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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及培养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处于预科阶段的留学生与正式录取
本科阶段的留学生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有一定区别。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智慧教育被广泛运用以保
证教学活动正常进行。针对外语学科专业的特点,通过预科阶段留学生英语课程在线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以期达到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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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nline teaching model of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preparatory
stage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sdom education
Yanqian Yang
Yunn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ducation quality and training of overseas students in China have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the state.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preparatory stag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fficially admitted in the undergraduate stage in the curriculum
setting and teaching content.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smart educa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ensure the normal progres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onlin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courses,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coping strategies to achieve the ideal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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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b+c”教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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