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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为了提升中学日语教育质量,为中学日 语 教 师 搭 建 更 多 交 流 平 台,中 等 日 语 研

究会２０１９年组织了 全 国 中 学 日 语 教 师 的 论 文 交 流 活 动,并 精 选 优 秀 论 文 集 结 成

册,命名为«中等日语教育»正式出版.作为第一本面向中学日语教 师 的 论 文 集,本

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学 日 语 教 育 的 新 起 点,对 于 中 国 的 日 语 教 育 具 有 非 常 重

要的意义.
回顾历史,中学日语教育一直在 不 断 摸 索 中 前 行.１９７２ 年 中 日 恢 复 邦 交 后,部

分地区的中小学自发开设了日语 课 程.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 代 末,随 着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进程的加快,各个领域对日语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开设日语的中学也日益增多.

１９８２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学日语教学纲要».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了全国通用的中学日语教材«高级中学课本 日语»１~３册和«初级中学课本 日语(试

用本)»１~６册.这为中学日语教育奠定了基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全国初中普及了外语教育,同时高中外语课程逐步开始了多元化

发展.２００１年,教育部印发了«全日制义务教育日语课程标准(实验稿)».２００３年,教育部

又印发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和语文等十五个学科课程标准(实验).高中课标

(２００３版)中包含了英语、日语、俄语三个外语学科的课程标准,从而明确规定日语为外语必

修课程语种之一.

２０１７年底,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高

中课标(２０１７版)中,修订了日语的高中课程标准,明确了学科核心素养,为全国各地的中学

提供了开设日语课程的指导.
«中等日语教育»的出版,不但填补了中学日语教育研究的空白,为教师们提供了

互相学习借鉴的机会,更进一步提升了中学日语教育和教研的整体质量,推动了中学

日语教育的专业化发展,同时也为高校日语教师了解中学日语教育提供了一个绝佳

的平台.
为了实现中学和高校课程贯通,培养更多优秀的日语人才,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坚

持开设日语高起点班,并有专门的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四十多年来,北外高起点班培养了

大量优秀的日本研究人才和高级翻译人才,这正可谓是中学日语教师和高校日语教师接力

培养的丰硕成果.多年来,我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中学日语教师,感动于他们对日语教育的

坚守与付出,同时也切身感受到中学日语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等日语教育对于日语人才的培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学日语教师的教学水

平和研究能力的提升着实推动了中等日语教育的的发展.«中等日语教育»的出版可



以说是中等日语教育的新起点,同时也期待并相信它会成为中学日语教育和高校日

语教育的新接点 !

北京外国语大学

日语学院 院长

徐滔

３



序　 二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及国内学生整体外语水平的提高,中学日语教师的队伍日益壮

大,更加正规化和专业化.２０１７年起,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中,初中、高中、中职阶段增设了

“日语”科目.中学阶段学习日语的学生人数近年持续增多,２０１９年参加日语高考的学生人

数已接近５万人,可以说中学日语教育正在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中等日语教育»的出版

正是应对这一机遇与挑战的重大举措,不仅是对过往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探索和展望.
本书中收录的论文内容贴近中学日语教学,从“高中日语新课标”“课程教学与教材”“课

堂活动设计”“语言学与方法论”等方面展开研究,并结合高中、中等职业学校以及初中教学

的不同特点进行专题研讨,充分体现出中学日语课堂实践研究的重要成果.
从本书中收录的文章来看,中学日语教师非常关注日语教育的动向,注重不断地学习和

积累.“高中日语新课标”版块中,有多位教师提到对«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版)»的
学习,阐述了对日语学科核心素养的理解以及将核心素养的培育贯穿于课程的实践方略.
“课程教学与教材”版块中,教师们使用“思维导图”“任务型教学”“活动素材库”等形式开展

课堂教学,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教学方法.此外,“高中日语课堂教学”“中职日语课堂教学”
“初中日语课堂教学”三个版块,也体现出教师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所使用的各种教学策略.
无论从版块的设计还是内容的编写上来看,«中等日语教育»都很好地体现了中学日语教学

与研究最前沿的信息.
尽管中学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接触理论研究的机会不多,与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专业

性科研不同,但是中学教师的视角更加贴近教学第一线,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认

知能力.相信教师们的研究成果必将有益于一线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而本书的出版,无疑

将会给中学日语教师提供一个更高的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对中学教师的专业水平的提升具

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目前中学日语教育依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教师培训机会缺乏,教研力量相

对薄弱,尚未全面实现与高校日语专业的贯通等.中学日语教育中依然有很多课题值得去

研究.相信随着中学日语教学的发展及教研团队的完善,今后必定会开展更多的教师交流

与教研活动,推进相关小语种教材、教学资料的建设,从而为开展多元文化交流,推进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外语储备人才.

上海外国语大学

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院长

高洁





前　 言

２０１７年底,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新

课程标准修订了日语的高中课程标准,提出了“学科核心素养”,中学日语教学愈发受到关注

和重视.

近几年来,随着课标的修订和各种与小语种相关的政策文件的出台,中学日语教学得到

了极大的保障,教师水平也有了稳步的提升.但目前一线的小语种教师在教学中仍会遇到

很多困难,感到困惑.教师队伍普遍年轻,缺乏经验.此外,由于还有许多地区没有统一的

日语教师的教研体系,教师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缺乏听课、研讨、培训等学习机会.

为了给中学教师提供更多交流和学习的平台,让开设日语学科的中学校长能够在管理

层面分享经验,２０１１年时任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校长的笔者牵头成立了“中等日语课程

设置校工作研究会”(以下简称“中等日语研究会”).截至２０１９年,全国已有７６所中学加入

了研究会.会员学校的学生中总计有２万余人以日语作为第一外语,中学日语学习迎来了

快速发展的时期.

