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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细菌致病机理”课程的“国际课程周”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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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质量，西南大学
2019 年 7 月首次举办“国际课程周”。本文以“细菌致病机理”课程为例，就“国际课程周”的开展方
法、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效果以及师生反馈等方面进行总结。实践表明，“细菌致病机理”作为西
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开设的课程之一，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是跨学科学生选课、内容前沿且贴
近生活的高质量尝试。该课程受到师生们的一致认可，学生的学习效果较好，在培养学生国际化视
野和专业素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今后开展好“国际课程周”这种教学模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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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ultivate talents with a global outlook,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teach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held a Global Immersion Program for the first time in July 2019. Bacterial
Pathogenesis, a course in this program, was used as an example to summarize the schedule, pedagogy,
outcome and students feedbac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program is innovative and can provide
high-quality options for students intended to gain interdisciplinary insights via cutting-edge and close to
real life knowledge teaching.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highly recognized this program. This practice
gave a framework for future better Global Immers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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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国务院在 2015 年
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
体方案》，旨在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
为国家战略发展助力[1]。加强国际化教学和探索国
际化教学的方法已成为一流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
内容之一。在实际办学中，国际合作与交流已成为
各高校重要的战略选择[2]。开展“国际课程周”，与
国外名师交流学习、吸收借鉴教学经验，是积极响
应国家战略需求、加快实施“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举
措。本文以“细菌致病机理”这门课程为例，通过介
绍该课程的授课情况及师生反馈，对课程中的不足
进行总结和反思，以期进一步提高“国际课程周”
的教学质量和完善国际化课程的教学体系。西南大
学 2019 年暑期首次举办“国际课程周”，邀请了来
自 15 个国家和地区 55 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85 位
高水平教授及专家学者来校交流授课。开课范围遍
及 32 个学院，共开设多个方向的全英语国际学分
课程 80 余门。“细菌致病机理”国际课程是其中之
一[3]。该课程开展的目的主要是充分利用国际优质
的教育资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加强自
主学习，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培养良好的学习和
科研习惯，帮助学生开拓国际视野，提升综合素质。

1 国内高校“国际课程周”的开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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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国际课程周”在国内也走在前列。

2 国际课程教学探索
2.1

课程价值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2016 年全球

前 10 位死亡原因中，有 3 个死亡原因是传染病类，
分别是下呼吸道感染、腹泻病和结核病，其中细菌
性传染为主要病因[7]。目前我国生产和使用抗生素
量位居世界前列，抗生素的滥用和误用等与日益严
重的细菌耐药问题密不可分[8]。对于生物科学专业
的学生来说，“细菌致病机理”这门课程涵括了微生
物学、免疫学、细胞生物学等专业课程知识，课程
内容与前沿研究接轨，又是对课本知识的补充，让
学生的专业知识得到提升，体验到科学研究的思维
和魅力；对非生物科学的学生来说，能够培养他们
对细菌的认识，能够科学合理地处理有关疾病，增
强预防意识，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另一方面，开展
“细菌致病机理”课程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增长了见
识、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引导更多人才将来致力于
细菌致病研究、细菌传染病防控。

2.2

教学内容安排
“细菌致病机理”国际课程共 18 个课时，每个

课时 40 min。为适应教学内容需要，实际上课时
长有部分调整。授课教师为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目前国内开展过“国际课程周”的大学有四川

的 Margaret 教授，课程以全英文授课为主，必要

大学、上海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自 2012 年

时由西南大学谢建平教授辅以适当的中文翻译或

以来已举办 8 届“国际课程周”，2019 年邀请了 31

中文阐释。课程采用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4 所世界一流大学的 184 位教授

模式。本课程试图通过教师的讲授，帮助学生熟悉

[4]

和 600 名国际学生来校交流学习 ；上海大学自

重点内容，学生对授课内容加以消化理解，然后巩

2012 年以来也已举办 8 届“国际课程周”，2019 年

固运用。课程主要内容如图 1 所示，涉及到微生物

最新信息暂未公布，2018 年邀请了 43 所国际名校

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细胞生

[5]

的 52 位专家、学者，开设了 53 门国际化课程 ；

物学、免疫学等方面知识，与前沿研究和临床实践

吉林大学 2015–2018 年已举办 4 次“国际课程周”，

密 切 联 系。除 了 上 述的课 程 内 容外， 还 提 供了

但规模较小，截至 2017 年，吉林大学邀请教师数

4 篇与细菌致病机理相关的研究性论文供学生研

量达 13 人，报名课程人数达 1 000 余人[6]。国内大

读和探讨，将书本知识加以延伸，并在课堂上就最

学“国际课程周”的开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西南大学

新研究论文的批判性阅读方法进行了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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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主要内容

Figure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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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content of the course

