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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语是中医国际化的基础性工具。为促进中医走向世

教学方法、技能培训、练习设计及语言使用。这些研究为后来

界,我国各高等中医院校目前普遍开设中医英语(或中医双语)

的教材评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中医英语作为专门用途

课程,并着力提高中医英语教学质量。中医英语教学成功的关

英语(ESP),在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诸

键环节之一就是使用高质量的中医英语教材,而如何编写和选

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因而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制定

用中医英语教材仍是当前亟待研究的课题。对此,笔者基于已

出适用于中医英语教材评估的原则和标准。

有外语教材评估标准的相关研究,结合中医英语教学的特点,

2

拟定出中医英语教材的评估标准,并尝试对现有中医英语教材

2.1

关于中医英语教材的评估标准

1

中医英语教学的专业特性
根据现行中医药大学中医英语课程教学大纲,中医英语教

进行评估,以期为中医英语教材的选用和编写提供参考。

学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运用英语进行本专业的学习、研

外语教材评估标准的研究现状
教材评估是教材建设的重要手段。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究与国际交流的能力,具体是指综合运用英语听、说、读、写、

[1]
涌现了大批针对外语教材评估标准的研究。Seaton 主张根据

译等技能进行有关中医内容的研究及对外交际活动。该课程的

教学大纲或评估一览表对教材进行对照评估；McDonough 等

[2]

教学对象是已完成大学英语基础阶段学习任务的学生,他们具

提出外部评估(总体判断)、内部评估(逐项检查)及综合评估；

有大学英语四级以上的英语水平,并已掌握了一定的中医药专

Sheldon

[3]

建议采用整体印象评价和定性评 价 。

业基础理论知识。

[4]

Cunningsworth 则提出整体评价与深入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中医英语教学的主要内容有其专业特性。首先,中医英语

并建议分 3 个步骤进行,即使用前、使用中和使用后。总之,

教学立足于中医专业知识,以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为理论基础,

上述评估标准都涉及教材的目标和方法、设计和组织、教学法、

有其独特的思维方法和学术观念,因此,不能盲目使用没有专

教师参考书等,并且强调要重视学习者和教师等要素。

业人士审核的教材。其次,中医不仅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中国传
[5]

统文化,更是一门治病救人的科学,中医英语教学不仅要立足

提出的对照评估法。首先由评价者列出教材的使用目的以及对

中医文化的传播,更要着眼于介绍中医现代临床治疗和科学研

各个层面的特点要求,如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

究成果,所以,中医英语教材的内容覆盖面要广,并按照中医学

学方法、教学成本等,然后根据该清单来对照评价被评估教材。

科内容进行循序渐进地编排。此外,中医对于脏腑功能、疾病、

具体做法是对教材的每一方面进行打分,然后以总分确定被评

治疗原则等认识与西医多有不同,其术语表达也有与自身语

教材的价值。

言、文化传播相对应的特点,因此,中医术语的翻译训练也是教

在外语教材评估领域,目前广为使用的是 Hutchinson 等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评估和编写外语教材提出了指导性原
则

[6-7]

,还有研究者综合运用国外较有影响力的评估理论框架
[8-9]

针对大学英语教材进行了评估

材编写的重点。
2.2

。

中医英语教材的评估标准
根据中医英语教学目标及其内容的专业特性,笔者从内容

总之,国内外研究者在评估外语教材时尽管实施步骤不尽

选择、结构安排、学习任务编写、翻译技能培训及使用者(教

[5]
相同,但在方法上多数采用的是 Hutchinson 等 提出的对照分

师和学生)需求等方面,提出以下评估中医英语教材的 7 项标

析法。在评估内容上,一般都强调学习者的重要性,重视选材、

准。

方式从微观到宏观,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及思维方法可以开拓

文字,而是跃然纸上鲜活有趣的临床及生活中的故事,有利于

思路,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问题。对中医学知识的掌握以及今

学生的深入理解。

后的临床工作也是大有裨益的,如中西医结合方法的运用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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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玉春,卫铁林.现代教育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292.

加深理解
中医学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体、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相交融

的科学知识体系。通过取象比类、生动的临床案例、生活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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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仅仅具有

中医现代进展。两套教材均以中医药基础知识为核心,结合中

材料真实性的教材是不够的,只有符合学习者心理真实、学习

医临床知识,对于中医专业和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内容兼具真

水平(如英语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真实和交际功能真实的教

实性和实用性。《新世纪中医英语教程》所选课文内容有出自

[10]

