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什么是教师专业发展？首先有必要明确概念

及其内涵意义。“教师专业发展”一词是舶来品，来

自英文“Faculty Development”缩写“FD”，中文翻

译为“教师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芒教授指出，关于教师专业

发展这个名词，其中，是否需要“专业”一词，包括

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学者都更加认同“教师专业

发展”，如同律师、医生一样，做教师也需要具备其

专业学术能力。英国学者戴（C.Day）认为教师专

业发展包括教师从经验中学习和从有意识、有计

划地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个人、小组和学校的、有

助于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的活动中获得的发展（赵

明仁，2009）。这一概念界定凸显了教师专业发展

是教师作为个体、作为全人的自主发展。即教师

不是作为会教书的工匠，而是作为全面发展的人，

可根据自身需求确定学习内容和方式。其专业发

展具有主动性，需要通过反思从经验中学习，需要

从看似理所当然的日常教学实践中提出问题，解

决问题。

近些年来，教师专业发展备受瞩目，高校日语

教育也不例外。其中，教师研修层出不穷，且种类

繁多。当前，如何促进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是

一个值得探究的新课题。本研究在关注高校日语

教师专业发展的视阈下，以国内开展的高校日语

教师研修和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课题的学术研究为

对象，从教师研修等实践活动与理论研究两方面

对目前状况加以梳理与分析，旨在明确国内高等

日语教育领域中的教师专业发展现状，探究亟待

解决的课题。

1.高校日语教育中的教师研修状况

高等日语教育中，关注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

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与课题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与课题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冷丽敏

［摘 要］ 本研究在关注教师专业发展的视阈下，对于我国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现状，从教师研修

与学术研究两方面分别做了梳理与分析。针对以高校日语教师为对象的研修，从研修课程方案、研修

主题、研修师资以及研修形态等多元角度所做的资料分析显示，2006-2008年为高校日语教师研修发

展初期阶段，2009年进入发展兴盛期，2013年逐步迈入发展成长期；教师研修理念由早期的教师培训

正逐步过渡到关注教师专业发展。针对学术研究，通过与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对比分析发

现，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数量以及研究起步等方面均处于发展滞后状态。当

前，高校日语教师发展存在着教师研修实践活动先行发展，学术研究尚未跟进以及研修种类较多，不

利于整合优质研修资源等问题。今后需要开展基于教师研修实践活动的扎实的实践研究和理论研

究，为高校日语教师可持续发展提供切实保障。

［关键词］ 高校日语教师 教师专业发展 现状与课题 日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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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要体现在各类以高校日语教师为对象的教

师研修，本研究依据研修开展的规模与持续性等要

素，选择以下具有一定代表性意义且影响力较强的

全国规模高校日语教师研修为分析数据。如表 1

所示，按照研修实施时间顺序，分为4大类研修。

本研究针对4大类研修，从研修课程方案、研

修主题、研修师资以及研修形态等多元角度分别

加以梳理与分析，探究各类教师研修开展的实际

状况，明确高校日语教师研修的发展现状。本研

究以所采集的各类研修公开发布的研修通知为分

析数据（课程方案尊重原数据，有日文和中文表

述），运用资料分析法，对4大类研修进行分析。

（1）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的“全国大学日语教

师研修班”

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日

本文化中心协办的“全国大学日语教师研修班”

（以下称“高教社研修”）始于2006年，每年暑期实

施。通过对于所采集数据的梳理得知，该研修自

2006年开始实施以来，共举办13届（2017年停办一

届），在4大类研修中持续实施时间最长。研修主题

内容涉及较为广泛。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本研究分

别选取早期的2006年、中期的2013年以及2019年

的研修课程方案作为示例，并以此作为分析对象。

如表2所示，课程方案以2006年为早期代表，

研修课程以专家学者或企业、大使馆人员的专题

报告为主，未见明确的研修主题。自 2013 年以

后，每届都有了明确的研修主题，且新增设了论坛

研讨与工作坊（如表中黑体字）。从课程方案的细

微变化不难看出，高教社研修的课程形态其早期

以研修专家讲授为主导，自中期以后，增加了研修

表1 4大类高校日语教师研修

研修1：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全国大学日语教师研修班（始于2006年）

研修2：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办，全国高等学校日语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始于2008年）

