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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专题教学法在国际贸易教学中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网络环境为专题教学法的应用创造条件。结合网络环境和

国际贸易教学基本情况，就专题教学法的应用进行探讨，并提出应用策略，同时指出需要注意的问题。研究证实，在网络环境
下应用专题教学法进行国际贸易教学有利于突破教学重难点，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确保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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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国际贸易课堂教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专
题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由任课教师对一些重
难点或热点问题进行提炼与设计，采用专题形式进
行系统化讲授，并引导学生分析和讨论，探索问题
解决方案，最终提高学生知识应用技能的一种教学
方法［1］。该方法改变了传统的以教师讲解为主的
教学模式，注重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的主体作用。
同时将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积极组织学生开展课
堂讨论，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应
用也变得越来越广泛。此外，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
的发展和应用，专题教学法面临新机遇，网络为专
题教学法提供更为丰富、及时、新颖的教学资料。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顺应网络时代的背景和要
求，有效开展专题教学法已成为任课教师普遍重视
和关注的问题。

1 专题教学法在国际贸易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专题教学法在国际贸易课堂教学中的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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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能将国际贸易最新动态和前沿问题引入课
堂教学，进而确保教学内容新颖，实现理论与实践
紧密联系，最终有利于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
决国际贸易的新问题，对培养学生知识应用技能也
具有积极作用。
1.2

理、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实务等，一共约 12 章，
教材大约 500 页。但高职院校安排的课时却十分
有限，通常在 60 课时左右。如果整个课程教学采
用以教师讲解为主的方式，不仅难以突出重难点，
还会让课程教学变得枯燥无味，不利于提高教学质
量。而专题教学法能弥补这种不足，任课教师可以
将重难点和热点以专题形式讲授，并组织学生开展
课堂讨论［2］，有利于深化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也有利于提
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2 网络环境为专题教学法在国际贸易教学
中的应用创造条件

用表现在以下几点。
1.1

确保教学内容先进，培养学生知识应用技能
国际贸易是一门动态发展的课程，教学内容更

新速度快，并且与国际贸易的前沿动态紧密相联。
同时，国际贸易形势与相关政策也处于不断变化之
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选用最新版教材也显得
较为滞后，难以满足学生对国际贸易最新知识的学
习需求。而专题教学法能有效弥补这些不足，利用

突出重点与难点，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国际贸易课程内容丰富，主要有国际贸易原

专题教学法离不开资料的收集，需要师生之间
有效开展交流互动。而网络环境能为专题教学提
供丰富、新颖的教学资源，有利于增进师生之间的
联系与互动，让整个课堂教学变得生动有趣，为专
题教学法的应用创造有利条件。
2.1

网络环境打破教学的时空束缚
传统课堂教学中，专题教学局限于教室，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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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都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而网络环境下，这种

化学习时，可选择“一带一路倡议”或“跨太平洋伙

模式得到根本转变。任课教师通过课程网络平台

伴关系协定与中国”作为专题教学内容。同时，对

可以将资料分发给学生，学生则可以不受时间和地

搜集到的资料要进行加工和凝练，并以文本资料、

点束缚进行专题学习，参与课堂讨论，开展交流互

幻灯片、视频等形式上传至网络平台，方便学生自

动，进而弥补传统课堂教学的局限性，让异步学习

主学习和思考。

成为可能。

3.2

2.2

网络环境可以提供丰富的专题教学资源
网络环境下，任课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微信

课堂研讨与互动
（1）学生学习专题教学内容。需要注意的是，

在该教学环节，学生除了对专题资料进行自主学习

公众号、论坛、数字图书馆等获取丰富的教学资源，

和思考外，通常还要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专题研讨，

不仅可以确保专题教学资料新颖，而且还能实现教

认真完成任课老师布置的任务，每个小组成员数量

学资料及时更新。同时，通过获取丰富的教学资

在 4-6 名之间为宜。学生要注重相互借鉴与交流，

料，任课教师可以建立优质的专题教学资料库，方

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进而增强文献资料收

［3］

便学生自主学习

，也有利于深化学生对教学内容

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的理解与认识，逐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对培养学生

