等医院进行访问，希望把

Fellow 送到中国来学习。我们根据多年来的双语教

学的经验申请了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师范课

程，主讲口腔颌面头颈肿瘤的显微外科重建。

国外的 Fellow 和我们的专培医生在要求上面

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是国

际著名的培训机构，对于Fellow有详细具体的要求：

要有医德，精湛的技术，扎实的手术操作，与专培

的核心要求相似。在培养 Fellow 时，我们结合专

培生培养经验，制定了阶梯式的培训计划。按照时

间长短分为：短期（3 个月以内）、中长期（3 ～ 6

个月）、长期（大于 6 个月）。对于短期的 Fellow

以参观为主。可适当参加读书报告会（journal 

club）、专题研讨会（seminar）、多学科诊疗讨论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MDT）。中期专

培除上述项目之外，尤其重视动手操作能力。对于

长期 Fellow 进行外科技能的培训，首先在实验室

做显微外科训练，然后参与手术、骨瓣移植手术方

案的数字化设计，最终到术中切取皮瓣。目的是培

养过硬的显微外科能力，以及皮瓣危相的抢救，气

管切开，这些是培训专科医师和 Fellow 的重点。

我们在 Fellow 和专培并轨的举措中，特别重视全

英文的小讲课、双语教学查房以及撰写合作论文。

邀请 Fellow 做 Fellow seminar，分享对于某个专

题的认识以及他们国家的经验等。我们培养出很多

友好的 Fellow，他们和专科医生合作发表带有上

海经验、中国经验的颌面外科学 SCI 论文，回去后

成功开展皮瓣手术，担任学习班示教。反过来讲，

外国 Fellow 对于带有上海经验、中国经验的颌面

外科的宣教也提高了中国式口腔颌面外科的国际 

地位。

3  双语教学在专业医师规范化培训
中的具体实施

我们按照时间轴把双语的交班查房、手术和小

结穿插到专培的双语教学中。特别强调的是，在双

语交班时，不应该只做一些简单的词汇诵读，而是

要尽量讲连贯的故事，比如说，在手术当中、手术

以后、急诊的重要情况汇报。双语查房时，按照教

学查房的流程，顾及到全要素，尽量覆盖到各个方

面。手术中也不是只涉及器械等简单的英文词汇，

而是要把手术理念、解剖、手法等贯穿始终。最后

是双语小结，大部分专科医生重视手术的等级与数

目，但更应该重视手术后的总结与反思。

双语交班：交班时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要有模

板和仪式感，不能过于简单。专科医生要重视词汇

发音，读的准确规范。交班时 ICU 患者人数、昨

日入院人数、昨日手术例数、今日手术。患者初步

诊断、术式、术后诊断、书中冰冻、全身情况，局

部情况，是否肿胀、皮瓣色形质、负压引流情况等。

规范常用英文词语，包括常用手术名、常用的皮瓣，

修复方式。使用国际认可的简写术式，引导大家形

成国际化习惯。

双语查房 : 查房分为比较复杂的全要素教学查

房和简单化的常规查房。常规查房通常是带组、副

带组医生与组内医生、进修生和研究生一同查房。

全要素教学查房采取MDT（多学科诊疗）大查房，

通常由主任或者副主任医师与放射科医生、病理科

医生以及其他相关科室，在病人床前做病史的整体

梳理，专培要求的教学查房要素主要有查房前准备、

查房及小结。前期准备在示教室中由医生汇报病史，

主持医生交代注意事项（包括病人隐私、人文关怀

等方面），查房环节中由管床医生或专培医生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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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段式全要素教学查房实施程序图  

表 1  交班昨日手术汇报模板

Bed Pt Postop. Dx Operation

+3

转 SICU-1

×××

M 37

左舌癌伴颈转

L tongue SCC with L lymph 

node metastasis

左舌颌颈联合根治术+ 股前外侧皮瓣修复术+ 气切术

Combined  operation  of    L  tongue 、mandible  and  neck +rec with 

ALT F + trac.

