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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English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ducational purposes,
teaching models, employment of foreign teachers, and sele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two
countries in English education, and analyzes the emergence of the language system,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model and teaching theory. The reasons are based on the two aspects of the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ized talents,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ocal teachers and foreign English teachers, reform of curriculum system, textbook updating,
and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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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同宗同源。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从中日两国对比的角度出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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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的，教学模式，外籍教师雇用，教材选用等方面比较分析了英语教育存在的诸多不同点。在此基
础上，从两国语言体系，高考模式，教学思想等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并从应试教育到培养国家化
人才，本土教师与外籍英语教师的有效配置，课程体系改革，教材更新，教师素质等方面提出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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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初等英语教育是英语学习的重要阶段，如果说高等英语教育是提高学生对英语语言的认知与深入学
习的能力，那么初等英语教育的学习重点则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基础，且英语科目一直是中考及高考的重
要科目之一。如何掌握有效的英语学习方法，提高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可以说不仅仅关乎中考及高考
成绩，甚至对大学继续英语学习乃至今后的学习、工作、国际交流能力的提高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同宗同源。作为世界唯一使用汉字的非英语国家，二者受汉字文化与儒家
思想的影响，在社会文化、语言环境、教育方式等方面有着颇为相似之处。另外，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
发达国家，离不开其强大的科研能力。而且，其科研能力与日本国的教育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由于同为非英语圈国家，我国的初等英语教学背景、方式与日本有着许多不同点，开展中日两国关
于英语教育的对比研究对中国的英语教育事业具有重要价值与借鉴意义。因此，笔者从中日两国对比的
角度出发，探讨中日两国在英语教育中的不同点，解析其原因，提出对策。

2. 中日两国英语教学的差异性分析
2.1. 教育目的
中日两国初等英语教学的最大不同点在于教育目的的不同。中国的初等英语教育的目的重点在于应
对中考或高考，因而学习任务繁重。学生学习的重点在于笔试，即能够全方位地应对各种类型的试题及
写作能力，而对学生的读、说、交流等综合能力的培养则是纸上谈兵，难以付诸实际。
与之相对，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的初等英语教育不仅仅是应对考试，而是以国际交流为出发点，
培养学生的国际视角，将英语的学习与国际视角相结合，使之具备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思考模式[1]。日本
政府在 2003 年实行了“Immersion Program”计划，决定投资 1 亿 8000 万来助力英语教师的培养，2018
年举办了《外语教育强化地区据点计划》及《与校外专门机构合作提升英语教学能力计划》的全国联络
协议会，听取了小、初、高跨校合作为主题的实例报告。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初等英语教育
的重视，并且将焦点着眼于未来的国际型人才培养。

2.2. 教学模式
中国的英语教育重点在于单词记忆、文法理解、文章阅读等基础知识的积累，这些都是对英语的“静
态学习”，而学生在实际生活的英语能力的运用与培养这一“动态学习”是与“静态学习”完全脱离的。
学生所学的知识点、句子不知道如何应用于实际，即“哑巴英语”。在课堂教学中的教学模式依旧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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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教师为主体的授课方式，教师通过例句、语法、单词的讲解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在这一过程
中学生的学习完全是处于被动的，消极的。如今，“以学生为中心”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学校也对此
模式进行了一定的尝试，但从“以教师为中心”转换到“以学生为中心”还需要我们的不断努力。
日本的英语的教学模式不仅只在课堂中进行，也会采取与社会结合的教学方法[2]。日本国内的英语
语言学习培训机构数量众多，这些机构的英语教师均来自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而其使用的教材也是根据
学生学习能力量身定做的，因此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3]。另外，日本的英语教学所采用的是小班教
学模式，能够针对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培养[4]。与之相对，以云南省昆明市的英语语言学习培训
机构为例，虽然其数量众多，但其英语教师多为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以及有出国经验的非英语专业的人
员，外籍教师人数屈指可数。虽然在知识点的讲解上保持了一定的水准，但其口语表达、使用英语教学
则存在着一定的难度，缺乏一定的高度。

2.3. 教学要求
2001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要逐步在小学中
开设英语课程。我国小学英语教学一般是从三年级开始，发达地区可能会在一年级开始，学生开始英语
学习的时间是很早的。根据教育部发行的《英语课程目标》，为了使小、初、高之间有效衔接，小学阶
段需要掌握单词量为 600~700 个，习惯用语 50 个左右；初中阶段需要掌握单词量为 1500~1600 个，习惯
用语 200~300 个；高中阶段需要掌握单词量为 3000 个左右，习惯用语 400~500 个。要求学生掌握的单词
量是很大的，而且目标设定是政策硬性要求，这一方面增大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一方面也不利于学生的
个性发展。而且我国特别重视考试，学校一般都会有周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等考试。以考试为工
具对学生水平进行划分，虽是当前教育形势下必不得已的行为，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与中国不同，日本认为小学阶段是学生认知能力的基础阶段，不宜过早给学生设定太大的英语教学
目标，以防止学生对母语掌握的不牢固以及对英语的恐惧心理。因此，日本的小学中并没有开设英语课
程。虽然日本小学阶段不安排英语课程，但并不是代表日本不重视英语的基础教学，根据日本文部省发
布的《学习指导要领》，日本在小学 5、6 年级要导入外国语活动；中学的英语教育课程时间要适当增加；
高中要实现全英语授课[5]。并且目前日本文部省规定初中阶段需要掌握单词量为 1200 个左右；高中阶段
则为 1800 个左右。日本在基础英语教育中重视英语实用性，不推崇为了考试而进行英语学习。比如日本
的小升初并没有开设英语考试，而且平常考试后，考试成绩也不会公布；初中和高中阶段，英语课程强
调培养交际能力，考试也不那么受重视[6]。

