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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基本信息

（一）专业定位

1. 基本信息

专业名称
英语

（English）
专业代码 050201

修业年限 4 学位授予门类 文学

专业设立时间 2011 年 所在院系名称 外国语学院

专业总学分 160 专业总学时 3584

招生规模 120 人/年

2. 专业定位

本专业着眼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对标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坚持依托学校医药强势学科发展英语学科，深化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突出医药特色，培养复合应用型英语专业人才，力争在

全省同类医药院校英语专业改革中发挥示范作用。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语言技能和比较广泛的药学（含中药

学）及医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思辨能力与较高的人文素养，

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在医药、商贸、教育与文化领域，从事涉外医药商务、

医药文献翻译、教学、管理、文化交流、疾病防治国际合作服务等相关工作的复

合型、应用型人才。

（三）培养规格

1. 学制与学位

学制 4年；文学学士学位。

2. 总学分和学时要求

总学分 160 学分（3584 学时）。其中必修课 118 学分（3404 学时），选修课

28 学分（720 学时），实践（含实验）14 学分。

3. 人才培养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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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通过完善课程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创造浓郁的英语语言氛围，

使学生有良好的思想政治修养、人文综合素质和国际视野，熟悉英语语言、文学

和文化知识，熟练掌握英语语言基本技能，并强化医、药学专业知识，具备运用

相关知识技能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服务国家建设、适合社会需求、顺应

新时代发展的复合型英语应用人才。

（1）素质要求

毕业生应具有较高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文化素养，良好的身心素质，健全的

人格品质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具备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适

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具备在医药、商贸、教育与文化领域从事与英语和医、

药学领域相关的专业性工作的能力。

（2）知识要求

① 英语语言知识教育与文化素养提高相结合。通过制订合理的教学计划，

在教学中夯实学生的语言基础，重点加强学生在听、说、读、写、译方面的知识

和能力培养，同时加强学生在文化素养方面的教育，开设中国文化概况、西方文

明史、西方医药文化概况和跨文化交际等课程，使学生毕业后具有使用娴熟的语

言交流能力进行中外文化传播，加强国际交流能力。

② 英语语言能力与医、药专业知识相结合。在培养学生扎实的英语语言能

力的同时，通过开设基本的医、药（含中药）方面的课程，让学生在宏观上掌握

医、药学科学知识，了解医、药科学的基本原理，建立融医药专业与英语语言为

一体的知识结构；根据我校特色和多年丰厚的医药办学基础与专业人才力量，增

加学生的专业素养。本专业尤其可以让学生具备基本而系统的药学方面的知识。

（3）能力要求

① 英语视听说理解表达能力：通过课堂内外多种形式的视听说训练和口语、

演讲与辩论实践，逐步克服语言文化障碍，能听懂并正确理解英语国家本土一般

场合的交谈和中等难度的新闻英语听力材；能用英语进行流畅表达与沟通；

② 英语文献阅读理解能力：通过课堂内外精读、泛读等多种形式的训练与

实践，把握精读、扫读与跳读的技巧，能快速反应、准确检索、合理推理，从而

得出正确理解文献；

③ 英语写作书面表达能力：通过课堂内外句子段落篇章的组织架构与修辞



3

表达能力的学习，以及各种文体的写作实践，把握写作的策略与技巧，具备学术

性写作的基础表达能力；

④ 英汉口（笔）互译能力：通过课堂内外口（笔）译策略与技巧的训练与实

践，具备较高的英汉口（笔）能力，能够从事一般性的口译与外事接待工作，并

可对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和一般文学作品的英汉互译；

⑤ 英语文学赏析能力：熟悉英美文学的主要流派、作家、作品与文学评论

的基础理论与基本方法，具备阅读文学作品的能力和鉴赏水平，能运用所学知识

对英文小说、诗歌、散文与戏剧原著进行正确的欣赏与评价；

⑥ 基本英语课题研究能力：能有效运用英语语言学、英美文学、翻译与跨

文化交际有关的理论知识与方法，初步从事英语相关课题的科学研究与创新实践

活动，具有较强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

⑦ 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能力：具备良好的汉语语言文字表达与交流能力，熟

悉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文艺术领域有广泛涉猎，能够继承、弘扬并具备对外传播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能力；

⑧ 跨文化交际能力：深入了解东西方文化，尤其是英汉语言在思维、文化、

价值观念与交际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具有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

文化差异的灵活性以及与外国朋友进行有效的互动与交流；

⑨ 实践创新与思辨能力：坚持“以赛促学”，通过各类英语学科竞赛、创

新训练项目、国际交换生交流和企业见习等英语专业实践与社会实践活动，培养

良好的实践创新与思辨能力以及职场工作能力。

（四）课程体系

1. 主干学科

英语语言文学、药学

2. 专业基础课与专业核心课程

（1）专业基础课

综合英语、英语口语、英语阅读、英语视听说、英语写作、英语翻译理论与

实践、英语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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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核心课