（2）学生展示专题研讨成果。每个专题学习任

知识应用技能也具有积极作用。

务完成后，任课老师安排 1-2 个课时，让每个小组

2.3

网络环境能让专题教学变得生动有趣
在互联网的支持下，任课教师可以灵活采用文

进行专题研讨成果展示。通常每组选派一名代表

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形式介绍专题教学背景资

习成果分为多个不同模块，每位小组成员汇报一个

料。此外，学生也可以利用幻灯片、视频等形式呈
现专题学习成果，从而让整个课堂教学变得生动有

或几个模块。成果汇报通常以幻灯片的形式进行，
将文字、图片、音乐、动画等形式相结合［4］，确保成

趣，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文字讲解的枯燥形式，更有

果展示的形式多样化，有利于活跃课堂氛围，激发

利于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他们对专题知识学习的

学生兴趣。

进行成果展示与汇报，如果任务较多，也可以将学

兴趣。

3 网络环境下专题教学法在国际贸易教学
中的应用策略
网络环境下，为了让专题教学法在国际贸易教

（3）教师点评专题学习内容。在小组成员展示
本组学习成果时，任课老师与其他组员作为评委，
对学习成果进行点评。要肯定其中的优点，对存在
的不足提出改进建议。对疑难点要敢于发表意见
与看法，各抒己见，深化理解，进而有效突破学习中

学中取得更好效果，任课教师应该周密而详细地安

遇到的疑难点。

排教学流程，从课前准备、课堂研讨与互动、课后总

3.3

结三个环节入手，推动专题教学法得以顺利实施。
3.1

课前准备
课前准备主要是建设网络平台，整合并凝练专

题教学资源，为课堂教学顺利进行奠定基础。
（1）搭建专题教学网络平台。正式开展专题教

课后总结
在学生专题学习和任课教师点评之后，教师还

要进行成果交流和经验总结。学生要分享学习经
验，对存在的不足提出改进建议，从而为以后更好
应用专题教学法开展国际贸易教学提供启示。
（1）小组交流学习。研讨小组可将本组成果上

学之前，任课教师要搭建国际贸易课程教学网络平

传至网络平台或微信平台，在这些开放式平台上，

台，建立班级微博、QQ群和微信公众平台，从而方

同学们可就相关内容进行深层次探讨交流。课后

便专题教学资料上传，有利于及时布置专题研讨任

交流学习中，要善于学习其他同学优点，从而达到

务，便于对学生进行考核评价。此外，教师也能及

破解疑惑、探寻真知、扎实掌握所学内容的目的。

时解答学生专题学习中遇到的疑惑，有利于密切师
生交流。
（2）凝练国际贸易专题教学资料。专题教学应

（2）学生撰写总结报告。每位同学在每次专题
学习后，要结合自身实际，认真撰写总结报告，主要
内容包括此次专题学习的收获、体会、存在的不足、

该紧扣教学重难点与时事热点，要确保资料新颖，

今后的改进建议等。通过仔细撰写总结报告，学生

具有较强的时代感与实用性。例如，区域经济一体

能反思专题学习中存在的缺点，有利于帮助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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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和提高。
（3）教师撰写专题教学小结。任课教师要仔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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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批改学生的总结报告，正确看待学生所提出的问题

我校自 2013 年以来，在国际贸易教学中开始

及改进建议。同时，任课教师也要撰写专题教学小

引入专题教学法，同时注重发挥互联网的作用，为

结，反思不足，提出完善建议，并在下次专题教学中

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料，让学生有效融入学习

改进，让专题教学取得更好效果。

活动当中，也推动了专题教学法的顺利进行。经

4

过将近五年的探索与实践，教学重难点得到有效

需要注意的问题

突破，学生理论知识储备进一步增加，他们对国际

除了遵循教学流程、把握上述要点外，为推动专

贸易教学内容的理解与认识进一步深化，分析和

题教学法在网络环境下的国际贸易教学中得到有效

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通过与学生的交流

应用，促进教学效果提升，还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与沟通得知，他们更乐意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学生

（1）重视网络平台建设，优化网络资源配置。

的学习主动性得到提高，就业率稳步提升，对他们

任课教师要利用网络的便捷性为学生推介优秀网

走向工作岗位、更好从事自己的工作也产生了积

站和数据库资源等，满足学生搜集资料、开展自主

极影响。

学习的需要。
（2）精选专题教学内容，合理安排专题教学时
间，通常每学期组织 4-6 次专题教学为宜。教师要
结合国际贸易的重难点与热点问题，重视教学资源
凝练，让每次专题教学都能取得最佳效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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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matic Teaching Metho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Network Environment
MA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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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matic teaching meth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eanwhile,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creates the condi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matic teaching method. Combining with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each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matic teaching method and puts forward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deserving attention.
The conclusion confirms that applying the thematic teaching method to international trade teaching under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is conducive to breaking through teaching difficulties and difficulties, improving students' abilities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and ensur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network environment; thematic teaching method; international trade teaching; thematic teaching
content; seminar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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