研修3：北京师范大学日语教育教学研究所主办，高校日语专业课堂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教师工作坊（始于2009年）

研修4：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主办，全国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论坛暨日语骨干教师专业发展研修会（始于2013年）

注：表格由笔者依据采集资料所制。

表2 高教社研修的课程方案示例

课程方案

2006年

第一届

课程方案

2013年

第八届

○講演：日中間学術分野の協力 （日本大使館公使 井出敬二）

○講演：日中文化論 （北京大学 嚴紹璗）

○講演：マルチメディア教材 （祝大鳴）

Ａクラス「文法」 （東北大学 岡沢成俊） Ｂクラス「会話」 （新疆農業大学 垣内直子）

Ｃクラス「インターネット活用法」 （青海大学 山口恵美湖）

○講演：《大学日語課程要求》 （華中科技大学 陳俊森）

○講演：日系企業が求めている人材 （カシオ（上海）貿易会社 吉田修作）

○講演：学術論文の書き方 （関西学院大学 于康）

○講演：第二外国語としての日本語教育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育成 （北京大学 趙華敏）

○文化鑑賞 茶道 （北京大学 藤軍）

研修主题：如何读、如何写、如何教

○講演：翻訳の文章について （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 徐一平）

○講演：日本語科中学年大学生を対象とした文章表現と指導法について （吉林大学 宿久高）

○講演：日本語作文授業の教育目標とあり方について （北京外国語大学 于日平）

○講演：中国人日本語学習者の作文に見る接続表現 （一橋大学 石黒圭）

○講演：総合教科書における文章表現教育 （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 曹大峰）

○講演：文章理解能力の伸ばし方と評価 （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 松浦とも子等）

○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

○総合日本語ワークショップ総合日本語ワークショップ

○講演：私の日本語教育研究 （北京語言大学 楊峻、小田珠生）

○講演：論文の書き方 （一橋大学 石黒圭）

○講演：文章表現————「読む」を中心に （吉林大学 周异夫）

○講演：能力・教室・教材 （北京師範大学 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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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互动环节，课程形态从研修专家传授知识

和技能的单一形态逐渐转向有教师主动参与的复

合形态，体现了教师教育观念的变化。

（2）日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办的“高等

学校日语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

日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办的“高等学

校日语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以下称“教

指委研修”）始于2008年，每年暑期实施。截止到

2019年，已连续举办12届，在4大类研修中也是持

续实施时间较长的研修。与高教社研修相比，该

研修的特点在于研修的师资队伍。研修专家由日

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组成，研修课程内

容是以各位专家研究专长的主题报告为主，课程

形态是专题学术讲座形式的培训授课。表3是该

研修2008-2019年的课程方案。其中，黑体字部分

为新增课程内容与年份。

关于研修课程方案，依据所采集的数据，大致

可划分为 2008-2014年和 2015-2019年两个阶段。

仔细观察表3可见，自2015年起，课程方案中新增

关于日语课程、日语教学反思、关注学生综合能力

培养以及语法教学等的内容。2016年以后，该类

主题更是明显增多。此外，2016年起，研修目标较

之以往也略有变化。例如，研修目标中提及了“展

示日语相关研究成果；分享日语教授经验；共同提

课程方案

2019年

第十三届

研修主题：听力课学什么、如何教、如何学

○基調講演1：聴解ストラテジー重視の教材開発 （日本県立広島大学 侯仁峰）

○基調講演2：新しい聴解教育の設計と実践 （日本専修大学 王伸子）

○国際交流基金・高等教育出版社紹介

○特別講演1：ルーブリップ評価——JF日本語教育スタンダードを使って （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 王崇梁）

○実践報告1：大学听力课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基础日语听力教程》为例 （西安交通大学 张伟莉）