为了搭建适合中学日语教师发表论文、交流学术的平台,为日语教师提供更多成长的空

间,中等日语研究会自２０１９年１月起筹划编写«中等日语教育»,向全国工作在中学日语教

学一线的教师征集稿件.本书以“高中日语新课标”“课程教学与教材”“课堂活动设计”等多

个版块,展现中学日语教师针对课堂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探索,为中学日语教学的发展提供参

考和借鉴.相信今后会有更多致力于中学日语教学的教师加入这支团队,为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培养和输送更多具备综合素养的外语人才.

此外,中等日语研究会每年会举行一次全国性年会,组织中学生日语演讲比赛、日语教

师教学评比等活动,丰富中学日语教学的形式,提升教师对 “学科核心素养”的理解.研究

会每年还会编写内部刊物«中等日语教育研究»,此外还编写、出版了面向高中生的«高考日

语词汇必备»«高考日语语法必备»«高考日语听说训练»等图书.

感谢所有关心中等日语教育,为中学日语教育贡献力量的教师和专家.本书的出版既

是中等日语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的成果展示,同时也希望它能成为中学日语教育发展的见证

和纪念.

中等日语课程设置校工作研究会 会长

刘国华

２０２０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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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教材的选择和使用———以初中日语学习者为对象 索莉虹(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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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核心素养的高中生日语学习能力培养研究
　

湖州市双林中学　白灵灵

　　[内容摘要]«高中日语课程标准»将日语核心素养界定为语言能力、文化素养、思维品

质、学习能力四个维度.以往教学多聚焦在对学生语言知识与技能的培养

上,如今要同时关注这四个维度的素养,其中最难落实的是思维品质和学

习能力的培养.因此本文以学习能力为切入点,采用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

式,对E市中学生日语学习能力现状进行调研,旨在探究高中生日语学习

能力培养的策略,提高学生的日语学习能力,促进学生的日语学科核心素

养发展.
[关 键 词]核心素养;学习能力;日语教学

伴随高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学日语教学发展迅速,日语作为高考外语六种可选语

种之一,其地位日益得到学校和学生的理解与认同.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未来发展的关键能

力和必备品格,高中日语课程目标亦由“综合语言运用能力”提升为“日语核心素养”,主要包

括语言、文化、思维和学习四个方面.在日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日语学习能力是发展学生语言

技能、挖掘学生文化意识、锻炼学生思维品质的前提条件.因此,教师应在把握教学原则的基

础上,树立新的教学理念,将学生日语学习能力的培养作为未来日语教学的关键环节.

１　日语学习能力的具体内涵

新颁布的«高中日语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提出日语学科核心素养为“语言能力、
文化素养、思维品质、学习能力”.其中的学习能力由旧课标的学习策略发展而来,既涵盖学

习策略,也包括对日语本身以及对日语学习的认识和态度(林洪,２０１７),体现了学习能力的

时代性.«课标»将学习能力定义为获取知识与学习资源、管理与调控自身学习的能力,即学

生通过日语课程学习调动学习的兴趣,提高自主学习意识,学会与他人合作,具备不断探究、
学会学习的能力.

日语学科核心素养中的“学习能力”主要涵盖三个维度的内容.一是选择与获取,包括了

学习策略中的认知策略,指学生为完成具体语言学习活动而采取的步骤和方法(夏谷鸣,

２０１７),及根据情境、任务等对相关的学习资源所做的分析和处理.二是管理与调控,即学生

为提高学习效率,在学习过程中根据老师的指导主动地进行自我计划、自我总结与反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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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并根据需要自我调整学习方法、学习策略和情感态度,开展自我监控与自我评价(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部,２０１８).三是独立与合作,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展开

自主学习,反思自身行为,亦能通过交际策略展开各种合作学习,发展沟通能力,增强学习动

机,提高学习热情,促进终身学习意识的养成.在学习策略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学习能力体现

出,影响外语学习的因素除了智力因素,也包括非智力因素,主要在认知(词汇学习能力、语
法敏感度、语音辨认度等)、思维(思维的深刻性、灵活性、批判性、敏捷性等)、情感(语言学习

动机、情感态度、学习兴趣等)和行为(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四个方面(林洪,

２０１７).学习能力更强调学会学习的重要性,学习能力的培养可以帮助学生养成可持续发展

的终身学习品质.
学习能力的培养是融合在日常日语教学的具体实践活动和课外自主学习过程中的,是

融合在对语篇、情境的观察与分析表达的过程中的,是融合在对自己日语学习的反思和管控

的过程中的.获取与选择、管理与调控、独立与合作这三个维度,是对日语学习能力素养内涵

的高度概括,是从日语学习全过程视角凝练形成的三个相互关联的过程性行为(林洪,

２０１７).
本文将从上述三个维度对学生学习能力的现状及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探究.

２　高中生日语学习能力现状调研

通过调研,我们大致了解了高中日语学习者的生源与动机的一般状况:高中日语学习者

的生源情况复杂,个别学生从初中开始学习日语,而大部分学生从高中才开始学习;有的学

生学习日语是出于对日语的兴趣,而有的则是因为英语没有学好转而学习日语;有的学生是

为应付高考的需要,而有的学生则是出于对出国留学的考虑由此可见,高中日语教学以

应试教育为主,学生缺乏学习日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同时,高中日语教学存在着发展不平

衡,落实日语课程标准不到位、不精准等问题.

