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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全球化社会个人发展的关

键能力之一，也是当代大学生不可缺少的基本素

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恰当运用语言文化知识与

异文化成员进行有效而得体的交际实践的能力，

是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决定性因素。跨文化交际

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者的主观认

识和亲身体验（张红玲，2007）。留学给学生创造

了异文化亲身体验的绝好条件。然而，不断有证

据显示，单纯的异文化接触本身并不特别具有价

值，只有当异文化接触转变到跨文化学习时，交换

和留学项目才会产生更全面、更长远的效果。而

跨文化学习是指：增进对主观文化环境的了解，并

提升敏感而适当地进行跨文化环境交往的能力

（Bennett. M, 2009）。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制约并不

是来自对目的语文化的不了解，而是来自对目的

语文化和母语文化之间差异的不了解。[1]差异性

的学习掌握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知识结构中的重要

基础部分。[2]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大

学往国外大学派送交换留学生，出国留学前学生

所具有的对本国和留学国家的文化差异的认知和

态度直接影响出国后的跨文化适应以及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发展。

Deardor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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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中的跨文化能力等同于跨文化交际能

力（高永晨，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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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跨文化交际学者的共识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包

含认知层面、感情（态度）层面和行为层面的能

力。[3] Deardorff（2006）的金字塔式跨文化能力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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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使用PAC（Personal Attitude Construct 的缩写）分析法调查分析交换留学前的 4
名日语专业生对中日文化差异的印象以及态度的意识构造，从而探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微观层面。

研究得出：认知层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较显著地体现出来，表层文化多于深层文化，并且对人际关系

和敬语使用方面的中日文化差异印象最为深刻；感情（态度）层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体现得不显著。

该研究对了解高校基础阶段日语专业生所具有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一定启示，并且拓宽了跨文

化交际能力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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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塔底（必备的态度）和第二层面（知识与理解、

技能）所包含内容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感情（态

度）层面和认知层面的内容相对应。本研究只关

注该模型中的下面两层内容，即“态度”和“知识

与理解、技能”。因为国内基础阶段日语专业生在

真实异文化环境下进行有效跨文化交际实践的机

会受限，学生对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能力较难

做出判断。金字塔式跨文化能力模式的上面两层

部分即理想的内在结果和外在结果是在留学后的

交际实践中被证明和发展的。

本文研究对象为交换留学前的 4名日语专业

生（打算大三时出国留学一年），通过PAC分析法

探讨4名学生对中日文化差异的印象以及态度的

意识构造，进而探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知层面

和感情（态度）层面。本研究作为教育部课题《高

校出国短期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发展跟踪研

究》的前期研究，有助于了解出国前日语专业生所

具有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管窥高校日语教学

基础阶段进行跨文化教学的现状，并对留学前的

指导提供实证基础。

1 以往研究综述及不足点

跨文化交际学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中国，30

年来已经为我国外语教育界广泛接受，并取得了

长足发展。[4] 跨文化交际能力为跨文化研究的热

点问题之一（史兴松、朱小玢，2015）。国内学者对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集中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模型建构、现状测评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

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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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知层面，学者们指

出，要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交际者不仅需要一

般文化知识，还需要具备特定文化知识以及关于

本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人文、

宗教、习俗等各方面的知识。感情（态度）层面包

括交际者对于文化差异的敏感，对于不同文化的

包容，对自己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其他文化

的尊重。行为层面主要是指交际者的各种能力，

如语言能力、非语言能力、变通能力、处理人际关

系的能力、心理调节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以及在

异文化环境中做事的能力等。 [5]沈鞠明、高永晨

（2015）在“知行合一模式”的理论框架基础上研制

了适用于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的量

表。高永晨（2016）运用上述测评量表对 2300名

大学生进行了调研测评。研究结果表明，6个维度

（知识、意识、思辨、态度、技能、策略）中意识得分

最高，知识得分最低；具有出国打算的学生的跨文

化交际能力比没有出国打算的学生高。黄文红

（2015）依托电子档案袋技术建构了过程性文化教

学模式，并证明该教学模式能够显著提升情感和

行为层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上是英语教学领

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

近年日语专业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受到业

内学者的重视。侯越（2012）梳理了国内 3所具有

代表性的高校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学实践，并构建

了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学体系。刘钟鸣、曾妍（2014）

和崔迎春等（2016）分析了高校使用的日语教科书，

并探讨了日语专业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方向

和模式以及课程设计。相关研究还有教学中构筑

以日语影视作品为语境语料的智能视频语料库的

教学实践（刘玉琴等，2014），教学中导入日本文化

知识的教学实践（太文慧、高在学，2014）等。姚艳

玲（2017）基于外语教育视角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

究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了日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现状。研究得出日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