○実践報告2：谈听力和综合能力的关系与教学互动——以《基础日语系列教材》为例的教学设计（北京外国语大学 曹大峰）

○ワープショプワープショプ１１

○特別講演2：如何实践课堂教学——以高教社综合教程和听力教程的教材使用为例 （北京师范大学 林洪）

○ワープショプワープショプ２２

注：表格由笔者依据采集资料所制。

表3 教指委研修的课程方案

课程方案

2008-2015年

第一届-第八届

课程方案

2016-2019年

第九届-第十三届

○谭晶华：①当代日本文学与社会 ②关于川端康成文学的研究 ③日语专业四日语专业四、、八级考试作文问题分析八级考试作文问题分析（（2010年年））

④从莫言的从莫言的““诺奖诺奖””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学翻译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学翻译（（2014年年））

⑤近年来日本文学研究状况综述近年来日本文学研究状况综述（（2015年年））

○修 刚：①中国的日语教学——现状与发展 ②日语句法研究的新动向——以动词为中心

③日语教学研究日语教学研究————以国家质量标准为中心以国家质量标准为中心（（2015年年））

○杨诎人：①日语语音语调的教与学 ②日语语音语调教学日语语音语调教学（（2011年年）） ③研究方法与研究论文的撰写研究方法与研究论文的撰写（（2012年年））

○于日平：①变外语知识传授型教学为外语运用能力培养型教学——以日语写作课为中心

②中日对比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及对比研究成果在日语教育中的运用

③““语言语言+知识知识+思维思维””的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的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写作课在日语教育中的定位和教学法写作课在日语教育中的定位和教学法（（2015年年））

④开发针对不同教育对象的有效教学方法开发针对不同教育对象的有效教学方法————如何活用中日对比研究成果如何活用中日对比研究成果（（2015年年））

○刘利国：①文学与翻译 ②翻译与翻译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2015年年））

○许宗华；①语用学与日语学习 ②语境教学法的实践 ③语用学理论与实践语用学理论与实践（（2015年年））

○谭晶华：①从莫言的“诺奖”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学翻译 ②近年来日本学研究状况综述

③当代的日本文学与社会当代的日本文学与社会（（2017年年）） ④我国高校日本文学教学课程安排之考察我国高校日本文学教学课程安排之考察（（2019年年））

○杨诎人：①日语教学反思日语教学反思（（2016年年）） ②如何撰写研究论文

○于日平：①以外语运用能力为基础的新知识活用能力和多视角思考能力——写作课的作用及其教学法

②确立符合中国日语学习者的教育目标和有效的教学法——关于如何活用中日对比研究成果

③《《读解读解 文章文章 翻译翻译》》综合能力的培养综合能力的培养（（2017年年）） ④思维活动中对比思维活动中对比 辨析辨析 创新的关联性创新的关联性（（2017年年））

○许宗华：①日语教学中的语用学 ②日语语法教学的语用维度日语语法教学的语用维度（（2019年年））

○宿久高：日本古典诗歌赏析（2017年）

○刘利国：全球信息化背景下的翻译教学改革与实践

○修 刚：①日语课程设置与教学改革日语课程设置与教学改革（（2016年年）） ②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日语研究与教学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日语研究与教学（（2016年年））

③日语专业“国标”的意义与影响

注：表格由笔者依据采集资料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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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日语师资水平”等，体现出该研修对于提高“日

语教师师资水平”的关注。

教指委研修的另一个亮点是在我国中西部地

区集中开展区域性研修，特别关注了该地区的日

语教师专业发展。

（3）北京师范大学日语教育教学研究所主办

的“高校日语专业课堂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教

师工作坊”

北京师范大学日语教育教学研究所成立于

2009年，当年召开首届“高校日语专业课堂教学国

际学术研讨会暨教师工作坊”（以下称“北京师范

大学研修”），该研修每两年举办一届，当年11月份

实施，至今已连续举办5届，笔者全程参与了研修

的企划、设计与实施。该研修是以高校日语专业

课堂教学为主题的教学专题研修，主题明确是特

色，以一线教师为主体参与的“教学说课”与体验

式学习——教师工作坊是创新亮点。关于研修的

课程方案，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仅以第二届和第

三届研修作为示例。

如表 4 所示，研修课程方案设计为“主题报

告+教学说课+教师工作坊”模式。我们看到，主题

报告是围绕研修主题的专家报告，教学说课涉及

综合日语课、日语口语课、日语听力课和日语阅读

课等日语专业多门主干课程。此外，善于学习借

鉴英语教育教学的先进经验，积极引进优质学习

资源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研修的特色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研修凸显了以研修教师为主体