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方面。学

课程评价方式
本课程成绩主要由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

校统一的问卷为纸质版，但是为了提高效率，节约

分组成。平时成绩占 30%，考试成绩占 70%。平

成本，保护环境，我们将调查问卷的问题编辑，以

时成绩包括课后作业和问题讨论，该课程提供的课

软件“问卷星”为载体，共收回 55 份电子问卷。

后作业要求学生从细菌致病机理的 6 个方面(即细

问卷信度包括稳定性、内在一致性和等同性

菌的附着、侵入、繁殖、扩散和对宿主造成的伤害，

3 个主要特征，其中内在一致性信度最为常用，一

以及如何逃避宿主防御传播到另外的宿主)设计

般通过计算 Cronbach’s α 系数来表示[9-10]。问卷信

一个新型的超级细菌。这种开放式的作业没有标准

度分析计算得出该问卷的信度为 0.836，大于 0.8，

答案，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充分调动

信度较高。各题得分情况如图 2 所示，在学生的反

了学生学习的热情，丰富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

馈中，有 14 名学生表示课程很好、很完美、挺好

力。平时成绩还体现在课堂提问环节，鼓励学生们

等；14 名学生表示没有意见和建议；14 名学生认

用英文大胆提问，并对其进行加分奖励。课程的考
试内容包括对知识点的总结与回顾，在简答题的部
分也不能全在课件中找到答案，需要学生吸收知识
后用自己的话进行总结，这锻炼了学生的语言组织
能力、表达能力，能了解学生是否真正掌握。

3 教学效果反馈
3.1

为课程难度较大，希望降低英语难度或增加中文翻
译等；4 名学生认为课程时间太紧张，希望增加课
时；3 名学生觉得课程内容单调，讲述形式单一。
其他的建议主要有增加视频讲解、增加课堂学生分
享环节、拓展相关疾病的预防知识、增加学生自己
的思考讨论、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结果显示，
96%的学生愿意宣传并推荐“暑期国际课程周”，理

调查问卷反馈
“细 菌 致 病 机 理 ”国 际 课 程 全 校 选 课 人 数 为

由主要是认为该课程很好地锻炼和提升了自己，学
到了不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接触到前沿的科学研

67 人。除了生命科学专业外，还有计算机、化学、

究，获得了全新的体验，开阔了自身视野，增加了

汉语言文学、戏剧文学、服装设计等专业的本科生

胆识。非生物专业学生认为细菌致病机理与生活息

和研究生。为检验课程教学质量，向全体选修该课

息相关，对此产生浓厚兴趣，愿意继续选择并推荐

程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表 1)，问卷内容包括教学

该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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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国际课程周”课程教学质量调查问卷

Table 1

Questionnaire on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Global Immersion Program” in Southwest University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

Evaluation item
教学态度

Evaluation contents
A1 授课认真负责，情绪饱满，富有感染力

Score
5分

Grade

Teaching attitude
(10%)

A1 The lectures are serious and responsible, full of emotions and infectious
A2 认真辅导，耐心解答

5 points
5分

教学内容

A2 Careful guidance, patience to answer
A3 教学内容充实，信息量大；新知识与新思路兼备

5 points
10 分

A3 Rich teaching content and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both new knowledge and new
ideas
A4 基本概念、理论讲授正确，重点、难点突出，解析透彻

10 points

A4 The basic concepts and theories are taught correctly, the key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are
prominent, and the analysis is thorough
A5 教学目的明确，课堂讲授内容具有针对性

10 points

A5 The teaching purpose is clear, and the lecture content is targeted
A6 教学内容没有政治性错误

10 points
10 分

A6 No political errors in teaching content
A7 课程教学体现了前沿性和系统性，适合学习要求

10 points
5分

A7 The course teaching embodies the frontier and systematicness,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learning requirements
A8 能激发创造性和培养创新能力

5 points

教学方法

A8 Can stimulate creativity and foster innovation
A9 使用最新、最前沿教材或其他文献资料

5 points
5分

Teaching method
(20%)

A9 Use the latest and cutting-edge textbooks or other literature
A10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例证恰当、贴切、生动，问题设计合理

5 points
5分

A10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unified, the illustrations are appropriate, relevant and vivid,
and the problems are designed reasonably
A11 以学生为主体，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5 points

A11 Student-oriented and flexible teaching methods
A12 能根据教学实际科学、熟练利用各种教学媒体辅助教学，使用方法恰当，效果明显

5 points
5分

Teaching content
(50%)

10 分

10 分

5分

5分

教学效果

A12 Can use various teaching media to assist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teaching science, 5 points
and use the appropriate method with obvious effects
A13 自学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
10 分

Teaching effect
(20%)

A13 The ability of self-study, analysis and problem solving has been improved
A14 能较好地掌握了授课内容，提高学习兴趣

10 points
10 分

A14 Can better grasp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improve learning interest
你对该门课程的意见和建议：

10 points

你会向其他人宣传并推荐“暑期国际课程周”吗？为什么？
Your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is course:
Would you promote and recommend “Global Immersion Program” to your classmates? Why?

