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 表 说 明

《河北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书》是教学成果奖申请、推荐、评审、批
准的主要依据，请严格按规定的格式、栏目及所列标题如实、准确、全面填写。

一、封面
1．成果名称：应准确、简明地反映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教学成果如

为教材，在成果名称后加写“（教材）”。
2．成果完成人：不得超过 5 人，按第一、二、三、四、五完成人顺序从左

至右依次填写。（完整、准确填写）
3．成果完成单位：不得超过 3个，按成果贡献大小从上至下依次填写。（完

整、准确填写）
4. 申请单位：为第一完成单位，要填写全称并加盖公章。
5．推荐单位：市属和县级职业学校推荐单位为市教育局；省属职业院校推

荐单位为本校；其他单位推荐单位为其主管部门。
6. 成果内容所属类别：教书育人、教学改革、教学建设、教学管理、其他。

（填写其中之一）
二、成果简介
7.成果展示网址：请准确填写，并保证网页开通运转，以确保评审专家正常

访问。
8.成果曾获奖励情况：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社会

团体设立的相关奖励。
9. 成果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立项研究或开始研制日期；完成时间指成果

开始实施（包括试行）或通过验收的日期；实践检验时间应从正式实施（包括试
行）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即不早
于成果完成时间，为项目推荐时间和完成时间的间隔。

10.实践检验：包括实践检验的起止时间、单位、实践检验效果情况等。
11.成果简介:对成果主题和主要内容进行概述。字数一般不超过 1000 个汉

字。
12.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概述成果主要解决的

教学问题，具体指出成果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方法，思路要清晰。字数一般不超过
1000 个汉字。

13.成果的创新点：对成果在创新性方面的归纳与提炼。字数不超过 800 个
汉字。

1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就成果的应用、推广情况及实际效果进行阐述。
字数不超过 1000 个汉字。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17.主要完成单位情况，是核实推荐河北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主要完成单

位是否具备获奖条件的依据，应准确无误，所有完成单位都要填写，并在单位名
称栏内加盖成果完成单位公章。单位是指学校或其它法人单位。

18.主要贡献：应在栏目内如实地写明该完成单位对本成果做出的贡献。
四、推荐意见
19.推荐意见：由推荐单位填写。内容包括：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

应用情况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意见；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一、成果简介

成果
名称

医学高职院校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建设的实践研究

成果
展示
网址

cgsb.czmc.cn

第
一
完
成
人

姓名 吴雷达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4-11

专业

职务
副教授

行政

职务
无 学 历 大学本科

工作

单位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移动电话 18031793228

通讯

地址

沧州市运河区迎宾大道高教区沧州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
邮政编码 061001

成果

曾获

奖励

情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奖金数额
（元）

授 奖
部 门

2018
河北省职业院校教

学能力大赛
一等奖 10000 河北省教育厅

2019
河北省职业院校教

学能力大赛
一等奖 10000 河北省教育厅

2019 河北省外语金课大赛 二等奖 3000 河北省教育厅

2019
河北省外研社“教

学之星”大赛
二等奖 外研社

2019
首届“慧医杯”青

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比赛

一等奖 10000
河北省卫生职业

教育集团

2020
河北省职业院校教

学能力大赛
一等奖 10000 河北省教育厅

2020 河北省外语金课大赛 三等奖 3000 河北省教育厅

2020
学银在线医护英语

示范教学包
超星集团公司

2021 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2000 沧州医专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 2017 年 1 月 实践检验时间：2 年

完成： 2019年 1月

第
二
-

第
十
完
成
人

姓名 年龄 单位 专业职务

孙磊 3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张婧 40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孙燕 3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张红红 3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姚娜 36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李文婧 3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韩双双 33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徐婧 38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张锴 38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实