的、关注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教育理念，“主题报

告+教学说课+教师工作坊”课程方案的设计模式，

对于2013年开始实施的“全国高校日语教师专业

发展论坛暨日语骨干教师专业发展研修会”的课

程方案设计产生了直接影响。

（4）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主办的“全国高校日

语教师专业发展论坛暨日语骨干教师专业发展研

修会”

“全国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论坛暨日语骨

干教师专业发展研修会”由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主办（以下称“教学研究会研修”），始于 2013年，

每年暑期实施，截止到 2019年，已连续举办 7届。

笔者全程参与了该研修的企划、设计与实施。该

研修第一届至第五届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

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日语教育教学研究所、华东

师范大学日语教学研究中心以及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日语组、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中

心等多家单位共同协办。2017年，中国日语教学

研究会成立了研修工作委员会，下设研修专家团

队。集多方力量共同策划、参与，研修师资充实是

该研修的特色之一，体现了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长期以来对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视。由于

篇幅所限，在此以第一届、第三届和第七届实施的

研修课程方案为示例。

教学研究会研修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理

表4 北京师范大学研修课程方案示例

课程方案

2011年

第二届

课程方案

2014年

第三届

研修主题：注重学生能力培养教师工作坊

○主题报告1：テストの科学と大規模公的日本語試験に果たす役割 （山口大学 大澤公一）

○主题报告2：学習者の聴解学習過程から授業を見直す （北海道大学 小河原義郎）

○教学说课：综合日语教学说课、日语口语教学说课、听力教学说课、阅读教学课说课

○教师工作坊

研修主题：日语写作课堂教学教师工作坊

○主题报告1：英语专业本科生写作课程教学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 武尊民）

○主题报告2：我对日语专业写作教育的理解 （华中科技大学 陈俊森）

○主题报告3：大学生日语写作课的教学实践 （北京大学 赵华敏）

○主题报告4：何を、どう書くか————大学日本語6級試験における学習者の作文の現状と課題 （上海对外贸易大学 徐曙）

○主题报告5：日本語専攻四、八級試験における学習者の作文の現状と課題 （上海外国语大学 毛文伟）

○教学说课：

（1）作文の授業を語る （北京师范大学 翟东娜）

（2）日本語パラグラフ・ライティング————パラグラフの中での意見の述べ方 （山口大学 赤木弥生）

○教师工作坊

注：表格由笔者依据采集资料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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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国内研修中首次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这个

