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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留学已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标志，高

校交换留学是留学的形式之一，留学时间一般是

一年或一学期。交换留学项目越来越被高校所青

睐，其项目最大的魅力之一是给学生提供了异文

化亲身体验的良好机会。然而，不断有证据显示，

单纯的异文化接触本身并不特别有价值，只有当

异文化转变到跨文化学习，并提升适当地进行跨

文化环境交往的能力时，留学项目才会产生更多

的教育价值（Milton J.Bennett, 2011），在其中提到

的能力即为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恰当运用语言文化知识

与异文化成员进行有效而得体交际实践的能力，

也是当代大学生应具有的关键能力之一（张红玲，

2007）。胡文仲（2013）指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

认知层面、感情（态度）层面和行为层面的能力。

认知层面包括一般文化知识、特定文化知识以及

本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人文、习俗等方面

的知识。感情层面主要指的是跨文化敏感性，包

括交际者对于文化差异的敏感，对于不同文化的

包容和尊重，对自己文化的深刻理解等。行为层

面指的是跨文化交际的灵巧性，包括语言能力、非

语言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社交能力等。

Deardorff.DK（2006）通过实证研究建立了金

字塔式跨文化能力模式，揭示了跨文化能力发展

的过程。塔底是必备的态度，第二层面是知识与

理解、技能。第三层面是理想的内在结果，具有适

应性、灵活性、民族文化相对观和移情能力。金字

塔顶是理想的外在结果，即进行有效得体的跨文

化交际。该模型主要论述了跨文化交际中知识与

技能、理论与实践两大重要关系的问题，其中跨文

化能力等同于跨文化交际能力（高永晨，2014）。

Deardorff（2006）的金字塔式跨文化能力模式的塔

底（必备的态度）和第二层面（知识与理解、技能）

所包含内容与胡文仲（2013）提到的跨文化交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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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一名日语专业的交换留学生做的三次PAC分析及问卷调查，探讨了其留学一

年期间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及影响因素。其认知层面出现的变化特点是受访者的意识

结构中出现“持续具有的”、“发生变化的”和“新形成的”日本文化印象，涉及面较广而具体。其感情和

行为层面的变化特点是受访者留学前具有积极的跨文化交际态度，留学后积极主动地与日本人交际，

从中学习和锻炼而逐渐融入到日本社会，即使面对敏感的话题时也能够有效得体地进行跨文化交

际。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有价值的异文化体验”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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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感情（态度）层面和认知层面相对应，而第三