践

检

验

一、 实践检验时间：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实践检验自建成以来至今实践检验

时间为 2年。

二、 实践检验单位：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三、实践检验效果：

医护英语自课程建设以来，为满足本校、其他医学职业院校和社会不同的

教学需求，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先后在 3 个平台建课运行，学银在线平台

（MOOC平台）、优慕课平台（SPOC平台）和智慧职教MOOC学院平台。

在服务本校学生和社会学员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收到广泛好评。

1. 教学平台为本校教学服务：

在日常教学和教学能力大赛中，采用线上教学加直播课的形式开展教学活

动，学习期间，教师利用平台发布导学，学习任务，学生利用手机客户端学

习平台的 APP自主学习，课后线上提交作业，与直播课相结合，收到了满意

的教学效果。期末利用在线课程平台成功地进行了考试和阅卷工作。

2. 教学平台为社会服务：

医护英语在线课程选课人数多，课程点击率高，师生线上互动好，如，

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在学银在线MOOC平台已开办 7期，被国内医学院校所认

可，学员覆盖全国各地 100余所院校，学员人数近万人，点击量 600多万次。

3. 校内外评价：

（1）河北省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会、省内专家、沧州医专教学工作委员会对

医护英语在线课程予以较高评价，一致认为医护英语在线课程教学内容适合

医学职业院校的学生学习，平台运行良好，充分体现了本课程利用现代教育

技术的优势和丰富的优质教学资源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教学效果。

（2）2020年疫情期间荣获超星集团学银在线医护英语示范教学包荣誉证

书并将该课程作为在线课程的示范教学包推荐给全国医学院校使用。

（3）申报精品在线课程：

2018年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已被评为校级精品在线课程；在 2018年、2019
年作为学校重点培育项目，参加国家精品在线课程的申报。

（4）课题结项鉴定：

河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医学高职院校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建

设的实践研究》于 2019年结题，鉴定等级为优秀。

4. 获奖情况

借助医护英语在线课程，英语教学团队在校内外的教学能力比赛中连创

佳绩，分别在 2018年, 2019年河北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获得一等奖、河

北省“慧医杯”教学能力大赛中获得一等奖，2019年河北省教育厅外语金课

大赛获二等奖，河北省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二等奖奖，2020年河北省职

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获得一等奖，2020年河北省教育厅外语金课大赛获二等

奖。

实践检验单位（公章）：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20年 7月 15日



一、 成果简介

《医学高职院校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建设的实践研究》课题系河北省教育科学研

究“十三五”规划一般课题，课题编号为 1704038。该课题于 2018年 1月经河北省

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立项。2019年 5月课题达到了预期的研究目标并结题，

经专家组评审鉴定等级为优秀。

本课题通过近两年的研究，从建设医学高职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入手， 探索医护

英语教学在线课程设计与构建模式；借助在线课程教学实践提高学生泛在化的英语

自主学习能力，重点提高加强学生的听说技能，推动英语教学改革。

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方式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使学生自主学习英语的能力和医护英语交流技能得以提升。研究成果如下：

1. 根据需求分析调查，制定医护英语课程标准。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医护工作岗位对英语教学的需求，研究医学高职院校人才培

养方案，制定医护英语教学标准，确定医护教学内容，评价考核方式。

2. 在线课程学习平台建设

把知识点制作成微课、音频、文本等网络教学资源，学生提前开展自主性学习，

强调线上线下生生互动、师生互动，课堂上采用讨论、展示、角色扮演等教学活动

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构建了学银在线，智慧职教MOOC学院和优慕课平台

（1）平台设计与使用：教学平台的功能设计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设计理念，既有

PC端，也有手机端，学生操作使用方便，按照视、听、读不同的功能进行组织安排，

学生点击相应的标题和按钮就观看课程资源。

（2）多模态教学资源的收集与制作，所建设的教学资源统计见下表：

（3）设计了医护英语词汇小程序“Wordland”, 提高学生对医学词汇的学习兴

趣。



3. 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及混合式教学模式。

依托学习平台，按照“视、听、读”的顺序安排教学内容，练习题等。采用了

在线教学和传统教学的优势结合起来的一种“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教

案，组织教学。在每个单元学习之前，教师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通过网络学习平

台发布学习任务，学生进行自主学习。上课时学生展示其学习成果，针对学生在课

堂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问题着重讲解，互动交流。网上讨论区供师生讨论和交流。

4. 对医护英语混合式教学考核评价体系的实践研究

改革了评价考核方式，采用了线上线下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

合的方式。

学号 姓名

练习册

及作业
小测验 背诵

课堂

提问

在线

课程
总评

备注

20% 20% 20% 20% 20% 100%

线上考和采用人机交互在线测试和作业布置，系统可以自动组卷，即时阅卷，

学生可以在 PC端或手机端完成。教师可对访问量、作业数、视频观看时长、小测及

作业成绩等项目设置不同的权重，对学生的线上学习成果进行全面考查。

5. 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建设的实践研究对提升教师执业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通过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混合式教学模式，课题组成员也不断创新教学方法，