概念。如表5所示，每届研修都有明确的主题，课

程方案由“主题演讲+专题论坛+教学说课+现场教

学研讨+教师工作坊”构成，通过多层面的教学研

讨，使研修教师在学习国内外前沿理论、提升自身

理论水平的同时，提升教研能力。其中，主题演讲

是国内外教育教学专家结合研修主题所作的报

告，对研修会起到引领性作用；专题论坛紧密结合

高校日语教学，组织国内日语教育专家作专题报

告，并与现场教师互动研讨；教学说课以高校日语

课堂教学为主题，邀请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

现场说课；教师工作坊是以主题报告、专题报告、

教学说课、现场研讨互动这些内容为“输入”的“输

出”部分，以研修教师说课为话题，做更加深入的

研讨与教学反思，该研修的课程设计方案日臻完

善，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课程方案与课

程模式。研修课程内容丰富，

实践性强，得到了国内外专家

以及研修教师的高度评价。

综上，本研究通过对4大类

研修的梳理得知，高校日语教

师研修已走过10余年的发展历

程，其中，2006年为早期发展阶

段，2009年以后为研修发展兴

盛阶段。从研修课程方案设计

可以看出，早期的研修以教师

培训为理念，研修内容以知识

传授与教学技能培训为主，研

修形态以专家主题报告或专题

报告为主导。2009年以后，以

北京师范大学研修为代表的、

以高校日语课堂教学为主题的

教师工作坊研修以及 2013 年

后，以教学研究会研修为代表

的、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宗

旨的研修开始实施，研修课程

设计也逐步趋向稳定与成熟，

自此，我国高校日语教师研修

开始迈入发展成长期。

除上述 4 大类研修以外，

以高校日语教师为对象的研修

另有《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主

办的“全国日语青年骨干教师

科研工作研修班”（2012 年、

2017年、2018年举办3届）以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主办的

研修等。

表5 教学研究会研修课程方案

课
程
方
案2013

年

第
一
届

课
程
方
案2015
年

第
三
届

课
程
方
案2019

年

第
七
届

研修主题：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

○主题演讲1：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 朱旭东）

○主题演讲2：为高校外语教师举办大型强化专题研修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秋芳）

○专题论坛：大学日语教师研修回顾与展望

○交流论坛：大学日语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与课题

○研修教师工作坊

○专题演讲3：外语教师教学知识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 王蔷）

○专题演讲4：有效课堂教学的设计理念与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 林洪）

○专题演讲5：日本語教師の成長過程と自己研修力 （学習院大学 金田智子）

○专题演讲6：日语语言学科研项目的设计与申报 （北京外国语大学 徐一平）

○教师工作坊

研修主题：如何对日语教学和学习进行评价

○主题演讲1：外语测试理论及高校外语学习评价的现状与改革

（北京外国语大学韩宝成）

○主题演讲2：学習者の役に立つ日本語テストの開発：理論・研究・実践

（ハワイ大学 近藤ブラウン妃美）

○专题演讲3：外语测试与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 武尊民）

○专题论坛：高等教育中的学习评价

1.大学日语考试改革与实践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徐曙）

2.学习档案袋在“综合日语”教学中的应用 （北京师范大学 冷丽敏）

3.CEFR /JFSを活かした学習評価の実践と課題

（龍谷大学 小松知子）

4.日本語学習に役立つタスク型テスト （ハワイ大学 近藤ブラウン妃美）

○教师工作坊

研修主题：新时期背景下的日语专业人才培养与日语课程教学设计

——知识、能力、素养并重

○主题演讲1：大学金课的关键特征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 李芒）

○主题演讲2：授業改善のための視点と授業デザイン （东京学艺大学 谷部弘子）

○专题论坛：1.《国标》与一流学科建设 （吉林大学 周异夫）

2.新时期大学日语的使命 （北京大学 赵华敏）

3.教师专业能力发展与课堂教学实践 （北京外国语大学 曹大峰）

○教学说课：1.基础日语教学说课 （北京语言大学 杨峻）

2.日语泛读教学说课 （贵州大学 胡江）

3.日语写作教学说课 （中山大学 杨秀娥）

4.日语课堂教学设计、说课与评课 （北京师范大学 林洪）

○现场教学研讨

○教师工作坊

注：表格由笔者依据采集资料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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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术研究状况