术中冰冻：

全身：今晨生命体征平稳，HR：95 次 / 分；Bp：146/67mmHg；

SpO2 :100%。气套管通畅。

局部：

负压引流：

出入量：入量：××× ml；出量：×××ml.

Bed：床号，Pt：患者；Postop. Dx：术后诊断；Operation：手术情况

表 2  交班今日手术汇报模板

Bed Pt Provisional Dx Operation Plan

2
×××

F41

右硬腭恶性肿瘤

Malignant tumor of right palate

右腭肿瘤扩大切除术

Extensive resection of mass in R palate

6
×××

M68

右腮腺肿瘤

Tumor in right parotid gland

右腮腺肿瘤切除+ 面神经解剖术

Right parotidectomy + preservation of facial nerve

10
×××

M58

右上颌窦癌（T4N0M0）

R maxillary sinus carcinoma（T4N0M0）

右上颌窦癌扩大切除+ 右颈淋巴清扫

+ 股前外皮瓣修复+ 气管切开术

Resection of cyst in R maxillary sinus

+ REC with ALTF + tracheotomy

Bed：床号，Pt：患者；Provisional Dx：术前诊断；Operation Plan：手术计划

三段式教学查房实施程序

第一步  查房前准备（10min）

第二步  床边补充病史  体检 (25min)

第三步  查房后讨论与小结（25min）

汇报病史  提出查房重点难点  主持医生交代注意事项

主持医生补充、纠错、示范

小结、设题、分析、讨论、总结

病史并做简单、关键的体格检查。主持医生补充、

纠错并示范。查房结束回到示教室后进行小结与问

答，讨论手术方案及治疗的注意事项，主持医生进

行总结评估。最终目的是要培养出能看病，会看病，

会处理的医生。在教学查房过程中穿插双语教学，

重视国际化水平的培养，培养专培医生的临床思维。

穿插双语的时机：尊重患者的隐私，比如说不

知情的癌症患者、肿瘤是否转移，肿瘤的分期分级

等，英文主要是用在病情的汇报。鼓励外籍 Fellow

参加双语查房，提高专培医生的参与度。疑难病例

的 MDT 讨论中，鼓励专培医生来汇报，汇报中的

部分内容可使用英文或使用英语提问、双语 MDT

讨论或使用英文版的肿瘤治疗指南等，以达到双语

教学的目的。

手术中的双语教学是我们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在手术当中要注意手术理念，

手术原则、解剖以及手法方面的双语教学，而不仅

仅是学会手术器械的英文表达。在手术策略中，淋

巴清扫术应从哪个区开始做？淋巴结包膜外转移时

应该从哪个层次分离？肿瘤累及到舌固有肌时应如

何切除？怎样通过具体的操作实现无瘤原则就是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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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学的重要内容。涉及到手术解剖，如面神经穿

支、皮瓣穿支。对于专培医生，能够掌握头颈部关

键解剖结构的表述即可。

最后就是双语小结。主要通过反思法来进行，

(1)What is the good part? 本次的手术哪方面比

上次进步？哪方面值得肯定。(2)If I have another 

chance to do that again, what would I do 

differently? 通过反思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每做一

次手术就要有一次的收获。在双语教学中，我们

可以借鉴 AO 的 7 条原则：Based on needs( 基于

需求 )；Relevant( 相关性 )；Leads to verifiable 

outcomes( 结果可量化 )；Promotes refection( 结

果 可 量 化 )；Provides feedback( 提 出 建 议 )；

Motivite( 主动学习 );Interactive( 交流互动 )。

4  结语

关于如何做好专培的双语教学，笔者按照时间

点归纳出双语的一天。从早交班 - 查房 - 手术 -

小结，早交班时不要简单读词，要讲好故事，注意

完整性和规范性。查房时要顾全要素，既要有英语

的病史汇报，更要有病情的分析。以双语手术为核

心，引导专培医生熟悉关键的解剖结构的英文读法。

术中穿插手术理念、策略。双语小结环节，要勤于

反思，梳理自身的收获与不足。只有通过不断地总

结提高，双语教学才能不流于形式，实实在在的帮

助专科医生达到国际化的标准，切实推进中国式口

腔颌面外科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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