积极采用丰富的信息化教学手段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同时积极参

加各种信息化教学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



二、 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 需解决的教学问题

（1）改革前的英语教学内容为公共基础英语，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脱节。

（2）医护英语特别时适合医学高职院校的医护英语教学资源匮乏。

（3）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以讲授式为主，存在“满堂灌”的情况，学生缺乏

学习兴趣。

2. 问题解决的方法。

（1）制定新的英语课程标准：

根据专业需求分析调查，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对在医学院校的在校学

生、实习学生以及医疗一线人员和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同时，研究医学高职

院校人才培养方案，对照其对英语教学的基本要求，制定新的英语教学标准，确定

了公共基础英语和医护英语教学内容，以及评价考核方式。改变了以往医学高职院

校只开设公共基础英语的状况。

（2）多模态英语教学资源的制作：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医护英语教学资源的建设方面，通过“两条腿走路”的方

式，自制和外包，医护英语在线课程资源库应包括医护英语课程教学视频、动画片、

听力材料、课程习题、教学课件、参考书籍等资源。 所收集和制作的医护英语教学

资源单元主题保持一致。这些教学资源较好地满足了教学需求。

（3）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

通过建设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学习平台，满足了在校生和社会青年线上学习的需

求。教学平台包括：优慕课平台适合校内的 SPOC教学（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学银在线和智慧职教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学院适合面向社会的MOOC教学。教学平台的功能设计要较好的满足医护英语在线

课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设计理念，既有 PC端，也有手机端，学生操作使用方便。进

入学习页面，左侧是按照视、听、读不同的功能进行组织安排，学生点击相应的标

题和按钮就观看课程资源。

在每个单元学习之前，教师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通过网络学习平台发布的微

课、音频、文本，进行自主学习。上课时教师让学生展示其学习成果，如听写单词、

小组讨论、角色扮演，问答题等形式，对学生在课堂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问题着重讲

解，对重点与难点内容进行深入的互动交流。网上讨论区供学生线下下自由讨论和

交流。



三、 成果的创新点

1. 多模态的课程资源设计

多模态的课程设计使学生能够在线学习时，进行视、听、说、读、写等学习活

动。为每个单元制作了共 8个动画片，每个动画片均包含字幕版和非字幕版，以适

应不同学生的需求，教师出境讲解的微课视频共 15个，其中包含情景剧、访谈和

PPT讲解等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平台对学生的学习

过程进行自动监测和评价考核，项目主要包括“在线学习时长”、 “任务点完成情

况”、 “在线互动情况”、 “单元测验”四项。

2. 医学英语词汇小程序“Wordland”
医学英语词汇是医护英语教学难点，针对这一难点，教学团队联合某公司，共

同设计开发了依托本课程的医学英语词汇小程序“Wordland”辅助词汇教学。该软

件使用方便，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登录使用，方便学生在课前、课中和课后进

行医学英语词汇的学习和记忆，教师也可以使用该小程序组织课堂教学活动，提高

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 体现为医护专业服务的新的英语课程标准

英语教学内容包含基础英语和拓展课“医护英语”，包括有“预约挂号”、“接

待患者”、“照护患者”、“康复治疗”等工作任务，体现了以英语为主线，以医

护工作任务为背景的设计理念，能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英语的学习。

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专业内容和未来工作情境，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医护英语的动

机。

4．医护英语的教学特色

在教学实践中形成了“平台学知识，课上做活动，任务加情境，课程融思政”