有关教师发展研究早期始于 20世纪 60年代

末的美国，而后兴盛于 70-80年代的欧美[1]。国际

外语界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起开始重视外语教

师教育和发展问题，国内外语界对该领域的关注

晚了近 10年 [2]。张莲、高释然（2019）认为改革开

放 40 年国内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中“教师

（专业）发展”即“教师专业化和教师发展诉求”研

究，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内外语教师发展研究主要

指高校英语教师的教育与发展研究[3]。

为明确日语教师专业发展相关学术研究状

况，在此，作为对比参照，有必要首先梳理一下代

表我国外语教师教育研究的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研

究状况。

2.1 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概要

笔者在知网上搜集了 2000年以来的相关研

究（学术论文），根据采集到的数据，依据研究内容

进行梳理后发现，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主

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在此，以具有代表性意义

的研究为示例，做简要介绍。

（1）高校英语教师发展现状研究

夏纪梅（2002）《大学英语教师的外语教育观

念、知识、能力、科研现状与进修情况调查报告》对

大学英语教师的外语教育背景、现有外语教育观

念、知识、能力和科研进修状况等进行了问卷调

查，调查结果反映出大学英语教师对外语教育理

论原则和教学研究方法一知半解、似是而非、概念

模糊、行动跟不上的现实状况[4]。

（2）高校英语教师发展需求研究

周燕（2005）《中国高校英语教师需求调查与

研究》对高校大学英语教师的发展需求做了调

查。结果显示，教师对自己的职业满意度较高，且

普遍存在自我发展的迫切需求，但在教师对发展

的自觉需求和外语课堂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差

异，教师的教学理念与他们所认同的教学方法之

间显著相关，但与他们的课堂行为之间并不存在

必然的相关性，教师对科研能力、对教学和教师自

身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认识尚存在不足[5]。

（3）高校英语教师发展模式研究

周燕（2008）《中国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模

式研究》提出高校英语教师在职发展模式，即在教

学的不同阶段以短期专题式教师发展研修班的形

式，进行专家教师与入职教师共同执教，在骨干教

师的带领下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同时以出国进

修和国内访问学者的形式进行以项目为基础的教

学与科研活动[6]。

（4）高校英语教师素质研究

戴曼纯、张希春（2004）《高校英语教师素质抽

样调查》针对高校英语教师素质做了抽样调查。

研究结果显示，英语教师工作负担较重；年龄结构

不合理，男女比例失衡；无研究生教育背景者比例

较大；科研实力有待提高[7]。吴一安（2005）《优秀

外语教师专业素质研究》提出优秀外语教师专业

素质框架由四个维度构成，即外语学科教学能力、

外语教师职业观与职业道德、外语教学观以及外

语教师学习与发展观[8]。

（5）高校英语教师发展环境研究

顾佩娅（2014）《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环境研究

综述》从个人环境、学校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三个

方面的分析表明中国高校英语教师面临着复杂困

难的专业发展环境[9]。此外，还有李春梅（2015）关

于教师专业学习的《上进型大学英语青年教师专

业学习个案研究》[10]以及张庆宗（2011）[11]关于教师

职业倦怠的研究等。

2.2 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概要

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内容主要有

以下：

（1）高校日语教师现状调查研究

王宏（1991）《全国日语教育机构问卷调查综

合报告》是最早对包括高校在内的全国日语教学

机构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高校日语专职教师

人数不足，且多寡不均，许多教师是毕业后就上

任，处境困难，发展受限[12]。该项调查是 1990年 8

月至 1991年 2月的结果，反映了当时我国日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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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现实状况。潘寿君（1996）《全国高校日语专