２．１　学生缺乏学习动力,无法有效获取学习资源

根据在E市高级中学发放的１７５份问卷数据,我们发现大约５３％的学生具备为完成学习

任务而去获取相关知识并在海量信息中选择重要学习资源的能力,剩下大约４７％的学生则

基本无法通过相关学习途径获取并选择合适的学习资源.为此我们对E市S中学的学生进

行了抽样访谈.通过访谈该校的１５名学生,我们发现能够获取并选择日语资源的学生在高中

前就学习过日语,或本身一直对日语有浓厚的学习兴趣,而不能获取与选择学习资源的学生

则是由于英语不好而被动选择日语.对这若干名不能获取与选择学习资源的学生,我们进行

了深入访谈,发现这类学生表现出以下特点:受原先英语学习效果的影响,学习态度不积极,
没有正确认识日语学习的意义,对日语学习的期望值较低;日语课堂以教师单方面传授语言

知识为主,枯燥乏味导致学习兴趣低下形成厌学现象;学习过程中遇到较多的困难与挫折,
不懂如何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不懂如何掌握获取知识的工具以及根据认识的需要处理

各种信息的方法,导致学习的毅力逐渐衰弱,在日语学习上投入的精力减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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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学生缺乏对资源的调控管理意识

回收的问卷数据反映:被调查的１７５名学生中大约６６％的学生认同会在学习出现问题时

主动向老师、同学请教,而对于实施自我计划、自我反思、自我监控、自我管理等学习行为则

鲜有认同.通过访谈发现,学生对于新旧知识混淆,没有进行适时的复习和整合,缺乏整合学

习与比较的步骤;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的领悟力不足,无法依据客观条件综合评估,将所

学知识迁移到相应的新情境中,并进行自我反思,认识自己的不足并做出相应的调整,摸索

出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和方法,难以根据自身需要制订学习目标,同时监控自己的策略和方

法的使用;缺乏自我情绪与情感调节的能力,面对学习中的困难不懂分析原因并解决,从而

获得成功感,树立日语学习的信心,无法管理自身学习环境,难以主动创设日语学习氛围.

２．３　学生自主、合作学习能力薄弱

回收的问卷数据显示,５９．４６％的学生十分认同“会展开自主学习”;５２．７％的学生十分认

同“会展开合作学习”;但对于“在合作学习后运用他人所长补己之短”,仅有２７．０３％的学生

表示十分认同.对此,笔者对S中学的学生再次进行抽样访谈.通过访谈得知,现阶段高中日

语教学课堂中有表演合作、问题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小组合作,但多以完成任务为主,学生通过

这些合作活动实际开展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反思学习效果并据此优化学习策略和方法、运用

日语进行交流和表达的情况较少,即便有亦无法在合作学习中有新的发现并举一反三,缺乏对

原先的思考进行反省、监控,反而逐渐养成对单词、语法死记硬背,依赖现有知识的习惯.学生

对情境应用反应迟钝,无法深入思考日语学科问题,并把握语言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３　培养高中生日语学习能力的启示

３．１　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习动机

俗话说,“教无定法,但有法”.同理,学也无定法,但有法.所谓“无定法”,反映了学习的

主观性、创造性和艺术性;所谓“有法”,显示了学习的客观性、规律性和科学性(夏谷鸣,

２０１７).核心素养框架下的教学应改变当前的“学科本位”和“知识本位”现象,教师须从过去

的知识传授者这一核心角色中解放出来,尊重学生主体性,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勇敢创新,了
解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感态度与学习动机,关注学生的成就感、荣誉感.同时也要遵循一定的

学习规律,传授学生适当的学习策略与方法,拓展学生的学习渠道,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日

语的社会意义.在教学中,特别是在学生之间以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中,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将“语篇”与其内在的价值观建立起有机的联系,促进学生学习和参与相关活动

(武鑫,马云鹏,２０１７).学科教学是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关键环节,而学科教学实质是一种对

话性实践,具有“活动性”和“生成性”的特点,教师需要在与学生持续的对话和互动中帮助学

生构建知识的意义(钟启泉,２０１７),以此启动他们的认知和自我发展的内驱力.
在注重学生能力培养的课堂中,教师的教学活动要围绕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展开,自

觉、切实扮演好引导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将课堂还给学生(骆悠悠,盛红梅,２０１７).比如,«标
准日本语初级»上册第２０课的应用课文スミスさんはピアノを弾くことができます以情

境为依托,将本课的重点单词及语法的应用教授给学生.教学设计可将课堂交给学生,通过

学生的情境表演,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引起情感共鸣,让学生自主发问,自我探究,教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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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提示与指导,培养学生依据情境、任务搜集相关学习资料并加以分析

与处理的学习能力.

３．２　注重教师专业素养提升,指导学生运用调控管理策略

学生学习效果的直接影响因素是教师的教学引导水平.教师的语音语调、仪表动态都折

射出其对日语语言的理解和对日本文化的内化程度.日常教学中的策略指导,对知识整合、
内化比较的重视度,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学生对日语学习的成效.教授日语除了需要具备相

应的日语知识与技能之类的专业能力素养,还应具备专业实践素养.高中日语教学课堂要求

教师充分理解日语核心素养内涵,明确课堂教学目标,把握教材内容重点,结合课程目标,设
计出符合教学现状,符合日语课堂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

新知识建立在旧知识的基础上,新旧知识需要比较、整合、迁移,并在不同情境(作业、活
动、项目等)中运用,解决实际问题.只有通过这个渐进的累积过程,知识和技能才能得以强

化(刘道义,２０１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检测,并指导学生运用调控

管理策略.在学生进行单位时间的学习后,教师应及时安排相关测验,并教授学生进行自我

反思、自我评价等的学习策略,如让学生写课后总结或反思日记等,使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

知识的整合与自我的调控.