层面和塔顶的内容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行为层面

相对应。日语专业的交换留学生在留学前对中日

跨文化交际具有一定的态度和认知，即具备塔底

和第二层面的内容。留学给学生提供了运用其态

度与知识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客观环境，留学期间

的跨文化适应过程是跨文化交际实践的过程，也

是跨文化交际能力被验证的过程，在其中有望获

取第三层面和塔顶的结果。

本文所关注的是留学时间为一年的一名日语

专业交换留学生，通过三次跟踪调查探讨交换留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及相关影

响因素。

1 既有研究综述以及不足点

戴晓东（2018）指出：跨文化交际学于 20世纪

80年代引进中国，近30年来为我国学术界广泛接

受。跨文化能力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领域，

至今仍然是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2000年至

2009年，中国的跨文化能力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

展，研究内容从一般跨文化能力的探讨到特定跨

文化能力的解析。2010年之后，跨文化能力研究

继续稳步发展，涌现出一些新的理论和评估工

具。同时，跨文化能力研究的整合得到加强，为今

后的研究提供了更高的起点。近几年的研究成果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

的测评研究（韩晓蕙，2014；高永晨，2016等）、跨文

化交际能力的模型建构研究（张卫东、杨莉，2012；

高永晨，2014；顾晓乐，2017等）、跨文化交际能力

培养的实践研究（杨静，2013；黄文红，2015）等。

日语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最多体现在课程设

计和教学实践中。有探讨跨文化交际课程体系的

研究（侯越，2012）、日语教科书分析与课程设计相

结合的研究（刘钟鸣、曾妍，2014；崔迎春等，

2016）、探讨教学中构筑智能视频语料库的教学实

践研究（刘玉琴等，2014）等。此外，还有日语专业

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的实证研究（姚艳玲，

2017；金玉花，2019a）。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国内

的外语界针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其模型建构、现状调查的实证研究以及教学实践

研究等方面。

随着出国留学人数增加，以留学生为研究对

象的相关研究也备受关注。谭瑜（2014）对通过合

作办学项目到澳洲留学的学生做量和质的分析，

探讨了跨文化适应状况和影响因素。葛茜（2017）

通过访谈对留日学生做了文化身份认同的研究。

刘梅华、刘世生（2015）通过一次访谈分析了两名

大三英语专业学生在出国交换期间跨文化交际能

力和自我身份定位的变化。金玉花（2019b）对“日

语+软件”专业的留日交换生做了跨文化交际能力

发展的跟踪调查。作为跨文化背景的人，从留学

生的视角看待他们的跨文化经历对其进行解释性

和理解性的研究很有必要（潘晓青，2015）。金

（2019b）探讨的仅仅是留日交换生的一个案例而

已，需要增加不同属性的个案研究，为全面探讨跨

文化交际能力发展的动态变化规律以及影响因素

提供基础性资料。

作为教育部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笔者对

金玉花（2019a）的四名受访者后续做了两次跟踪

调查，本文对其中一名受访者的案例进行探讨。

三次跟踪调查的研究思路如下：（1）留学前对中日

文化差异所持有的认知和感情具有什么特点？（2）

在半年和一年的留学之后跨文化交际的认知、感

情和行为层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关注交换

留学生在一年期间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动态变化过

程，探讨其特点和相关影响因素。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中国北方 985高校日语系 2年级学生 1名，性

别为女，利用学校的交换留学项目 3年级时到日

本的国立大学留学一年。为了保护个人隐私，研

究对象简称为L。L为中国留学基金委奖学金学

生，留学时间为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

2.2 调查时间和研究方法

三次调查时间以及研究方法如表1[1]所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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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 PAC分析，辅以问卷调查。PAC（Personal