业教师基本情况调查分析与思考》针对截止到

1994年 11月的全国高校日语教师基本情况做了

调查，结果发现高校日语师资年龄结构基本合理，

职称结构和学历结构不理想；国内外进修机会各

校不平衡；教师教学态度和教学效果整体不错，但

在教学方法上还存在着问题；科研水平有所进步，

但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广大教师对教学十分热

爱，但行政事务和家务负担繁重，健康状况不容乐

观，且教师流失现象比较严重[13]。

（2）高校日语教师知识个案研究

李晓博（2008）《教室里的权威：对日语教师个

人实践知识的叙事研究》探讨了一名日本的日语

母语者教师在教室内的实践以及作为教师的个人

实践知识[14]。

（3）高校日语教师科研动因个案研究

尹松（2011a）《大学日语专业教师科研动因的

个案分析——基于对三位副教授的 PAC 分析结

果》运用 PAC分析法调查了 3名上海高校日语专

业教师的科研动因形成，结果显示教师的科研动

因分为内在和外在两种，内在动因是为了解决教

学及学术上的问题以及享受由科研带来的自豪

感，外在动因主要表现为前途、职称、收入、科研指

标等方面[15]。

（4）高校日语教师素质认知研究

杨雅琳（2013）《青年日语教师对优秀日语教

师专业素质的认知——基于PAC分析的教师认知

研究》分析了青年日语教师对优秀专业素质的理

解，研究结果表明：教师的认知构建是在大环境的

制约下进行的动态过程，对优秀大学日语教师专

业素质的认知形成于各因素的相互关联之中，教

师认知体系呈现多层次立体构造，且具有层次性

特点，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外语教师对专业素质

的认知有不同的特点[16]。

（5）高校日语教师合作学习意识研究

赵冬茜（2016）《中国日语教师关于合作学习

模式的意识调查》针对日语教师实施合作学习模

式的意识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得出日语教师在

合作学习与普通小组活动的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偏

差，教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

式，大多数教师从思想上和理论上认可并支持合

作学习，但对落实在教学实践中有很多担心。同

时，日语教师在合作学习对学生的各项技能的变

化方面存在认识差异 [17]。金玉花（2017）《合作学

习中大学日语教师的教学观——基于3位大学日

语教师的 PAC分析》针对 3名大学日语教师在合

作学习中的教学观做了调查，结果显示，3名日语

教师对合作学习的内涵有基本的认识，但对合作

学习感到困难的地方表现出差异性，原因为对合

作学习的要素考虑不同[18]。

（6）高校日语教师发展现状和需求研究

张丽梅（2017）《中国高校日语专业教师发展

现状和发展需求研究——以教学、科研与能力意

识为中心》从教学、科研与能力意识方面对 60余

所高校日语教师发展的现状和发展需求做了调

查，结果显示，我国日语专业一线教师的研究专长

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而教学现场

却要求教师切实地解决教学类问题[19]，研究认为

这是制约教师专业发展的瓶颈所在。

如上所述，仅就 2000年以来的教师专业发展

相关研究而言，英语教育有教师发展现状研究、教

师发展需求研究、教师发展模式研究、教师素质研

究、教师发展环境研究等，围绕教师专业发展的研

究内容涉猎全面。相比之下，日语教育有教师现

状调查、教师知识个案研究、教师科研素质认知研

究、教师合作学习意识调查以及教师教学、科研能

力意识调查等，主要是调查与个案研究，围绕教师

专业发展的全面聚焦研究相对较少。

为进一步明确学术研究的发展动向，笔者在

知网分别以“高校英语/日语教师 现状”“高校英

语/日语教师 发展”“高校英语/日语教师 素质”为

关键词进行检索，通过进一步细致分析，得到如下

页表6所示结果。

关于“高校英语教师现状”研究共计 288篇，

其中较早为2007年（尹静、慕爱静、王彩云，《高校

英语师资现状的调查研究》）；关于“高校英语教师

发展”研究共计1641篇，较早为2004年（李侦，《新

形势下地方院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的必要性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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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关于“高校英语教师素质”研究共计470篇，

较早为 1997年（郑三粮、钟美华，《试论高校英语

教师的素质》）

关于“高校日语教师现状”“日语教师发展”