３．３　切实开展自主学习,提升学习能力

自主学习不仅指学习者自觉自主地学习具体的学科知识与技能,更注重其在复杂多变

的社会情境中自觉主动地使用一系列复杂的认知(如反思与批判性思维等)与非认知策略

(合作及目标管理等)解决复杂问题以达成各种个体及社会性的发展目标(Zimmerman,B．
J,２０００).在现代化教学中,我们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不是鼓励学生孤立单干,而是把合作

学习融入自主学习中,在个性化学习过程中培养与他人合作、共享的意识,在合作中提高开

放、包容、共处的意识(郭文娟,刘洁玲,２０１７).
自主学习、独立思考要求学生思考日语问题的抽象性,能够透过对问题的分析判断认识

其本质规律,通过深度思考进行概括与论证,创造性地发现并解决问题.在合作学习中,需要

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解决途径与方法,根据同伴的观点举一反三,共同对所学内容加以整理

与归纳.例如,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日语必修３»第１１课健康的な生活中的ス
テップ２　アンケートをする—話し合いましょう部分,教师可以事先让学生做好该问卷,
收集班里其他同学的答案,并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归纳整理.在此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回

答问卷、收集整理答案等活动发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以及探究新知识的能力.因此,教师应

切实组织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在不同的教学活动中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

４　结语

本文从学习能力的获取与选择、管理与监控、独立与合作三个维度剖析了日语教学现

状,并针对该现状,从学生学习动机角度、教师专业素养层面及自主学习等方面进行了探究.
日语教师还有一段漫长且艰难的路要走.我们应与时俱进,及时学习新知识和新理论,更新

教学观念,掌握必要的教学策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深入推进日语课程目标的实施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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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种形式的日语实践活动,培养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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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JapaneseLearningAbilityofSeniorHighSchools
StudentsfromtheKeyCompetencies

　 HuzhouShuanglinHighSchool　BaiLingling
Abstract:Japa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Senior High Schools define the key

competenciesofJapaneseasfourdimensions:verbalskills,artisticattainments,

thoughtqualityandlearningability．Inthepast,teachingfocusedonthe
cultivationofstudentslanguageknowledgeandskills．Nowadays,wemustpay
attentiontotheliteracyofthesefourdimensions．Thequalityofthinkingand
learning ability will become the most difficult aspects to im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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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learningabilityinEcity．ItaimstoexplorethestrategiesofJapanese
learningabilityforseniorhighschoolstudentstoimprovestudentsJapanese
learningabilityandpromotethedevelopmentofstudentskeycompetenciesof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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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背景下的高中日语选修课程的开设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　郭侃亮

　　[内容摘要]２０１７年年底教育部颁布了最新版«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明
确了高中日语学科核心素养具体的要求与目标,并制定了高中日语课程的

基本框架.新课标规定了高中日语课程由必修、选择性必修、选修三类课程

构成,选修课程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开设.在此背景下,上海市甘泉外

国语中学根据新课标的规定对高中日语选修课程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开设

了口译、辩论、文学创作等多种形式的选修课程,并自主开发了日语学习类

RPG游戏,运用于课堂教学.课程的改革提升了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培养了学生的日语核心素养.本文详细介绍了课程开发案例.

[关 键 词]高中日语课程标准;课程改革;选修课

１　研究背景

为了完善高中课程标准,推进高中课程改革,２０１３年教育部启动了普通高中课程修订工

作,并于２０１７年年底完成了最新版«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以下简称为«日语

课标(２０１７年版)»的修订工作.
«日语课标(２０１７年版)»总结了２０００年后我国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宝贵经验,并且对新

时代背景下的高中日语课程教学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新课标明确了高中外语学科核心

素养,从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与目标.笔
者有幸参与了新课标审读、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中日语新教材审读,以及«普通高中日语课

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解读»的编写工作,对于高中日语新课标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高中日语课程标准的修订不仅对高中日语教学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方向与标准,更对日

语课程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思考.依照新课标的理念以及对课程改革的实施意见,上海

市甘泉外国语中学对高中日语课程进行了重新调整与规划.在本文中,笔者将对照新课标中

的内容对此进行分析,并重点介绍日语课程改革的实践过程,为更多一线高中日语教师提供

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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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日语课程结构调整

«日语课标(２０１７年版)»对高中日语课程结构的调整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与阐述,明确了

高中日语课程由必修、选择性必修、选修三类课程构成.“必修课程”为全体学生必须修习的

课程,旨在构筑日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共同基础.“选择性必修课程”与必修课程为递进关系,
主要供有升学需求的学生选择修习.“选修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修习,分 A、B两类.选修 A
为拓展、提高类课程,与选择性必修课程为递进关系,主要供未来有意从事与日语相关工作

或研究的学生选择修习,旨在满足学生进一步学习日语的需求.选修B包括兴趣类、实用类、
第二外语等课程,可在高一至高三年级的任何学段开设,供不同学习兴趣与发展需求的学生

选择修习.选修课程的修习情况应列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
新课标指出,选修课程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统筹规划开设,学生自主选择修习.其中,选

修 A可由国家、地方或学校在必修和选择性必修的基础上设计;选修 B由学校根据学生的

多样化进行开设.以下是对新课标中关于选修课程的具体要求的总结.

选修课程结构、学分与修习要求

课程 内容 学分 修习要求

选

修

课

程

A类
拓 展、

提高类

０~６学分.建议未来从事与日语相关

工作或研究的学生修满６学分.对选修

A课程内容感兴趣的学生,可以依据

自己的情况确定需要修习的学分

主要供未来有意从事与日语相关工作

或研究的学生选择修习,旨在满足学

生进一步学习日语的需求.选修 A 课

程的修习情况应列为综合素质评价的

内容

B类

兴趣类、

实用类、

第 二 外

语

０~６学分.学生可在高中三年期间的

任何学段选择修习.对选修 B课程内

容感兴趣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

况确定需要修习的学分

供不同学习兴趣与发展需求的学生选

择修习.选修 B课程的修习情况应列

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

在明确了高中日语课程结构的同时,新课标还提出了对日语教材编写的要求,建议重视

地方和学校设置校本课程.在高中日语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合理规划课程、积极开发课程资

源;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为学生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学习创造条件.新课标指出学校要根

据高中日语课程标准中关于选修课程的开设建议,考虑本校学生日语学习的需求以及日语

水平,利用当地各种资源,积极开发校本课程和相关教材.在这样的背景下,各个学校需要对

高中日语教学以及课程设置进行新的思考和改革.