交际能力状态并不十分理想，在8个维度（跨文化态

度、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技能、社会语言能力、策略能

力、语篇能力、跨文化知识、语言能力）中跨文化态度

得分最高，语言能力得分最低，并且与英语专业生相

比跨文化交际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以上研究虽

在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方法和途径方面取得了

一些收获，但是探讨有关日语专业生跨文化交际能

力现状的论文少见。姚艳玲（2017）的研究探讨了

日语专业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但该论文作

者也提到了，作为定量研究，自测量表有一定的主

观性，虽然反映了大学生整体的普遍性，但还存在

借助定性研究从个体角度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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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大部分为描述性研

究或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很少见。史兴松、朱小玢

（2015）通过检索 2005-2014年在 11种外国语言学

类CSSCI刊物上发表的跨文化交际学论文 112篇

进行分析，并指出总体上非实证研究占主导地位

（76.8%），实证研究只占（23.2%）,而且实证研究

中，定性研究数量非常少（只有 3篇）。非实证研

究中，总结体会类论文量最多，其次是理论反思类

论文。并提出，与国际跨文化交际研究接轨要多

运用定性研究及混合研究。

鉴于上述问题，本研究使用PAC分析法做定

性研究，从个体角度分析留学前日语专业生对中

日文化差异的印象和态度的意识构造，从而在微

观层面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

分析。前述高永晨（2016）得出“具有出国打算的

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比没有出国打算的学生

高”，由此可判断本研究的受访者来自跨文化交际

能力较高的群体。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多例个案研究，笔者对3所大学的4

名二年级日语系学生进行了访谈调查，其中 1所

大学位于中国北方，2所大学位于南方。为保护学

生的隐私本文称这4名学生为A、B、C和D，其中B

和C在同一所大学。受访者属性如表 1所示。调

查时间为2016年6月-7月。

表1 受访者属性

受访者受访者

A

B

C

D

高校高校

985

211

211

985

性别性别

男

女

女

女

有无有无N1

无

无

无

无

公自费公自费

自费

公费

自费

公费

留学动机留学动机

①感受日本生活

②提高日语水平

①提高日语水平

②体验日本文化

①体验日本风土人情

②提高语言能力

③锻炼独立能力

①提高日语综合能力

②亲身体验日本生活与文化

该 4名学生均计划在大三时到日本的大学留

学一年，B在上大学之前有到日本旅游一周的经

历，其他 3名均没有出国经历。留学动机基本一

致，最多的是“为了提高日语水平、体验日本生活

和日本文化”。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日本心理学家内滕哲雄研发的

PAC 分析法。PAC 是 Personal Attitude Construct

的缩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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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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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的意识构

造，并绘制出树状图形。PAC分析法是一个具有

较高再现度和信赖度的质的研究方法，在日本被

广泛应用于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跨文化交

际等研究领域。

具体调查步骤同金玉花（2017），其基本流程

图为：受访者看刺激短文⇒写联想语句⇒根据重

要度排列⇒7段评价法评价联想语句间的意思相

近度⇒基于意思相近度距离（類似度距離行列）使

用 spss17.0制成树状图⇒解读树状图⇒判断联想

语句的印象（+，-，0）。

刺激短文的质量决定联想语句的内容和质

量，是决定PAC分析结果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内

藤哲雄，2002）。本调查的目的为分析学生对中日

文化差异的印象和态度，即对待文化差异时体现

出的知识层面和态度层面的意识构造。通过刺激

短文“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差异是什么”可引出中日

文化差异知识层面的内容，而“如何克服跨文化交

际中的文化差异”可引出对待中日文化差异时态

度层面的内容。因此，本调查使用的刺激短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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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解释两个刺激短文无

先后顺序，将看到两个问题时头脑里浮现的联想

语句用关键词或短语写出。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4 名学生写出联想语句的数量依次为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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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B（10项）、C（10项）、D（8项）。对4名学生写