的课程特色。具体做法如下：

（1）课前，教师在平台上发布导学和学习任务，学生课前观看视频等学习材料，

学习单词、句型、课文和对话等内容。

（2）课中，教师检查学生学习成果，通过提问、小组讨论、代表发言和角色扮

演等活动，巩固知识点，激发学生学习。

（3）通过任务驱动，情景再现的方式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听说读写的练习。

（4）在教学过程中体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注意挖掘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

使学生在练习英语技能的同时，体验医务工作者的爱心和耐心，以及他们的奉献精

神，体验中华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培养文化自信。

一、 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 医护英语在线课程选课人数多，课程点击率高。

（1）截止到 2020年 7月，优慕课平台点击次数为 443662人次，选课人数累计

9746人，在全校各类在线课程中排名第一。

（2）学银在线平台点击次数为 6350910人次，选课人数累计 9109人，覆盖国

内 80余所院校，累计互动次数为 9192人次。



（3）智慧职教MOOC学院平台，开课较晚，但现在也已经开始第二个周期的教学，

点击次数为 18330人次，累计选课人数 936人，覆盖国内 42所院校，如衢州职业技

术学院，宜春职业技术学院等。

2. 疫情期间，医护英语在线课程排上大用场

（1）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000多名学生，借助医护英语在线课程的各个教学平

台，采用线上教学加直播课的形式开展教学活动，收到了满意的教学效果。期末利

用在线课程平台成功地进行了考试和阅卷工作。

（2） 因为在疫情期间国内一些医学院校如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等也选择了我校的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学银在线平台的医护英语在线课程点击数超

过了 630多万次，学习人数累计达 9108人，累计互动次数 9000多次。学员来自全

国各地的 85所院校。

3. 学术交流推广做得好

项目负责人多次在本校、省内及全国的学术交流会上发言，分享医护英语在线

课程建设与实践经验，项目组成员发表论文 18篇。

4. 校内外专家对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均的评价高

（1）河北省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会、省内专家、沧州医专教学工作委员会对医护英语

在线课程予以较高评价，一致认为医护英语在线课程教学内容适合医学职业院校的

学生学习，平台各个环节运行良好，充分体现了本课程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和

丰富的优质教学资源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教学效果。

（2）河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医学高职院校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建设的

实践研究》于 2019年 6月 28日结题，鉴定等级为优秀。

（3）学银在线平台认为医护英语课程制作质量较高，将该课程作为在线课程的示范

教学包推荐给全国医学院校使用，被引用 269人次。

5. 教学获奖多：

借助医护英语在线课程，英语教学团队在校内外的教学能力比赛中连创佳绩，

分别在 2018、2019、2020年的河北省教学能力大赛、河北省“慧医杯”教学能力大

赛中获得一等奖，2019、2020年河北省外语金课大赛获二等奖和三等奖。



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

单位名称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主管部门 沧州市教育局

联 系 人 李怀珍 联系电话 0317-5508035

传 真 0317-5508035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沧州市运河区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邮政编码 061001

主

要

贡

献

作为“医学高职院校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建设的实践研究”教学成果的第

一完成单位，负责研究团队的组织， 教学改革实施方案的整体设计、制定

和实施、成果的总结和推广应用。主要包括，需求分析调查、新英语课程标

准的制定、动画片脚本、微课脚本的编写、教学平台的建设、微课拍摄、词

汇游戏小程序的设计、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践、课堂教学、教学能力比赛、

教学成果的推广。在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

索，研究成果丰硕，推广工作做得好，经过我校实践检验效果良好，具有普

遍推广价值。

单 位 盖 章

2021 年 2 月 26 日



三、推荐、评审意见

推荐单位意见：

有我单位吴雷达同志主持完成的“医学高职院校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建设的实践

研究”教学成果，既符合当前高等职业院校英语教学改革的需求及教育发展要求，

又符合河北省“双高计划”建设要求，在医护英语在线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方面做

出了有益的探索，研究成果丰硕，推广工作做得好，经过我校实践检验效果良好，

具有普遍推广价值。材料属实，同意推荐上报。

推荐单位（公章）

2021年 2月 26日
省教学成果奖励评审委员会意见：

评审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