３　高中日语选修课程改革措施

笔者原所在的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以下简称为甘泉外国语中学)是创办于１９５４年的

一所公办完全中学.自１９７２年起,甘泉外国语中学开设了日语一外课程,在四十多年的日语

７



中等日语教育
第１辑

高中日语新课标

教学研究过程中,不断探索与变革.随着«日语课标(２０１７年版)»的颁布,该校高中日语课程

的设计围绕日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更加重视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四

个维度的渗透,尤其对校本自主开发的选修课程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改革,开发了丰富的

“选修课程 A”“选修课程B”的课程内容,更加关注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以及日语核心素养

的培育.
选修课程 A主要供未来有意从事与日语相关工作或研究的学生选择修习,因此在高中

阶段的课程中加入了口译、演讲、辩论、文学创作等更多实用性课程内容.教师根据学生的实

际能力与需求设计课程内容,提升学生多方位的语言运用能力.
选修课程B适合全体同学,包括游戏化日语学习、日语二外等兴趣类课程,让学生了解

外国的文化.同时,开展以语言学习为依托和平台的拓展型课程,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

研究能力,提升学生的文化意识以及思维品质.
甘泉外国语中学顺应日语新课标的要求以及上海新高考的改革方向,总计开设了４门 A

类选修课程以及４门B类选修课程.本文将重点介绍甘泉外国语中学在选修课程改革中的具

体举措,并详细分析各门选修课程开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成果,为更多的学校提供参考.

４　A类选修课程的开设

４．１　日语听说训练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８日,上海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正式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拉开了高考新政的序幕.２０１７年,上海启用了独立命题的高考

日语上海卷.上海卷体现了新课标中所提到的学科核心素养,更加着重考查学生的语言运用

能力,在高考日语全国卷的形式上增加了“听说测试”以及“翻译”两大板块,尝试接轨外语教

学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甘泉外国语中学开设了“日语听说训练”课程,切实提升学生的语

言综合运用能力.
选修课程 A“日语听说训练”课程面向高一至高三年级以日语作为第一外语,并将在上

海参加日语高考的学生.通过课堂教学、自主训练以及课后巩固三个环节,让学生能够在较

早的阶段尝试开口,并能根据不同的场合进行恰当的回应.课程内容由浅入深,通过朗读句

子、朗读短文、情景对话、看图说话、快速应答、听短文回答问题这六个板块进行听说的训练.
由于市面上没有相应的配套教材,２０１８年笔者组织专家教师团队编写了适合高中生听

说训练使用的教辅书籍«高考日语听说训练»,开发了日语口语听说训练软件,并开设了相应

的选修课程.该课程及配套书籍旨在提升高中生的日语听说能力以及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高考日语听说训练»于２０１９年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学日语教育中的短板和空白.该书将口语

能力的培养、外语的学习与综合素质培养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了高仿真的语言学习和实践运

用的环境.

４．２　日语口译训练

为了落实新课标中所提出的日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适应上海新高考的改革方向,增
强学生日语翻译能力,甘泉外国语中学开设了“日语口译训练”课程作为A类选修课程.该课

程特邀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多名同声传译界的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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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为课程教师进行指导,另有三名本校的专职教师担任长期授课教师,并建立了完整的课

程评价体系.
“日语口译训练”课程面向日语口语水平优秀,且将来有志于从事口译相关工作的学生.

该课程采用跨年级选拔的形式,先由初一至高三年级的学生进行自由报名和选课,再以日语

口语和口译能力作为标准进行选拔.中学阶段日语口译课程的开发,有利于培养学生语言综

合运用能力,使中学的外语教育摆脱应试的束缚,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平台和探索机会.
修此课程的学生中,目前已有４２人获得了上海市日语中级口译资格证书,２０人获得了上海市

日语高级口译资格证书.
从中学生的认知和接受能力出发,配合口译课程的实施,甘泉外国语中学开发了相关学

习资源.初级口译相关资源包含日语口译技巧训练、简单中日演讲的对译训练、日语中级口

译模拟演练、基础口译相关学习资料等内容.中级口译相关资源包含正式场合的中日演讲的

对译训练、日语高级口译模拟演练等板块,适合学生进行真实环境和场景的模拟训练.

４．３　日语演讲辩论

«日语课标(２０１７年版)»对日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提出了四个明确的维度.为了能够

切实在外语课程中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让学生具备辩证思维的能力,并在课程上有更多

的展示机会,甘泉外国语中学开设了选修课程“日语演讲辩论”.
选修课程 A“日语演讲辩论”课程面向高一、高二年级以日语作为第一外语的学生,通过

课堂教学与活动展示,给予学生更多锻炼和展示的机会.高一年级以演讲的内容为主,通过

“日本文化介绍”“校园生活”“生涯规划”等话题由浅入深地让学生使用日语进行演讲和发

表.高二年级以辩论的形式为主,让学生围绕最新的社会话题以及身边的一些现象和矛盾展

开辩论.教师进行前期的指导和后期的总结,并全程拍摄学生的录像,纵向观察学生的成长

和进步.此外,作为课程的延伸,每年４月在全校范围内举行“樱花节”专场系列活动,学生通

过演讲、辩论、短剧等形式展现语言的魅力.
参加演讲辩论课程的学生多次在 “高中生日语演讲大赛”“全国中学生日语演讲比赛”

等各类活动中展现自己的风采.甘泉外国语中学的学生连续九年获得华东赛区的一等奖,三
次夺得全国决赛的一等奖,并蝉联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世界高中生日语演讲大赛的冠军.