Attitude Construct）是分析受访者对某一主题（对

象）的印象和态度的内部构造的心理学研究方法

（内藤哲雄，2002）。在日本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

教育学以及跨文化交际等研究领域，目前在国内

日语教育界已开始被广泛使用。该方法通过短文

刺激受访者联想，用统计方法之集群分析法处理

联想得出的受访者的意识构造，之后受访者再对

其进行解释，是一个具有较高再现度和信赖度的

质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着重在微观层面对社会

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强调在自然情

境下研究事物发展的动态过程（陈向明，2004）。

因此判断本研究适合使用PAC分析。

第一次调查采用的是面对面的形式，而第二次

和第三次调查是通过QQ视频的形式进行。三次

PAC分析中基于树状图访谈的时间共使用了2小时

52分，依次分别为27分、1小时6分和1小时19分。

PAC分析的基本调查步骤沿用金玉花（2019）

的步骤。PAC分析的刺激短文如表 1所示，其中

“文化差异”可刺激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知层面，

第一次调查中的“如何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

差异”可刺激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感情层面。第二

次和第三次调查中“跨文化交际中感觉到文化差

异时你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可刺激跨文化交际能

力的感情层面和行为层面，“怎么想”通常体现于

“怎么做”，因此两者未分开列出。并解释两个刺

激短文无先后顺序，将看到两个问题头脑里浮现

的联想语句用关键词或短语写出。

在PAC分析之前做了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

括四个部分，即“1对交换留学的总体评价；2日语

能力评价以及使用情况；3主要交流对象以及交流

情况；4上课内容”。在PAC分析之后针对问卷调

查的部分内容做了进一步确认。

3 研究结果

3.1 问卷调查结果

第一次问卷调查结果如下。受访者L在出国

前所接触的日本人只有外教，接触形式有面对面交

流和通过邮件、微信等媒介交流。与外教交流几乎

没有语言障碍。留学前未参加日语能力考试一级

（N1）。留学动机为“1提高日语综合能力；2亲身体

验日本生活与文化”。第二次和第三次问卷调查的

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L于2017年7月通过N1。

3.2 三次PAC分析结果

基于三次PAC分析所得出的树状图的集群分

类结果，对其联想语句的集群分类如下页表 3所

示。联想语句前的数字表示其重要度，数字越小

其重要度越高。其中，“跨文化交际能力三层面以

及印象判断”一栏中，“认知层面、感情层面、行为

层面”是根据胡文仲（2013）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三

层面理论的分类汇总，“正面印象、负面印象、零印

象”是受访者对联想语句的印象判断的汇总。

第一次分析得出8条联想语句，共分成3个集

群。L对此集群分别命名为“CL1日本人际关系的

特点”“CL2中日民族性格不同”和“CL3跨文化交

际态度”。[2]以上认知的来源路径为日语课堂（中

国教师和日籍教师）、教科书和电视新闻媒体。

CL1 和 CL2 体现为日本人的人际关系和性格特

点，属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知层面。CL3体现

出交际态度，属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感情层面。

印象判断中出现2条负面印象。

表1 调查时间和研究方法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调查时间

2016年7月
（留学前）

2017年2月
（留学半年）

2017年8月
（留学一年）

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个人基本属性、留学动机等）

（2）PAC分析

（1）问卷调查（对留学收获、语言能力等的评价）

（2）PAC分析

（1）问卷调查（同上）

（2）PAC分析

PAC分析刺激短文

·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差异是什么

·如何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留学期间的跨文化交际中感觉到的中日文化差异是什么

·跨文化交际中感觉到文化差异时你是怎么想、怎么做的

同第二次调查

注：由笔者基于实际调查情况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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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PAC分析得出13条联想语句，共分成

4个集群。分别为“CL1日本服务意识的先进性”