出的联想语句分别根据上述研究步骤使用

SPSS17.0的集群分析法进行分析，4名学生的联

想语句树状图如图1至图4。最左边的数字是4名

学生自己排定的联想语句的重要度，数字越小说

明在这4名学生的认知范畴中其重要度越高。

3.1 学生A

A 根据树状图把 8 个联想语句判断为 4 个

集群。

第一集群包括3个联想语句，A把此集群命名

为“日本民族的特性”。A解释为：这3条都是日本

民族的特征，是日本自开放以来变得强大的原因

所在。日本人自尊心很强，希望国家强大，所以善

于接纳、善于思考和学习。开放和接纳、思考和学

习都是日本人为了强大起来所做的努力。

第二集群包括2个联想语句，A把此集群命名

为“人际关系和严谨性”。A解释为：这两条关系

密切，上下意识是自古以来日本人际关系的明显

特征。对他们来说上下意识是很重要的，体现在

敬语使用严谨、严守规章制度、严守时间等方面。

第三集群仅为1个联想语句，A把此集群命名

为“责任意识”，并解释：与中国人相比日本人责任

意识强，这是日本人最为突出的国民性。日本国

民的责任意识很强，比如日本经常有做错什么事

就出来道歉、为承担责任辞职的新闻报道。

第四集群包括2个联想语句，A把此集群命名

为“日本人行为特点”，并解释：这两条看似没有关

系，其实这两条内容关系很密切。日本人暧昧、不

直接表达内心的想法，这是因为不想给对方造成

不愉快或麻烦，因此看起来既文明又谦恭。

A的意识构造由文化知识一个层面的内容组

成，4个集群主要围绕“日本民族性格”和“人际关

系特点”进行说明。“上下意识”的重要度为1，A认

为日本人的“上下意识”是与中国不同的主要特

点。因此，日本人在进行人际交往时非常严谨、暧

昧、谦恭。此外，A特别强调日本人的“责任意识”

与中国不同。

3.2 学生B

B 根据树状图把 10 个联想语句判断为 3 个

集群。

第一集群包括3个联想语句，B把此集群命名

为“中日思想意识不同”。B解释为：中日对自我

价值的理解不同。日本有武士道精神，认为人活

得最后像樱花一样凋落比较有价值，这一点上中

日价值感不同。还有日本人注重内外意识，这是

日本人际关系的主要特点。想了解更多的日本文

化就要深度旅游，在不同的地方多看多学习，理解

当地人的所作所为。

第二集群包括3个联想语句，B把此集群命名

为“留学前准备”，并解释为：这3条都是去日本之

前需要准备的内容。首先收集相关资料，了解日

本文化。日本垃圾处理方式有名，分可燃、不可燃

以及厨房垃圾，扔垃圾的时间也有规定，这些需要

提前了解。还有日常生活中与外教交流时去发现

图1 学生A的树状图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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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人不同的地方，可以有意识地使用敬语。