４．４　日语小说写作

选修课程 A“日语小说写作”面向高一、高二年级以日语作为第一外语,并对日语小说写

作感兴趣的学生.学生通过续写、仿写、改写以及小组接力等形式,完成各种形式的日语小说

创作.授课教师在课后对这些小说进行内容和语法上的修改,给予学生一对一的反馈,激发

学生的创造能力.通过自主阅读、小组交流以及和教师的探讨,真正提升日语学科核心素养

中所提到的“学习能力”.作为本课程的成果,到目前为止已完成了思い出の欠片与時の

雫两本学生小说集.
思い出の欠片主要收录了高中日语高起点学生的续写作品,包括１２篇原创的中篇小

说,共计９万余字.每６名同学组成一组,每人负责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字,每组完成两篇一万字左右

的日语小说.小说的内容有些是高中生天马行空的想象,有些会随岁月的流逝而淡漠,但这

些依旧是他们高中时代最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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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の雫是高中日语零基础班学生共同创作的日语文集,收录了川端康城的小说续写、
原创微小说、短篇小说、小说接力、川柳创作等作品.虽然零起点班的学生学习日语的时间不

到２年,但是他们都尽力用自己所学的语言,创造自己心中的世界.文集包含悬疑、科幻、言情

等多个题材,在字里行间记录了他们高中生活的点滴.

４．５　A类选修课程的开设分析

综上所述,“选修课程 A”的开设紧扣«日语课标(２０１７年版)»中提出的要求,主要供未来

有意从事与日语相关工作或研究的学生选择修习.“听说”“口译”“演讲”课程给予对口译工

作或主持、演讲工作有兴趣的学生学习和体验的渠道.“小说写作”课程给予文学方向有特长

或爱好文学的学生练习和展示的空间.
“选修课程 A”的开设,是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和理念的体现.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与需

求,设计课程内容,提升学生多方位的语言运用能力.该类课程在实践和应用的过程中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和经验.

５　B类选修课程的开设

５．１　游戏化日语学习

为了让学习方式更加生动有趣,甘泉外国语中学开设了选修课程 B“游戏化日语学习”
课程.结合游戏的形式,该课程增加了许多新的元素.笔者于２０１７年制作完成了全国首创的

日语学习类 RPG游戏«甘泉幻想物语»,２０１８年尝试在日语课程中使用 VR 设备和软件,让
学生通过虚拟现实的技术体验畅享日本的魅力,并通过小组活动的形式进行交流.

作为课程载体之一的日语学习 RPG 游戏«甘泉幻想物语»自２０１２年９月起开始制作,

２０１７年７月７日制作完成,总计开发时间长达５年.该案例获得了全国中小学第一届游戏化学

习案例评比决赛一等奖,«现代教学»２０１６年度优秀教学论文比赛一等奖等奖项,还作为日语

课程开发案例于２０１８年被收录于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解
读»一书之中.该游戏以甘泉外国语中学为舞台背景,语言知识的教学结合 RPG 游戏的要

素,让学生们在娱乐中学习日语,回顾校园生活并体验异文化的魅力.
此外,作为游戏化教学的另一个手段和载体,自２０１８年起,笔者尝试在日语课堂教学中

使用 VR技术和设备,真正实现“语言＋”的学习模式,并开设了“VR游日本”“VR走进日本

大学”“VR生涯规划”等相关的体验课.
游戏化学习的教学模式在日语学科进行的试点,同样可以推广到其他外语学科中.外语

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将会给现代教育带来新的冲击.以语言学习为载体的游戏化学

习模式给外语类以及其他学科的教学提供了启示和新的探索思路.

５．２　日语德育课程

教育部于２０１７年制定了«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指南中明确提出高中学段的德育工作

要求教育和引导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弘扬民族精神,初步形成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在这个背景和要求之下,外语教学过程中也应该更加强调对学

生德育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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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甘泉外国语中学开设了选修课程B“日语德育课程”,收集和编写了相关德育类素

材,其中包括周恩来、邓小平、蔡元培、汤若望等中国历史上一大批学习外语、留洋回国后为

国贡献的伟人事迹,让学生在学习外语的同时,理解本校“民族情怀,国际视野”的办学理念,
明确学习外语的目的,找到人生的方向.

本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对于有日语基础的学生,要求他们阅读中、日文内容,不仅要

全面了解伟人事迹,而且要使用双语讲述自己的观点与未来的抱负和理想.对于没有日语基

础的学生,要求他们阅读中文部分的内容,了解上述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物出国留学以及艰

苦奋斗的过程.
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学习语言知识、了解外国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在接触外

国文化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该课程将“立德树人”与外语人才培养有机地融

为一体,培养既具有过硬思想政治素质,又具备较高外语水平,符合时代要求的高水平外语

人才,具有较高的实践意义和推广价值.

５．３　日语二外

选修课程B“日语二外”课程是面向以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的在校学生开设的选修课程,
旨在让更多的学生学习和体验基础日语.“日语二外”由一名中国籍教师和一名日本籍教师

共同教授,每周１~２课时,进行基础日语以及日语生活用语的教学,让学生对日语和日本有

初步的了解,激发学生认识多元文化的兴趣.
课程使用零起点的学生感兴趣的素材,以中学生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指导学生完成

初级课程的学习.并通过中日文化的介绍让学生了解文化的多样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５．４　日语配音

近年来,课堂活动在教学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多地得到认可和关注.学生们希望课堂气氛

更加活跃,在趣味学习中学到知识.因此学校开设了选修课程B “日语配音”课程.每周将一

节日语课留给学生作为练习和展示配音实践的时间,让学生走上讲台展现他们的风采.通过

一个学期的实践和探索,“日语配音”课程不仅增加了课堂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而且提高了学

生的日语运用能力,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配音的题材多样,由学生自主选择.课堂的具体开展步骤为配音内容介绍、配音实践、教

师点评三个环节.教师进行全程录像拍摄,课后通过观看录像给学生的表现做更加详细客观

的评价.
“日语配音”课程对学生的评价重点在于学生的日语表达能力以及表现能力,因此在实

践操练中更加关注声调、语调的自然流畅性.一系列不同形式的课程的开展,能让学生有更

多展现个性的空间和平台,真正鼓励学生的多元发展.