“日语教师素质”，各只有 1 篇，分别为张丽梅

（2017）《高校日语专业教师发展现状和发展需求

研究——以教学、科研与能力意识为中心》、梁维

（2017）《西部地区地方高校日语教师发展困境及

出路》、彭吉（2008）《漫谈高校二外日语教师的业

务素质及修养》。

如表6所示，与高校英语教师发展研究相比，

日语教师发展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数量以及研

究起步等方面均处于发展滞后状态。

3 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与课题

本研究针对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现状，从教

师研修与学术研究两方面分别做了梳理与分析，明

确了当前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与课题。

关于现状，明确了如下两点。

首先，针对关注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活动，通

过以高教社研修、教指委研修、北京师范大学研修

和教学研究会研修等具有代表性的4大类研修为

示例，从研修课程方案、研修主题、研修师资以及

研修形态等多元角度所做的资料分析显示，2006-

2008年为我国高校日语教师研修发展初期阶段，

2009年进入发展兴盛期，2013年逐步迈入发展成

长期，日语教师研修的理念由早期的教师培训正

逐步转向关注教师专业发展。

其次，针对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学术研究，

通过与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对比分析发

现，相对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高校日语教

师专业发展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数量以及研究

起步等方面均处于发展滞后状态。

关于现存问题，分别从研修实践活动的开展

和相关学术研究来看，尚有以下若干亟待解决的

课题。

第一，高校日语教师研修等实践活动先行发

展，学术研究尚未跟进，且研修种类较多，不利于

整合优质研修资源。

高校日语教师教育已走过 10余年，教师教育

理念基本实现了由教师培训逐步转向关注教师专

业发展，这是个好势头。因为关注教师专业发展，

即关注教师作为全人的发展，这是国内外教师教

育的共通理念。但现存问题是教师研修实践活动

先行发展，科学研究未能跟进，且研修种类较多，

对于整合优质研修资源有所不利。例如，各类研

修多集中于暑期，对于一线教师而言，能够参加研

修，或者能够得到学校支持参加研修的机会毕竟

有限，难免错过一些优质学习资源。而对于研修

组织方面而言，参加研修的人员较少，则难免出现

研修资源浪费等现象。

第二，缺少基于教师研修实践活动的、扎实的

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

毋庸置疑，研修课程设计要主题明确，要提供

优质研修课程资源。但更为重要的是研修课程设

计需要加强科学性，需要基于我国国情的、切实满

足高校日语教师发展需求的理论研究的引领与指

导。我国地域辽阔，教师人员众多是国情。另一

方面，我国高校日语教师，特别是新手教师多是博

士或硕士毕业，所学专业基本都是非师范专业，这

意味着高校日语教师职前教育经历严重缺失，需

要加倍弥补职后的教师教育。事实上，从近些年

来的研修实践活动可观察到，前来参加研修的高

校日语教师多数为新入职教师。那么，应当组织

什么样的研修课程资源，设计什么样的研修课程

方能满足一线教师发展需求？因此，

今后有必要开展基于研修实践活动

的、扎实的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为研

修设计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为

高校日语教师可持续发展提供切实

保障。

表6 高校英语/日语教师专业发展学术研究数量与较早论文发表时间

研究内容

教师现状

教师发展

教师素质

高校英语教师 较早论文发表时间

288篇 2007年

1641篇 2004年

470篇 1997年

高校日语教师 较早论文发表时间

1篇 2017年

1篇 2017年

1篇 2008年

注：表格由笔者依据采集资料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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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我国高等教育中的日语学习者数量为世界最

多，进入 21 世纪之后，高等日语教育蓬勃发展。

据统计，目前开设日语专业的高校有 507所。相

关调查显示，2012年高校日语教师人数达 11271

人，较之9年前增加两倍多，其中6000人以上为新

入职教师，10年来参加研修教师不足3000人[20]。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21]

教育教学质量的改善在于不断提高教师专业水

平。众所周知，2018年以来，国家教育部颁发了一

系纲领性重要文件，其中都提到了教师发展。

201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第一个专门面向教师队伍建设的里程

碑式政策文件。2018年 4月 11日，国家教育部发

布《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标准》，其中第七条

明确提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2019 年 2 月，国家教育部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其中关于教师发展，明确指出“学校应制定

科学的教师发展规划与制度，通过学历教育、在岗

培养、国内外进修与学术交流、行业实践等方式，

使教师不断更新教育观念，优化知识结构，提高专

业理论水平与教学和研究能力。教师应树立终身

发展的理念，制定切实科学的发展计划，不断提高

教学水平和研究能力[22]。

本文针对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现状与课

题，从教师研修和学术研究两方面进行了探究，所

提出的若干亟待解决问题并非涵盖了当前我国高

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教师面临的所有课题。关于

我国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现存问题，程晓堂等

（2010）《中国英语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面临的问

题与挑战》指出，目前，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已经为

教师职后培训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总体来看，教

师职后教育与专业发展远远不能满足英语教师专

业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尚未建立系统的教师专

业发展支持体系；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意识不够

强；教师专业发展缺乏必要的支持等问题。笔者认

为，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也面临同样或更多课

题。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任重而道远！

[本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高校日语教师专

业发展路径探索与模式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7BYY194）的阶段

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冷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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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opic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bstract: Focusing o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ofessional develop-

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er training and academ-

ic research. Based on the training of Japa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data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

cluding the training curriculum plans, training themes, training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training forms show that the training of

Japa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ame into being during 2006 to 2008, developed in 2009, and further

developed in 2013. The concept of teacher training gradually transferred from teacher training in the early stage to teacher pro-

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academic research, compared with the research o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ol-

lege English teachers, research on Japanes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still lagging behind in terms of research con-

tent, quantity and starting point. At present, 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ch as the priority of teachers' training and practice activities, the lack of follow-up in academic research, diversi-

fied training programs, and unsuccessful integration of high-quality research and training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practical re-

search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based on teachers' training and practice activiti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provide a practical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words: Japa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urrent situation and

topic; Japanes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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