“CL2日本人素质高”“CL3日本人对中国的评价

不客观”和“CL4对日本社会现象的新认识”。以

上中日文化差异认知的来源路径分别为打工、日

本新闻媒体、课堂、与 tutor（学生助理）的交流以及

表2 第二次、第三次问卷调查结果

问卷内容（选择题）

1.对交换留学的总体评价

留学生活顺利吗

对留学期间的收获满意吗

与日本人的跨文化交际顺利吗

在留学期间最大的收获（自由填空）

2.日语能力评价以及使用情况

留学中有无感觉到语言障碍

平常使用最多的语言

上课使用的语言

3.主要交流对象以及交流情况

留学期间主要的交流对象

你觉得与日本人交流的情况如何

通常在什么情况下与日本人交流

4.上课内容

所有上过的课程名称

印象较深刻的课程名称

第二次调查

非常顺利

比较满意

比较顺利

结交了很多日本朋友

几乎没有

中国语（舍友为中国学生）

日语

日本人

较频繁

Tutor（学生助理），打工，社团活动（剑道社）

“中上级综合，日语听力A，民俗学概论”等9门课

民俗学概论

第三次调查

非常顺利

比较满意

比较顺利

日语口语提高很多

几乎没有

中国语

日语

日本人

较频繁

Tutor，打工，社团活动（剑道社）

“综合日语，日语报告，日语文章读解”等9门课

日语文章读解

注：由笔者基于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制表。

表3 三次PAC分析集群分类以及相关汇总

集群名（cluster简称为CL）

第一次PAC分析（8条）

CL1日本人际关系的特点（3条）

CL2中日民族性格不同（2条）

CL3跨文化交际态度（3条）

第二次PAC分析（13条）

CL1日本服务意识的先进性（3条）

CL2日本人素质高（2条）

CL3日本人对中国的评价不客观（3条）

CL4对日本社会现象的新认识（5条）

第三次PAC分析（12条）

CL1日本服务意识高（3条）

CL2客观对待历史（4条）

CL3交际中领悟日本人性格（1条）

CL4日本人的计划性强（2条）

CL5对部分日本文化的重新认识（2条）

各集群所包含条目

（联想语句前的数字表示重要度，“+、-、0”表示印象判断）

6人际关系缺少真诚，亲子关系冷漠（-）7真心话和客套话（0）8
日本的上下、内外、长幼关系严谨，需用敬语，敬语格式复杂（0）

2（中日）民族性格差异（0）5日本的岛国思想（-）

1包容中日文化差异（+）3对历史的认识（有差异）（0）4多观察

日本人之间的交往方式（+）

7日本的服务意识高（+）8多询问日本服务的常识（0）10日本厕

所的智能化（+）

5日本的父母注重培养孩子的公共意识（+）6日本公司的官僚意

识淡（+）

1日本人对历史看法的不一致（0）2日本新闻媒体对中国禁韩令

的扭曲（-）4日本人对中国人看法有偏见（-）

3与日本朋友互相交流学习（0）9日本女性对家庭和工作的态度

与中国不同（0）11日本的青少年比中国早熟（0）12日本年轻人

看亲情冷淡（-）13日本各行各业亲美现象严重（-）

5（中国需要）学习（日本）企业经营之道（+）6学习服务意识（+）
8日本服务业水平高（+）

1对待中日历史问题保持客观态度（+）2学习中日交流发展史

（+）4中日文化同源（0）7中日民族性格的差异（0）

3读懂日本人心理，加强跨文化理解（+）

11日本人的计划性强（+）12学习日本人良好的生活习惯（+）

9日本人“无关心现象”严重（-）10对日本敬语内涵的重新理解（0）

跨文化交际能力三层面

以及印象判断

认知层面：6条
感情层面：2条

正面印象（+）：2条
负面印象（-）：2条
零印象（0）：4条

认知层面：11条
感情层面：0条
行为层面：2条

正面印象（+）：4条
负面印象（-）：4条
零印象（0）：5条

认知层面：6条
感情层面：2条
行为层面：4条

正面印象（+）：8条
负面印象（-）：1条
零印象（0）：3条

注：联想语句的＿表示属于感情层面， 表示属于行为层面。斜体部分为印象判断汇总。由笔者依据PAC分析结果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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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13条联想语句中，跨文

化交际能力的认知层面有 11 条，行为层面有 2

条。印象判断中4条联想语句的印象为负，L不仅

看到日本文化中积极的一面，也观察到其中消极

的一面。

第三次PAC分析得出12条联想语句，共分成

5个集群。分别有“CL1日本服务意识高”“CL2客

观对待历史”“CL3交际中领悟日本人性格”“CL4

日本人的计划性强”和“CL5对部分日本文化的重

新认识”。以上认知的来源路径分别为打工、旅

游、课堂、与 tutor的交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

闻。12条联想语句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知层

面有 6条、感情层面有 2条、行为层面有 4条。负

面印象的联想语句仅有1条。

基于三次调查的数据，我们可以总结出大致

的变化趋势。首先，留学之后联想语句的数量增

多，第二次调查时认知层面的联想语句明显增多，

第三次调查时感情和行为层面的联想语句较第二

次增多。其次为印象判断的变化特点 ，三次调查

中正面印象逐渐增多。留学半年时对日本文化的

负面印象最多，留学一年时负面印象逐渐减少。

4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变化特点

本文基于三次PAC分析的访谈结果，纵向比

较三次调查中所体现的对中日文化差异的认知以

及跨文化交际的感情和行为，从而探讨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动态变化过程。

4.1 对中日文化差异印象的变化特点

联想语句大部分是对日本文化的印象，但是

通过访谈之后发现这些均为受访者比较之后得出

的与中国不同的日本文化。学生对于新社会文化

的认知与评估亦是对自身原有文化与留学所在国

文化异同的比较过程，而这种比较往往是一种自发

式的、长期的、动态的以及不断修正的心理过程。[3]

L在留学前对日本“人际关系”“民族性格”和

“敬语”的印象在留学之后持续出现，原有印象在

留学之后被具体化和形象化。第一，对“亲子关

系”的中日文化差异印象深刻，三次调查中L均提

到日本亲子关系的冷漠。第一次提到“6人际关系

缺少真诚，亲子关系冷漠”，并解释：在日本外教的

课上分析动漫“千与千寻”时提到亲子关系冷漠。

第二次提到“12日本年轻人看亲情冷淡”，并解释：

从周边的日本朋友听说“没有重要的事情不会联

系家人，一个月给家里打一次电话算多”。第三次

提到“9日本人‘无关心现象’严重”，并解释：在“日

本社会与文化课”上了解到的，日本在二战之后吸

收了西方文化的“个体主义”，个人意识很强。比

如孩子的房间是孩子的个人空间，即使父母也要

尊重孩子的个人空间，不能随便进去。以上联想

语句均为负面印象，L对日本“亲子关系冷漠”的

印象是在留学之前形成的，之后在留学中通过所

见所闻加固了原来的印象。第二，对“民族性格”