此外，通过平常老师上课的内容了解日本。这些

都是提前做准备的内容，需要提前积累相关知识。

第三集群包括4个联想语句，B把此集群命名

为“跨文化交际的态度”，并解释为：首先尊重日本

文化，主动适应与日本人的交际。因为日本人在

礼仪、等级方面都很严谨，在日常交流中肯定会有

文化差异导致的各种问题。相互不理解的地方需

要克服困难，主动与日本人多进行交流、主动去适

应，在失误中吸取经验有利于促进跨文化交际。

B的意识构造由态度和文化知识 2个层面的

内容组成。CL1主要内容为文化知识，即中日价

值观的不同以及日本人的内外意识。CL2主要内

容为留学前的思想准备，B为了留学作针对性的

学习和准备。CL3为对文化差异的态度，B觉得与

日本人交际时需要“尊重日本文化”、“多进行交

流”和“吸取经验”。“与日本人多进行交流”其重要

度为1，可看出B具有积极的跨文化交际态度。

3.3 学生C

C 根据树状图把 10 个联想语句判断为 5 个

集群。

第一集群包括3个联想语句，C把此集群命名

为“日本人综合素质高”。对此解释为：日本注重

文化知识产权的维护，日本无论是下载什么都需

要版权费，比如图书、音乐、电影等，对劳动者权益

保护的力度大。还有日本人国民素质高，大地震

时表现得有秩序、自律性很高，让世界赞叹不已。

此外，最近曾看过报道，泰国曼谷的机场飞机晚

点，一群日本中学生席地而坐看书，而且离开时一

片垃圾都没有丢下。日本人做事严谨，从外教身

上就能感觉到，有一次学生有个活动要采访外教，

外教再三确认时间和采访内容等，C觉得严谨是

日本人的处世态度。注重隐私也是做事严谨的一

种体现吧。

第二集群包括2个联想语句，C把此集群命名

为“中日生活习惯的差异”。对此解释道：饮食文

化有差异，日本在吃饭前后说「いただきます」、「ご

ちそうさまでした」，还有筷子的摆放等餐桌礼仪

都跟中国不一样。垃圾分类更是跟中国不同，在课

本上有学过。日本把垃圾分得很细，有可燃、不可

燃、厨房垃圾、报纸等，扔垃圾的时间也有规定。

第三集群包括3个联想语句，C把此集群命名

为“日本人的性格特点”。并解释道：跟日本人做

朋友容易，做好朋友比较难。内外分得明显，而且

日本人比较内敛，所以觉得有距离感。日本人的

两面性在“菊与刀”里有提到，日本人容易走极端，

上班时认真、正经，但是下班喝酒就完全变了一个

人，这就是两面性的体现。此外，日本的可爱文化

盛行，无论是动漫、cosplay、女孩子的打扮、说话声

音，处处体现出可爱。

第四集群仅有1个联想语句，C把此集群命名

为“日语敬语发达”。对此解释道：可能是日语语

言特征的关系吧，在日本说话对象不同所使用的

敬语语体要变化，中国的汉语里没有这个问题。

日语敬语分得很细，敬语使用体系体现人际关系

图2 学生B的树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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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近程度、内外和上下关系。

第五集群也仅由1个联想语句组成，C把此集

群命名为“对历史问题的态度”，并解释：中日两国

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不同。是因为我是中国人的关

系吧，被侵略与侵略的角度肯定不同，总觉得日本

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不够端正，是政治原因吧。

C的意识构造由文化知识层面的内容组成。

C肯定了日本人综合素质较高、做事严谨。并且

提到“生活习惯”“性格”“敬语”“对历史问题的态

度”上的中日差异。“日本人的性格内敛，不易亲

近”其重要度为 1。“根据不同对象敬语语体不同”

其重要度为 2，并且单独形成一个集群，对此C解

释为日本的敬语使用体系体现亲近、内外、上下关

系。从以上内容可看出，C对文化知识尤其是对

日本人际关系以及敬语使用有较深刻的理解与

认识。

3.4 学生D

D 根据树状图把 8 个联想语句判断为 3 个

集群。

第一集群包括3个联想语句，D把此集群命名

为“日本人际关系的特点”，并解释：日本人的双重

性格体现在「本音と建前」，他们强调对外要「建

前」，所以不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采取暧昧的态

度。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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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本上下、内外意识的体现，对公司

外的人来说公司的上司就是自己的「身内」，不需

要尊称。此外，日本人际关系缺少真诚，亲子关系

冷漠。在日本，爷爷奶奶不会像中国一样带孙子

孙女，女性家庭压力很大，而男性工作压力又很

大，从亲子关系冷漠可以发现社会的一些问题。

第二集群包括2个联想语句，D把此集群命名

为“中日民族性格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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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是 56 个民族，以汉族为

主，但各民族之间平等，所以很难说中国人具有什

么样的性格，中国人强调的是孔子思想。日本的

性格跟岛国思想关系密切，很封闭。即使现在是

全球化时代，还是有封闭的一面。对待外国人刚

开始是很尊敬的，但是发现外国人不具有那么多

才能的时候会鄙视外国人，这是岛国思想的体

现。日本人的排外意识、侵略性、集团性都跟岛国

思想有关系。

第三集群包括3个联想语句，D把此集群命名

为“跨文化交际态度”，并解释：这个集群讲到具体

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中日两国需要互相包容文化

差异、尊重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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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学生C的树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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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不尊重历史。此外，留学时应互相包容文