。因此,中医英语教材既要

Manfred Pokert、Tom Williams 等国外著名中医研究学者的著

保证所选内容的真实性,又要考虑学生的英语水平和中医知识

作,这些专著有些就是国外中医学习人员所使用的教科书,因

水平,以确保教材的实用性。

此,国内学习者了解并阅读同样的教材,有利于在国际交往中

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性教材

2.2.2

英语语言知识与专业内容的有机融合

英语语言知识

中医交流的开展,更符合实际交际任务的需要。两套教材在内容

具体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结构等,英语语言知识的累积是学

上的不足之处在于篇幅有限,有关中医四大经典的内容不多。

好中医英语的基石。完成大学英语四级学习的学生在英语语言

3.2

语言知识与专业内容的有机融合

基础方面仍有待加强,所以,中医英语教材应以中医学科知识

上述两套教材文后都附有词汇及音标,关键句译文,翻译

为核心,以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发现等内容为依托,将英

练习和扩展阅读,将中医专业知识与英语语言知识有机融合。

语语言知识与中医学科知识有机结合,将中医基础学科所涉及

《新世纪中医英语教程》的词汇表中将六级词汇单独标出来,

的主要英语术语、习语和句型等在内容中体现出来。

也有长难句注解,有利于学生英语和中医知识的积累。《中医

2.2.3

教材的编写在专业内容程

英语》将中医英语专业知识与听力结合,制作出临证会话 MP3

度上应逐步加深,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中医英语教材不是普通

光盘,提高了学习者的听力水平和中医翻译水平,也是第一本

英汉对照读物,而是培养中医外向型专门人才的重要工具,因

拥有听力光盘的中医英语教材。

此,在内容上应由基础理论着手,渐入各科。

3.3

2.2.4

教学内容编排的循序渐进

教材应充分考虑学生情感需

《新世纪中医英语教程》上册课文包括中医概述、阴阳、

求和认知特点。教材内容单一,学生将失去学习兴趣,其效果

精血和体液、脏腑、中医病因、五行、辨证论治、病机、针灸、

会大打折扣。中医英语教材应根据中医学科的特点,设计形式

治疗原则；下册课文包括中医前景、针灸、推拿、太极拳、方

多样的学习任务,既要有思考分析类任务,又要有交流表达类

剂和剂型、中药、非典和中医、疟疾和青蒿、中药的安全性、

活动。

疼痛的治疗。而《中医英语》的课文内容依次为中医医学史和

2.2.5

形式多样的练习设计

教学内容的编排

术语翻译的训练

中医英语是以将中医推向国际为目

发展、中医理论体系、阴阳、五行、藏象、五脏、六腑、气血

标,国际化的交流离不开翻译技能的培训。中医术语翻译是中

精液、气血精液关系、经络、病因、病机、四诊、脉诊、八法、

医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中医英语教材必须包含一定量的术语

中药、中医方剂、针灸、推拿、病案举例、中医现代进展。《中

翻译的训练。

医英语》严格按照中医原版教材的编排顺序编写,对已有中医

2.2.6

学生和教师的专业背景需求

教材是否能够满足学习

基础的学习者来说是便于熟悉的。《新世纪中医英语教程》第

[7]

者的需求是评判教材的依据和前提 。因此,中医英语教材应

一章即是中医概述,从中西方文化差异来导入中医基础知识,

根据学习者专业语言水平的不同,合理设计,有的放矢。教师是

先脏腑病因后五行理论,对中医初学者来说,更易于理解,能帮

教学过程中的引导者和启发者,是教材的使用者,教材编写必

助学习者更好地认识中医的思维方式。

须考虑到教师的背景和水平,设计出为大多数教师所接受的教

3.4

练习设计

材。担任中医英语教学的教师专业背景,既有英语专业,也有中

《新世纪中医英语教程》课后有翻译练习、讨论、阅读理

医专业,因此,中医英语教材的设计必须考虑到教师专业背景

解、听力,且下册每一单元开篇的“Warm-up”引导学生分组讨

的多样性。

论和演讲,增加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流与合作,能充分调动

2.2.7

动态的立体化教材

在当今数字化信息时代,中医英

学生的参与热情。《中医英语》课后安排翻译和写作练习、阅

语课堂教学模式理应延伸到大的交际环境中,充分利用网络和

读理解、翻译讲座、口译实践及临证会话光盘,加强了学生中

多媒体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因而,中医英语教材也应该是多方

医英语翻译技能的培训。可见,这两套教材在练习形式上是具

位的,为学习者提供开放、互动、多元化的中医英语学习材料。

有多样性的,但也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如《新世纪中医

3

英语教程》可以增加 MP3 临证会话的内容和口译实践,《中医

对现有中医英语教材的评估
目前,可供选择的中医英语教材很多,针对各高校的使用情

英语》也可以增加“Warm-up”等促进师生互动的环节,增加实

况和关注度,笔者主要讨论李磊、施蕴中主编的《新世纪中医英

践的内容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两者都可加大术语翻译练习。

[11]

[12]

语教程》 和李照国、张庆荣主编的《中医英语》 这两套有
代表性的教材,参照 Hutchinson 的“主观需要”与“客观对象”
相对照的评估方法,对照上述 7 项评估标准进行简要评析。
3.1

内容的真实性和实用性
《新世纪中医英语教程》题材涉及中医基础理论、中药、

3.5

术语翻译
该两套教材均重视学生中医术语翻译的训练。
《新世纪中

医英语教程》在中医术语翻译上力求将术语的多样性体现出来,
如相克的表达有“inter-restraining”和“interaction”。
但由于文章多来源于国外中医研究者,某些术语表达出于欧美

方剂、养生、中医临床特色治疗。《中医英语》以中医基础理

国家的习惯,可能会对中国学生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困难。

论为主要内容,同时涉及中药、方剂、针推、典型病例分析、

如中医中所说的“七情”被翻译为 “joy,anger,sa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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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ef,pensiveness,fear and fright”,其中“sadness”和

应该是来自所有中医英语教学参与者(包括教师和学生)的评

“grief”意思相似,没有把“忧”翻译出来。
《中医英语》中

判。上述中医英语教材评估标准也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

“七情”翻译为“joy,anger,anxiety,thought,sorrow,fear,

的研究者参与这项工作,从而共同推动中医英语教材建设。

fright”,更易于理解和运用。《中医英语》教材所附的 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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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材评估这项艰巨任务的最初尝试,更有说服力的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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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论治非以一概全,但确可涵盖 LDH 临床症状体征,若临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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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H 病变的复杂性还在于个体解剖变异,常见从 1 个椎间

纲挈领抓住少阳枢机这一关键点,或是中医非手术治疗取得疗

孔走 2 个脊神经,受卡压的部位可能在神经根管入口区,也可

效新的切入点。

能在出口区,脊神经节的位置可能在椎间孔内口,也可能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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