3.2

学生成绩反馈
课程的考核由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组成。通过

从侧面也可看出学习内容适合大部分的学生，基本
知识和基本理论掌握情况较好。特别是设计新型超

对成绩的统计发现(图 3)，学生的学习效果非常好，

级细菌的作业极大激发了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

95−100 分占 36%，90−94 分占 35%，只有少数几

力，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通过对课后学

个学生的成绩在 70−79 分范围，70 分以下只有

生们的问卷调查发现，学生的自学能力、分析与解

1 人。说明学生认真对待这门课程，学习态度端正，

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能较好地掌握授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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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科学、戏剧文学等专业，没有生命科学背景的学
生会觉得难度太大。提前让外国教师清楚选课学生
的知识背景能够更好地进行课程安排和教学。

4.2

丰富教学形式，提高学生参与度
由于这次课程时间紧、任务重，大多数时间是

由教师进行讲解、学生提问的形式进行，在我们的
课堂上外国教师会留时间给学生提问并讨论，而且
可以在课堂上随时打断教师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
在实际的课堂中，学生的参与度并不高，少数学生
保持沉默，互动性不够，而外国教师提到美国课堂
上随处可见学生举手打断教师并提问。学生参与度
图2

问卷调查各题分值分布情况

Figure 2

Questionnaire survey score distribution

不高的原因可能还与学习内容的难度有关，全英文
教学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可能是第一次，所以可以增
加预习等环节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在上课前将要
学习的文章和重难点发送到学习交流群，让学生提
前预习、自主学习。除此之外，可以增加小组形式
的学习成果汇报和讨论环节。教师在课堂上只讲了
4 种细菌的致病机理，可以布置任务让学生根据自
己的兴趣选择其他病原菌，也从概念和意义、毒力
机制、毒力因子获取、毒力调节机制等方面进行讲
解。这样既锻炼学生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又提高
合作交流和表达能力。在某些难懂的知识点上，增
加视频的讲解，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加深学生的印

图3

学生成绩分析图

Figure 3

Student achievement analysis chart

象，帮助其理解和记忆。

4.3

我们所采取的考核方式是平时成绩占 30%，

4 教学改进措施
首次开展国际课程对教师和学生都是挑战。虽
然取得较不错的教学效果，但从学生和教师的教学
反馈中我们发现在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中仍存在
不足，我们对此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4.1

采用多角度对学生进行考核评定

提前了解学生知识背景
选课学生中大部分是生命科学学院的本科生，

少数是研究生，本科生也来自不同的年级和专业，
比如大一的学生还未学习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细
胞生物学和免疫学等专业课程。同时还有非生命科
学背景的学生选修了这门课，如：服装设计、计算

考试成绩占 70%，考核方式相对单一。在以后的
教学中可以适当提高平时成绩的比例，丰富平时成
绩的考核方式，比如增加小组汇报，从 PPT 的制
作和讲解各方面进行评价。设置的提问环节可先采
取互帮互助的形式，学生之间相互讨论交流可以大
大增加对知识的准确理解，同时对表现优秀的学生
进行肯定，计入平时成绩，这样可活跃课堂氛围，
增加学生的参与度。

5 结语
开展“国际课程周”是实施国际化教育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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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也是培养学生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之一。
“细菌致病机理”国际课程是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
一次大胆尝试，对师生都是全新挑战。这种方式让
学生在校园里就能聆听国际上知名高校教师真实、
系统地讲授一门课，感受不一样的课堂氛围，体验
不同的文化交流。通过“国际课程周”活动，有助于
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拓展知识面、开拓国际视野，

Microbio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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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大 学 “2019 国 际 课 程 周 ” 盛 大 开 幕 [EB/OL].
2019-07-01. http://www.scu.edu.cn/info/1203/10605.htm
[5] The international primary schoo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will officially open in 2018[EB/OL]. 2018-06-21.
http://bkzsw.shu.edu.cn/info/1054/6152.htm (in Chinese)

同时也推动了教师跟进国际课程教育变化趋势。作

2018 年 上 海 大 学 国 际 化 小 学 期 正 式 开 课 [EB/OL].

为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个平台，在教学中不断实

2018-06-21. http://bkzsw.shu.edu.cn/info/1054/6152.htm
[6]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Week——Listen to lectures by
foreign experts on campus [EB/OL]. (2017-06-01).
https://news.jlu.edu.cn/info/1021/44605.htm (in Chinese)

践并总结经验，探索适合国际课程的最佳教学模
式，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提供新的方案，努力实现
学校人才培养与世界一流科学研究的融合。
致谢：感谢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Frank Yang 教授为本
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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