的中日文化差异印象深刻，两次调查持续出现。

第一次L提到“（中日）民族性格差异”，并解释：从

历史上看日本的很多传统文化都是从中国传过去

的。日本是单一民族，日本的文化在保留中国文

化的同时又做了一些创造。（金玉花，2019a：64）日

本的性格跟岛国意识关系密切，很封闭。日本人

的排外意识、侵略性、集团性都跟岛国思想有关

系。第三次提到“中日民族性格的差异”，并解释：

日本地域狭小，具有民族狭隘性，日本民族偏于单

一化，民族性格体现为同质。日本人暧昧、喜欢附

和别人等也和日本的民族性格有关。中国有 56

个民族大融合的特点，所以民族性格具有包容性，

地大物博，受孔子思想的影响较深，比较中庸。L

通过异文化体验加深了对中日民族性格的了解。

第三，对“敬语”的中日文化差异印象深刻，两次调

查持续出现。L第一次提到“日本的上下、内外、

长幼关系严谨，需用敬语，敬语格式复杂”，并解

释：日本根据上下、内外、长幼关系选择使用不同

的敬语，但是中国的敬语没有日本分得那么细。

比如在日本公司里对自己的上司需要使用敬语，

但是跟公司外的人说自己上司的时候可以不用尊

称。（金玉花，2019a：64）第三次提到“对日本敬语

内涵的重新理解”，并解释道：在国内学过敬语，当

时觉得敬语就是为了对长辈尊敬，日本民族等级

观念重。在日本上了一学期的敬语课之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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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敬语不仅表达对人的尊敬，还可以体现说话人

的品格。有些时候是拉近距离、有些时候是贬低

和辱骂人的。日语敬语有很多的功能，通过此课

程的学习对日本人的敬语意识有了较深刻的理

解。自己现在可以区别使用敬语了，也可以判断

对方使用敬语的目的了。此认知是在原有认知的

基础上加深理解和补充完善后所形成的。

留学后出现的新印象来自于异文化亲身体

验，涉及面广而具体。“日本服务意识高”的印象是

留学之后形成并持续出现的。第二次调查中出现

了集群“CL1日本服务意识的先进性（3条）”，而第

三次调查时出现了集群“CL1日本服务意识高（3

条）”。L通过留学生活亲身体验到日本先进的服

务意识，感觉到中国服务意识与日本的差距，所以

第二次调查中提到“8多询问日本服务的常识”，在

第三次调查中提到“6学习服务意识”。L解释道

对“中日服务业水平差距大，这一点感触特别深。

服务业质量的高低会影响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中

国需要向日本学习服务意识”。

此外，有关“历史”的话题持续出现，但留学前

后对其印象发生变化。L第一次提到“3对历史的

认识”，并解释为：中日两国对历史的认识有差异，

尊重程度不一样。日本的教科书篡改了那段侵华

的历史，不尊重历史。（金玉花，2019a：64-65）第二

次提到“1日本人对历史看法的不一致”，并解释

为：综合日语课让每个人轮流做PPT发表，主题不

限定，我发表那天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所以我

在图书馆找了很多资料发表“南京大屠杀事件”，

查资料时发现日本当时也将此作为重大事件报

道，但是没有报道死亡人数，对此我发表了自己的

想法。日本老师听完两眼含泪地说“我对日本人

犯下的罪行表示道歉，日本没有资格谈和平，我希

望你们在日本多看好的地方，好好享受留学生

活”。当时觉得这位日本老师尊重历史，跟日本媒

体所说的不一样。不过与此相反的是，在另外一

门课上，另一位日本老师对中日间的战争的看法

是“因为中国很弱而日本强大，这种势力的不均衡

导致了战争”。由此发现日本人对中日战争的看

法是不一致的。L留学前具有“日本不尊重历史”

的固定观念，通过两位日本老师对日本侵略历史

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了解到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