高级英语、英语语言学、英语演讲、英语辩论、跨文化交际、西方文明史、

英美文学史及选读、英语翻译（口译）、医药英语翻译（笔译）、学术写作与研究

方法、医药英语词汇学、药学英语、药学概论、基础医学概论、临床医学概论、

中药学概论、中医学概论、医药信息检索。

3.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1）入学教育与军事技能训练

（2）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课

（3） 毕业实习

（4） 毕业论文（设计）

（五）师资队伍

英语专业拥有一支知识、年龄和职称结构比较合理、素质良好、治学严谨的

队伍，成为广东省本科高校“质量工程”— 医药英语教学团队。目前，英语专

业有专任教师 14 人，外籍教师 2人。专任教师中，博士 5人，硕士 8人；教授

1人，副教授 3人，讲师 10 人。

多名教师获得“南粤优秀教师”、“南粤教坛新秀”、“广东省千百十人才

培养对象”等称号；多名教师参加广东省外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普通高

校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翻译分会副主任委员、世

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翻译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等社会学术团体。

近几年，本专业教学团队先后获得省级以上项目 20 多项；主编、副主编及

参编国家级“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卫生部“十三五”规划教材等

10 多部；多名教师在校级、省级英语专业类教学比赛中获奖；医药英语人才培

养模式、人才培养体系及课程思政建设成果获得校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次和

二等奖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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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我院教师主编、参编部分教材

（六）教学条件

学院现有英语专业语言实验室 1间，同传翻译语言实验室 1间，用于英语专

业视听说及翻译实践练习；签约 4家校外教学实习基地以满足英语专业见习实践

及毕业教学实习；成立“医药英语研究中心”，着力培养学生扎实的英语专业基

础，；成立“大学生英语综合技能训练中心”，坚持“以竞赛促教学”，着力培

养学生英语思辨能力，提高中外文化素养。

图为英语专业同传翻译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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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我院学生参加春交会实习 图为我院学生进药企见习

二、其他专业相关的重要信息

（一）专业及教师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类 别 名 称 级 别

教学成果奖 医药院校英语专业课程

思政路径探索与实践

校级一等奖

教学成果奖 “医药英语专业创新教

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校级二等奖

教学成果奖 特色先行、差异发展：构

建医药院校英语专业复

合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校级二等奖

广东省本科高校“质量

工程”

医药英语教学团队 省级

广东省本科高校“质量

工程”

医药英语翻译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实验区

省级

（二）人才培养效果

英语专业学生积极参加各类英语竞赛，近年获得省级及以上奖项 60 余人次,

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在 95%以上，英语专业毕业生国内外深造人数逐年攀升，多名

毕业生赴英国爱丁堡大学、香港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美国纽约大 学、香

港理工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外高等学府

攻读硕士学位。学院还与 美、英、韩、马来西亚等国家多所大学建立友好合作

关系，联合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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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关文诗代表优秀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图为关文诗、江敏莹两位同学参加第二十二届“外研社

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全国总决赛，并获一等奖

图为学校创新团队代表中国参加创行世界杯获全国 16 强，我院我院 14 级学生梁倩婷担任 presenter

图为学校创行团队获 2017 创行世界杯大赛中国站冠

军，我院 16 级学生黄晗担任全国赛 presenter

图为学校创新团队获得“2015 年创行世界杯中国站”

大学生创新公益大赛全国赛一等奖，我院 13 级学生谢漫

銮担任 pres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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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我院 14 级林思敏同学获 2017“批改网杯”高校 英语

写作大赛全国总决赛特等奖

图为我院 12 级学生梁敏珊获得年广东省本科高校大学生

英语写作大赛特等奖

图为我院 15 级学生关文诗获第十届“China Speaks”国际

英语大赛（大学组）中国区总决赛一等奖

图为我院 13级学生郭清慧获第 20 届“外研社杯” 全国

大学生英语辩论赛“思辨风云 人气女神”称号

近几年来，“医药特色”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效果明显。2020 年和 2021 年连

续两年获得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翻译专业委员会主办的世界中医翻译大赛集

体一等奖，英语专业 14（2）班张鑫会同学、2017（2）班何紫琪、2018 级（1）

班陈泳同学和宋绮薇同学以及 2019 级（1）班陈怡冰和林晓淇同学等获得个人优

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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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积极承办中日、中美、中韩等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中外学生之间的交

流与联系，开拓学生国际视野，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图为我院学生与日本来校访学大学生友好交流
图为我院学生与韩国来校访学大学生友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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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志愿服务意识，引导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感，提升社会

服务能力。我院 2018 级学生简小东长期担任广州南站暑运、春运志愿者、广交

会志愿者和国际赛事服务志愿者，曾获 2019 汇丰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优

秀志愿者、2019 广州南站暑运优秀志愿者、第 125 届广交会优秀志愿者、2019

年广州市春运优秀志愿服务个人奖、第十一届泛珠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

贸洽谈会优秀志愿者等近 10 项荣誉称号。疫情期间，简小东担任海珠区疫情防

控外语翻译志愿者，其所在团队志愿服务事迹在人民日报客户端广东频道报道。

通过志愿活动，学生学有所用服务意识进一步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明显提升。

图为简小东接受采访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 图为我院学生简小东担任海珠区疫防控外语翻译

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