５．５　B类选修课程的开设分析

综上所述,“选修课程B”的开设紧扣«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提出的要求,
其中的游戏化日语学习、日语二外等兴趣类课程,让学生了解日本文化;日语德育课程使学

生增强家国情怀,拓宽国际视野,加强对中华文化价值观的认同感,弥补了外语学习过程中

情感价值观教育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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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程B”的开设,是教学与评价体系多元化的体现.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学习兴

趣,提升学生的文化意识和思维品质,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与语言综合能力提升的需求.
该类课程在甘泉外国语中学的教学实践和应用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６　总结与展望

２０１７年底,教育部颁布了最新版«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明确了高中日语

学科核心素养的具体要求与目标,对高中日语课程的开设制定了系统的规划.新课标中对高

中日语选修课程有详细的规定,明确各学校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开设拓展、提高类的选修课程

A以及兴趣、实用类的选修课程B.
在这一背景下,甘泉外国语中学日语教研组教师对高中日语课程进行了重新调整与规

划,一共开设了日语演讲辩论、日语小说写作等４门选修课程 A,以及游戏化日语学习、日语

德育课程等４门选修课程B.在上文中对课程的开设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并介绍了配套教材

与学习资料.
由于日语教学资源与教研师训机会有限,甘泉外国语中学通过学校内部的日语团队的

自主教研活动,搭建了日语教研的平台.教研活动以新课标的解读等内容为主题,进行集中

性的学习研讨,开展了内容充实的校本培训.这也是保障课程改革推进不可或缺的因素.
今后,在教育改革的推进中,甘泉外国语中学将遵循国家课标的规定,按照地区以及学

校的实际情况,为学生开设更多实用的课程,提供更多教学资源,为中学日语的发展贡献绵

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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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fferingofJapaneseElectiveCoursesinSeniorHighSchools
UndertheBackgroundoftheNewCurriculumStandard
　TeachingResearchDepartment,ShanghaiMunicipalEducationalCommission

　 GuoKanliang
Abstract:Attheendof２０１７,theMinistryofEducationpromulgatedthelatesteditionof

JapaneseCurriculumStandardsforSeniorHighSchools (２０１７edition),which
clarifiesthespecificrequirementsandobjectivesofthecorecompetenceof
Japanesedisciplinesinseniorhighschools,andformulatesthebasicframework
ofJapanesecurriculumforseniorhighschools．Thenewcurriculumstandard
stipulatesthattheJapanesecurriculuminseniorhighschoolconsistsofthree
typesofcompulsory,selectiveandoptionalcourses．Theoptionalcoursesare
offeredbytheschoolasawholeaccordingtotheactualsituation．
Inthiscontext,accordingtothenewcurriculumstandard,GanquanForeign
LanguageMiddleSchoolinShanghaihasadjustedandreformedtheJapanese
elective coursesin senior high schools．Many optional courses such as
interpretation,debateandliterarycreationhavebeenoffered,andRPGgames
forJapanese learning have been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for classroom
teaching．The curriculum reform improves th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languageuseabilityandcultivatestheircoreJapaneseliteracy．Thispaper
introducesindetailthecaseofcurriculumdevelopment．

Keywords:JapaneseCurriculumStandardsforSeniorHighSchools;CurriculumReform;

Elective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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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日语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日语
口语教学实践研究

　

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西安外国语学校　李　晓

　　[内容摘要]«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指出,高中日语课程要培养学生语言

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等日语学科核心素养.日语口语教学

也必须在«课程标准»的指导下,以培养学生的日语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
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本文将结合教学实践,从高中日语口语教学现

状出发,分析日语口语教学中核心素养的重要性,研究日语口语的教学策

略与方法,为高中日语口语教学提供参考.
[关 键 词]日语学科核心素养;高中日语;口语教学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中日交流日益频繁,日语口语交际能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日语教学也必须顺应社会的要求,开展有效的日语口语教学.«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
年版)»(以下简称«课程标准»)指出高中日语课程要“培养学生日语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

质、学习能力等日语学科核心素养”.日语口语教学更应该在«课程标准»的指导下,以培养学

生日语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提高学生口语交际能力.

１　日语口语教学的现状

近几年,中学日语教育发展迅速,其中以参加日语高考为目标、一味追求语言知识和做题

能力的教学形式大量出现.这样的教学忽略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口语教学常常被简化.
其次,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教师也意识到口语教学的重要性,但是在

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口语教学中存在着学生口语表达的积极性差、课堂效率低等问题,教
学难度较大.

２　日语口语教学中培养核心素养的重要性

教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能力的培养.口语教学不能只关注语言知识,更
要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那什么是口语交际能力呢?Canale(１９８３)将口语交际能力分为

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谈话能力、策略四部分.基于日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口语教学,从培

养学生的日语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四个方面入手,能充分锻炼口语交际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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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日语综合运用能力.

２．１　语言能力

«课程标准»指出“语言能力是在具体情境中综合运用日语的能力”.人们常常说“那个人日语

说得真好”“那个人日语说得不太好”,判断一个人日语口语水平最直观的依据就是日语语言能力.
例如,当一个人觉得冷,想询问是否能关门时,下面两个表达,哪种更合适呢?
①あのう、 先生、 寒いから、 ドアを閉めてもいいですか。

②あのう、 先生、 寒いので、 ドアを閉めてもいいですか。

两个句子的区别主要在于からので的使用.如果没有理解二者的区别,盲目地运用

了①,就会让人觉得你自我意识太强,不考虑他人的感受.由此可见,语言能力直接关系到交

际行为开展的效果.通过“积累与理解、内化与运用、整合与创建”,培养语言能力,才能更好

地理解对方想传达的信息,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思想.