不尊重历史，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固定观念。

综上所述，可得出L在一年留学期间出现了

“持续具有的”“发生变化的”和“新形成的”日本文

化印象。

4.2 跨文化交际的感情和行为变化特点

跨文化交际感情体现于实际行为，L持续体

现出积极的跨文化交际态度，主动地与日本人交

际，在其交际过程中经历了有意义的异文化体验，

并在其中加深了对日本文化的认识，从而做到了

有效得体的跨文化交际。

第一，L留学前体现出了积极的跨文化交际

态度，提到“1包容中日文化差异”“4多观察日本

人之间的交往方式”。第二次调查时体现的行为

表现有“3与日本朋友互相交流学习”“8多询问日

本服务的常识”。第三次调查时提到了“2学习中

日交流发展史”“3读懂日本人心理，加强跨文化理

解”等4条行为层面的内容，并且提到了“1对待中

日历史问题保持客观态度”。综上所述可得出L

留学前具有积极的跨文化交际态度，因此在留学

中做到了主动与日本人交际并积极地学习，从而

加深对跨文化交际的认知并提高交际能力。

L在第二次调查中谈到：我现在跟 tutor关系

很好，tutor 辅修中文，一开始我就主动地跟她讲

话，每周见一次面互相交流学习。第三次调查中

提到的“3读懂日本人心理，加强跨文化理解”形成

一个集群。L对此解释到：日本人经常附和别人

来表示认同感，其实就是场面话，这样的场面话真

心很难读懂。我跟 tutor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学

习和交流。前半年感觉她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

因为我讲中国文化的时候她一直都会认真听并附

和我。但是后半年跟我熟悉了之后当我讲中国文

化的时候她表现得很不屑，还说一些对中国带偏见

的话，觉得反差很大。跟她本人确认之后恍然大

悟，上半年她是为了附和我才表现出对中国文化

的兴趣。所以有必要在跨文化交际中读懂日本人

心理。L在与 tutor交流的过程中深刻领悟到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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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暧昧和附和别人的性格特点，同时也认识