化差异，吸取日本好的一面，比如懂礼貌、讲文明

等。还有，多观察日本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作为

外国人跟日本人相处需要亲身去磨合。我的观点

是多观察日本人在交际中的语言、神态、动作等。

比如“日本人暧昧”这样的特点是需要自己去体

会的。

D对中日文化差异的意识构造由态度和文化

知识 2个层面的内容组成。CL1和CL2体现为文

化知识，包含人际关系和日本人性格方面的内

容。CL3 为交际态度，具体体现为“包容文化差

异”“尊重历史”等。“包容中日文化差异”其重要度

为1，说明D具有较宽容的跨文化交际态度。

以上对4名学生分别进行了PAC分析并总结

了每个人所具有的对中日文化差异的印象和态度

的意识构造，A-D的集群名汇总如表2所示。A强

调民族性格和人际关系方面的中日差异。B主要

体现出积极的跨文化交际态度。C强调人际关系

以及敬语的使用上的中日差异。D除了强调人际

关系和民族性格的中日差异之外，还体现出积极

的跨文化交际态度。4名学生均体现出文化知识

层面的中日文化差异，而跨文化交际态度只有 2

名学生（B、D）体现出来。

4 整合分析总结与讨论

为了便于理解整体现状，下面整合分析 4名

学生写出的 36条联想语句，其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中联想语句的序号与图 1-4的序号一致。根

据联想语句的内容重新分组，分组以及组名的命

名依据为贾玉新（1997）提出的表层文化和深层文

化理论以及胡文仲（2013）提到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认知、感情（态度）和行为层面理论。

贾玉新（1997）提出：知识模块由表层文化和

深层文化组成。表层文化是指“人类的行事方式

或行为模式”，不仅包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直

接观察到的事物，如生活方式（衣食住行）、风俗习

惯、礼仪礼节、言语交际、人际关系，还包括文学艺

术、典章制度等历史和传统思想的物质化形式。

深层文化是指“观念文化”，包括信仰、价值观念、

世界观、民族性格等。

36条联想语句共分成四组，分别为“行为／习

惯模式”组、“人际关系／敬语”组、“观念文化／民

族性格”组以及“交际态度／思想准备”组。“行为／

图4 学生D的树状图

表2 4名学生的PAC分析结果汇总

ＡＡ

CL1日本民族的特性

CL2人际关系和严谨性

CL3责任意识

CL4日本人行为特点

ＢＢ

CL1中日思想意识不同

CL2留学前准备

CL3跨文化交际的态度

CC

CL1日本人综合素质高

CL2中日生活习惯的差异

CL3日本人的性格特点

CL4日语敬语发达

CL5对历史问题的态度

DD

CL1日本人际关系的特点

CL2中日民族性格不同

CL3跨文化交际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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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模式”组包括“A2暧昧”等14条，其中A、B、C

都提到“严谨”，其出现频率最高。“人际关系／敬

语”组包括“A1上下意识”等6条联想语句，4名学

生均提到日本人的“上下/内外关系”，并且学生在

解释上述人际关系时均提到敬语的使用。以上两

组体现出文化知识中的表层文化。“观念文化／民

族性格”组包括“A3责任意识强”等8条，其中“C4

两面性”和“D7双重人格”所表达内容一致。该组

内容为文化知识中的深层文化。“交际态度／思想

准备”组包括“B1与日本人多进行交流”等 8条联

想语句。只有 B 和 D 体现出对待文化差异的

态度。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探讨 4名学生所体现出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首先，4名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

力主要体现在文化知识层面上。表层文化多于深

层文化，表层文化主要体现于对日本人的人际关

系和行为习惯的认知，“上下／内外关系”和“严

谨”的出现频率最高。深层文化体现于“两面性”

等国民性格。综上所述，可看出对中日文化差异

的认知多为中日比较文化论上的刻板印象。在访

谈中，笔者确认信息来源为课堂、日本外教、新闻

媒体和动漫。其次，4名学生中只有 2名体现出感

情（态度）层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且均提到应

尊重和包容文化差异。由此可得出结论：跨文化

交际能力中认知层面的文化知识较显著地体现出

来，表层文化多于深层文化；但感情（态度）层面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体现得不显著。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知层面即文化知识较发

达，其原因可分析为，“教师最为认同的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构成要素是知识，特别是语言和文化知