２．２　文化意识

«课程标准»指出“文化意识是对多元文化的感知、认识和理解”.在日语语言文化中,说
话人要能根据对方的身份、交际的目的等情况,选择恰当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

例如,当别人邀请你去做某事时,如要拒绝,不能直接说しません,而最好使用すみ

ません。 それはちょっと…等委婉的方式.
像这样,在与人交际时,在什么样的情景下、针对什么样的话题、面向什么样的人要使用

什么样的语言,在日语语言文化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规则.通过“感知与比较、尊重与

包容、认同与传播”,培养文化意识,才能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２．３　思维品质

«课程标准»指出“思维品质是具有逻辑性、思辨性和创新性等思维特质的品格”.在与人

交流时使用的不是简单的一个单词、一句话,而是要使用多个句子,将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
那么,在选择用哪种方式、以什么样的顺序表达时,这些思维特质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①
A:来週の金曜日、 兄の結婚式があるので、 早退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B:わかりました。 いいですよ。

②

A:ちょっとお願いがあるんですが…

B:はい、 何ですか。

A:実は、 来週の金曜日、 兄の結婚式があるので、 早退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B:わかりました。 いいですよ。

A: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B:いい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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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上面两组对话可以发现,与只有简单说明的对话①相比,对话②由开头、说明、结尾

三部分组成,逻辑性强.同时对话②还使用了ちょっとお願いがあるんですが…実は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等表达,使自己的要求变得易于接受,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通
过“分析与判断、概括与论证、批判与创新”,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在口语教学中也是十分重

要的.

２．４　学习能力

«课程标准»指出“学习能力是获取知识与学习资源、管理与调控自身学习的能力.”口语

教学以口语输出为主,知识传授的时间十分有限,所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十分必要.有较

强学习能力的人,能主动积累知识,加速对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更好地

完成学习任务.
例如,当在口语交际练习中遇到不会、不懂的词语或表达时,根据当时的语言环境,寻求

对方帮忙或通过上下文推测,就可以有效地学习新知、解决问题.通过“选择与获取、管理与

调控、独立与合作”,培养学习能力,是提高口语学习效率的有效途径.
总之,口语教学不是单纯的语法练习,只有使学生的日语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

习能力等方面得到均衡发展,才能全面提高他们的口语交际能力.

３　口语教学的策略与方法

古人云,“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日语口语教学难度大,需要讲究策略和方法.通过基于

日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口语教学实践研究,笔者发现了下述有效的教学策略与方法,能激发学

生的学习主体意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课堂,提高学习效率.

３．１　积极创设情境组织教学

口语教学中,教师利用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生动具体场景,可以唤起学生一定的情感体

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金跃芳,２００５).
例如,教师可以利用情境启发性地纠正学生的错误.刚学日语时,大部分学生都会犯这

样的错误:初めまして、 趙さんです。 此时,教师不要直接说さん用得不对,而是自然

地回答はじめまして、 私は李です。 すみません、 趙さんですか、 肖さんですか。 もう一

度お願いします。 教师在说私は李です时,李和です之间加入明显的停顿,同时有

意地重读后句中的さん,学生就很容易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做出私は趙です的回答.这
样就在交流的语境中纠正了学生出现的错误,呵护了学生的自尊心,为以后的积极交流打下

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基于接近真实交际情境的口语教学,有助于学生加深对语言知识的认识,帮助学生学会

在语篇中理解和运用知识、表达意义.

３．２　设置合理的任务驱动教学

任务型教学的核心思想就是模拟人们在社会中运用语言所从事的各类活动,把人们在

生活中所做的事情细分为具体的“任务”,让语言学习者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习得语言(龚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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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罗少茜,２００３).通过完成一系列任务,让学生获得归属感和成就感,感受到学习的意义,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效率.

例如,可以在进行以“沙漠化”为语篇素材的会话课教学时,设计“提出解决沙漠化问题

的方案”的总任务,然后以任务群的形式,引导学生理解和梳理语篇素材,掌握必要的日语表

达方式,调动自己已有的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开展小组讨论,最终提出解决沙漠化问题的切

实方案,完成任务,实现教学目标.
口语教学以任务为驱动,学生在任务的执行过程中,通过“理解与梳理”“表达与交流”

“探究与建构”,习得语言,解决问题,完成教学目标.学生在“做”中学,在任务中学习,不仅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还能使学生掌握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３．３　利用小组合作提高课堂效率

以小组合作的学习形式组织开展口语教学,既可以活跃课堂氛围,锻炼学生团队协作、
发表自己观点、听取他人意见等能力,也可以改善学生的学习方法,将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化

为主动地学习和运用知识,提高学习效率.
小组合作不是为了热闹而合作,需要合理分组、明确分工,使每个学生发挥自己的优势,

以个性发展促进共性发展,提高学习的效率,让小组合作学习真正为课堂教学服务.

４　结语

总而言之,口语教学应该以培养学生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等方面均

衡发展的日语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积极创设情境组织教学、设置合理的任务驱动教学、利
用小组合作提高课堂效率,让学生在轻松、快乐的环境下充分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逐步提

高日语的口语表达能力,提升日语综合运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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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日语新课标

APracticalStudyonOralJapaneseTeachinginSeniorHighSchool
BasedonCoreCapabilitiesofJapaneseSubject

　 Xi’anForeignLanguagesSchool　LiXiao
Abstract:In２０１７,NewJapaneseCurriculum StandardforSenior HighSchools was

promulgated．ItpointsoutthattheJapanesecurriculumforseniorhighschools
should cultivate studentsJapanese ability,cultural awareness,thinking
quality,learningabilityandothercorecapabilitiesofJapanesesubjects．Under
theguidanceofcurriculumstandards,oralJapaneseteachingmustalsoaimat
cultivatingstudentscorecapabilitiesinJapaneseandimprovestudentsoral
communicationability．Basedonteachingpracticeandthecurrentsituationof
oralJapaneseteachinginseniorhighschools,thispaper willanalyzethe
importanceofcorecapabilitiesin oralJapaneseteaching,andstudythe
teachingstrategiesandmethodsoforalJapanese,soastoprovidereferencefor
oralJapaneseteachinginseniorhighschools．

Keywords:Japanesecorecapability;SeniorhighschoolJapanese;Spokenlanguage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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