到了“读懂日本人心理”的艰难性和必要性。

第二，L 在前两次调查中持续提到有关“历

史”的话题，第一次为“3对历史的认识（有差异）”，

第二次为“1日本人对历史看法的不一致”，而第三

次调查中提到“1对待中日历史问题保持客观态

度”。对此解释为：客观对待中日历史，要不卑不

亢。有一次打工时被日本客人问道“你为什么来

日本？你难道不讨厌日本？”，客人带着一种鄙视

的语气问，态度很不礼貌。自己很反感对方的态

度，就回答“我来日本是为了学习，我欣赏日本的

部分文化，不带有国家之间的政治感情”，L当时

很不客气地回答，认为作为中国人要表明自己的

立场。重要度高的联想语句的内容就是受访者意

识中最重要的内容（内藤哲雄，2002）。以上 3条

联想语句的重要度都很高，由此可得出在L的意

识里对中日历史的认识以及态度始终占重要的位

置。L 在一年的留学中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中国

人，不仅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

客观历史，而且围绕敏感话题与日本人交际时也

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做到了有效得体的跨

文化交际。

Joseph Shaules（2013）指出：与异文化成员建

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是跨文化学习的最终成

果，也是其推动力。并指出最有价值的异文化体

验是“负担重的、有意义的、而且是深刻的”，这种体

验才可以促使体验者认识到深层文化，并促进个人

成长。L在留学期间与日本人形成了良好的人际

关系，并在交际过程中经历了较多的有价值的异文

化体验，其中“与 tutor的深入交流”和“面对中日历

史问题与日本老师以及客人之间的交流”等对L

的影响最为深刻，即为最有价值的异文化体验。

5 跨文化交际能力总体评价以及启示

下面整合问卷调查以及PAC分析的结果，综

合评价L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变化过程以及其相关

影响因素。

L的留学动机为“1提高日语综合能力；2亲身

体验日本生活与文化”。留学前L与外教交流基

本无语言障碍。留学后两次调查中L评价自己的

留学生活均为“非常顺利”，并且主要交流对象均

为日本人，交际“较频繁”。第二次调查时“最大的

收获”为“结交了更多日本朋友”，第三次调查时“最

大的收获”为“日语口语提高很多”。留学期间主要

的异文化接触路径为打工、课堂、与 tutor的交流、旅

游、日本新闻媒体和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其中

打工、课堂和与 tutor交流对L的影响最为明显。

留学期间的跨文化交际离不开日语语言，L

在三次调查中对自己的日语语言能力评价均为

“几乎没有语言障碍”。第三次调查时对留学期间

最大的收获为“日语口语提高很多”。从中可得出

在留学期间通过频繁地与日本人的交际，L的口

语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L作为国家奖学金学

生，在留学前就具有较高的日语语言能力，语言能

力保证了 L 在留学期间能够顺利地与日本人交

际，并在其中进一步提升了日语表达能力。

下面总结跨文化交际能力动态变化过程的特

点。首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知层面具有以下

特点：（1）对日本文化的正面印象逐渐增多，负面

印象在留学半年时增多，而在留学一年时变少。

留学半年时负面印象最多，此现象说明L经历了

跨文化适应阶段的危机期。跨文化适应阶段可用

U曲线来表示，包括蜜月期、危机期、复原期与双

文化适应期（陈国明，2009）。（2）体现出“持续具有

的”“发生变化的”和“新形成的”日本文化印象，其

印象深刻程度不一致。L留学前具有的日本文化

印象如“亲子关系”“民族性格”和“敬语”在一年之

后被强化和深化。留学后出现的新认知涉及面广

而具体，L不仅看到了日本文化的表面现象，而且

发现了意识层面的不同，比如第二次调查时提到

的“日本公司的官僚意识较淡”“日本的父母注重

培养孩子的公共意识”等。谭瑜（2014）指出，当留

学前的“先期文化印象”与实际经历较为吻合时，

学生对其进行重新肯定和运用，从而不用在思想

和行为上做出更大的变动来应对新的社会文化情

境。而与预想中不一样的经历往往会给留学生留下

深刻的印象，并成为他们认知与评估当地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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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参考。L的“先期文化印象”基本与真实体验

相吻合，但也经历了与预想中不一样的文化，因此出

现了“发生变化的”和“新形成的”日本文化印象。

其次，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感情和行为层面具

有以下特点。L在调查过程中持续体现出积极的

跨文化交际态度，因此做到了积极主动地与日本

人交际，并在其中学习和成长。L在与 tutor交际

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到了日本人的暧昧和附和，深

刻地理解到了“读懂日本人心理，加强跨文化理

解”的艰难性和必要性。此外，L在对待“中日历

史”的问题上，通过查资料发表的方式批判日本对

战争的态度，并且对这种没礼貌的日本人不卑不

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围绕敏感话题也做到了有

效得体的交际。L回顾一年的留学生活将其总结

为：“想尽快融入日本社会而一直在努力，上半年感

觉漂流在日本社会边缘，到了下半年才感觉到渐渐

地融入到日本社会了”。L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体

现出了适应性和灵活性，并且做到了有效得体的交

流，因此可判断为L实现了Deardorff（2006）金字塔

式跨文化能力模式中的内在和外在结果。

综上所述可得出L是较成功的跨文化交际实践

者，在一年的留学生活中不断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不仅对中日文化差异形成了一个较深刻而全面的认

知，而且掌握了有效得体地与日本人进行交际的语言

和行为层面的能力。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明确的留学

动机、留学时具备较高的日语水平、积极的跨文化交

际态度、一年的留学时间、日语语言和文化相关课程

以及“有价值的异文化体验”。其中“有价值的异文

化体验”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大幅提升起到了关键

性促进作用。国内高校在派遣交换留学生时应考

虑上述因素，则可以提高交换留学的教育效果。

6 结 语

本文为个案跟踪研究，不仅通过PAC分析观

察到个体微观层面的变化，而且通过问卷调查了

解到个体宏观层面的变化，从而探讨了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动态发展过程以及影响因素。L的跨文

化交际能力在一年期间的变化具有如下特点。第

一，留学前后对中日文化差异的认知发生变化，留

学之后出现了“持续具有的”“发生变化的”和“新

形成的”日本文化印象，涉及面较广而具体。第

二，L始终持有积极的跨文化交际态度，留学后积

极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实践，在此过程中增加了对

中日文化差异的认知，从而提高了跨文化交际行

为能力，即使面对敏感的话题也能够有效得体地

进行交际。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有价值的异文化

体验”起到了关键性促进作用。

本文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发展较理想的个案研

究，虽然不能代表所有交换留学生的情况。对高

校在如何通过国际合作项目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方面可提供一些启示。与其他个案进行横向比较

得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动态发展规律以及影响因素

亦可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
[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高校

出国短期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发展跟踪研究（项目编号：

16YJC740031）的研究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金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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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ngitudinal Stud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an Undergraduate Japanese-Major during Language Studies in Japan

Abstract: Based on three PAC analyses and questionnaires of a Japanese-major undergraduate studen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ynamic process and relevant factors of he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during the one-year study experience

in Japan. Firstly, in terms of cognition, "persistent", "changing" and "newly formed" Japanese cultural impressions appeared in

the mind of the interviewee, which covers a thematically wide and characteristically specific range. Secondly, the following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erms of emotion and action. The interviewee ha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intercultural commu-

nication before studying abroad and actively communicates with Japanese after studying abroad. This allows the interviewee to

learn and exercise and gradually integrate into Japanese society. She can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and appropriately even when

facing sensitive topics. Therefore, the pape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n exotic cultural experience plays a key role in pro-

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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