识”[6]。针对“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差异是什么”的刺

激短文，大部分受访者写出对日本文化的印象，但

是通过对各条目的解释可看出均为进行中日比较

之后得出的与中国文化不同的日本文化。本研究

得出受访者对中日文化差异的印象具有刻板印象

的倾向，这个结论与先行研究的成果一致。受访

学生在出国前对未来留学所在国的印象比较笼

统、不够准确，存在一些思维定势或刻板印象的倾

向。[7]作为从事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学者或者语言

教师，我们面临这样一个矛盾：为了帮助不同文化

的人们相互了解，就必须概括文化差异，必然要建

立某种文化定型；然而这些定型对于差异的“过分

概括”或“标签化”有可能人为地制造屏障，妨碍文

化间的交流和理解。一面是架设桥梁、沟通文化

的使命，另一面是构筑壁垒、隔绝文化的危险，这

一“桥”与“墙”，文化定型之打破与建立的矛盾，我

表3 4名学生所体现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联想语句序号联想语句序号（（3636条条））

A2，A4，A5，A6，A8

B10

C3，C5，C6，C7，C8，C9，

C10

D3

A1

B3，B7

C2

D6，D8

A3，A7

B4

C1，C4

D2，D5，D7

B1，B2，B5，B6，B8，B9

D1，D4

联想语句的关键词联想语句的关键词

暧昧，严谨，文明，善于思考，善于接纳

垃圾处理严谨

饮食习惯，垃圾分类，严谨，维护文化知识产权，国民素质高，对历

史问题的态度，可爱文化

对历史的认识

上下意识

等级严谨，内外分明

不同对象使用敬语语体不同

人际关系缺少真诚，上下内外关系严谨

责任意识，自尊心强

个人价值

性格内敛，两面性

民族性格，岛国思想，双重人格

多交流，尊重日本文化，吸取经验，收集资料，提前准备，深度旅游

包容文化差异，多观察

组名组名

行为／习惯模式（表层文化）

人际关系／敬语（表层文化）

观念文化／民族性格（深层文化）

交际态度／思想准备

跨文化跨文化

交际能力交际能力

认知层面

认知层面

认知层面

感情（态度）

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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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称为“跨文化交际悖论”[8]。细川英雄（2002）

的“个的文化（「個の文化」）”论也对“文化定型论”

进行了批判。但受访者并未体现出“跨文化交际

悖论”或“个的文化”的意识。

鉴于以上学生所具有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特

点，建议在教学中不应仅关注“文化导入”和“文化

差异”，更应让学生了解“文化悖论”，改进跨文化

交际的思维模式以及策略方法。

5 结 语

本文对 4名高校二年级日语专业生使用PAC

分析法进行访谈调查，分析交换留学前学生对中

日文化差异的印象和态度的意识构造，进而从微

观层面探讨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得出如下结

论。第一，4名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体现在

文化知识层面，表层文化多于深层文化，对人际关

系和敬语使用方面的中日文化差异印象最为深

刻。第二，只有 2名学生体现出感情（态度）层面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文化差异持有尊重和宽容

的态度。可得出4名学生对跨文化交际中知识层

面即“中日文化差异”的认知较深刻，但是“如何克

服中日文化差异”的跨文化交际态度层面的认知

较表浅。

本研究作为案例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不能代

表所有日语专业学生，并且本研究主要关注跨文

化交际能力的认知层面和感情（态度）层面，但为

管窥日语专业生基础阶段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

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为教学第一线的日语教师

在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

一定的启示。此外，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与以往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不同，这也是该论

文的新意所在。在一年的交换留学之后，学生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发生何种变化将是今后继续探讨

的研究课题。

[本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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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福州大学社科科研扶持基金资助项目“日语教育中跨文化交际

能力培养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5SKF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主持人均为金玉花。同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青

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编号：201706655023）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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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mong Japanese-ma⁃
j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ocusing on Cultural Knowledge and Attitude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mploys a PAC (Personal Attitude Construct)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cross-cultural

(China/Japan)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of four Japanese- maj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prior to their participation in an ex-

change program with a view to access thei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participants

demonstrated obvious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n terms of cultural knowledge, although superficial, and a

strong knowledge of difference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use of honorifics; however,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these

cultural differences was not conspicuously demonstrated. These findings offer insights into the status of cross-cultural commu-

nication competence of the Japanese-major undergraduates in their first two years of university studies, providing new perspec-

tives on the research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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