2.4. 外籍英语教师的雇用
在中国的英语师资力量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现象，即外籍英语教师的聘用问题。在北京、上海、广
州等国际大都市，在英语教学中会聘用大量的外籍英语教师，针对学生的语言能力、表达能力进行教学
与培养，这一点是值得肯定与借鉴的。但是在国内的一些二线城市，乃至三线四线城市中的一些学校很
难雇用到英语外籍教师，这一方面是因为地区的经济欠发达，外籍英语教师人数少，一方面是因为受到
“闭门造车”的影响。以昆明市的初高中为例，除了云南外国语等外语类学校以外很难保证地方类初高
中有英语外籍教师的雇用情况。
日本文部省对英语师资的建设特别重视，除本土教师的能力及个人素质的培养以外，明确提出了新
时期英语教师业务能力的标准。同时，文部省联合外务省和自治省共同制定了 JET 项目(Japanese Exchange
and Teaching Program 日本交流与教学项目)，聘用大量英语国家的外教到日本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并与本
土英语教师合作进行 Team-teaching (本土英语教师与外教合作教学) [7]，以此方式来提高日本初等英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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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教学效果。除此之外，日本小学广泛应用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技术，即
由学校牵线，学生通过网络与国外友人组成学习共同体，共同对某一课题用英语进行探讨[8]。

2.5. 教材选用
中国的英语教材版本众多，但所有的版本都离不开教育部制定的英语教学大纲。人教版、冀教版、
北师大版、牛津版等版本都是在此大纲为指导的基础上进行的编写，并且各个学校开设的课程也基本一
致。在教材选用方面，中国的小、初、高不具备自身的自主权，不能因地制宜地对自己的英语授课内容
进行编写教授。而且英语教材内容多是介绍英美等国家文化、地理等概况，对于中国情况的介绍则寥若
晨星。
与此相对，日本并没有全国性或者地区性统一的教学大纲以及教材，而是由各个学校根据自身的实
际情况来开设课程并选择教材[7]，这样一来，学校就有了很大的自主权，可以针对自身学校学生的不同
特点来进行英语教学，并且教材中内容多为介绍日本本土情况，对于提高日本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有很
大帮助。

3. 中日两国英语教学的差异性的原因分析
3.1. 中日两国语言体系构成不同
日语语言当中有许多英语过来的外来语，即将英语直接音译过来作为本土词汇使用。根据新闻词汇
的调查，经过同和语或汉语的比较发现，日语外来语的使用量在 4%~5%，在《新明解国语辞典》中的词
条约有 58,000 字，外语来约 4500 字，外来语比例约为 7%~8%。另外，在医疗、机械、科技等方面更是
充斥着大量的外来语词汇。从这一点来看，一方面日本语言受到英美语言的冲击较大，另一方面也可以
说日本人在学习英语中存在着一定的利弊。利处在于英语单词的习得与应用能够有效地与生活实际结合，
加深对词汇的理解与应用；弊处在于日本运用本土语言的发音模式将英语音译过来，致使其英语发音不
准。日语发音中元音发音清晰和辅音众多的英语在发音机制上存在不同，所以日本人的英语与其说是英
语的发音，不如说是日本发音体系下的英语，因此日本人的英语被称为“日式英语”，即只有日本人才
理解的英语。例如：与颜色有关的词汇レッド (red)、ブラック (black)、イエロー (yellow)、ホワイトデ
ー (white day)等词汇已经完全是按照日本人的发音体系下的读音，与英语的读音完全不一致。
与之相对，中文中的元音与辅音都很多，在英语发音方面，中国比日本具有优势。另外，中国的语
言受到欧美语言文化的冲击相对较少，相反中国人根据自己的语言模式造词能力对英语语言存在着一定
程度的影响。在《牛津英语字典》里收录了二百多个由汉语引进的英文词汇，譬如“no can do”是当年
广东人和外国人做生意的遗留[9]。另外，具有强烈中式英语色彩的词汇“人山人海”这一词汇直接翻译
成为“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直接翻译为“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好久不见”直接翻译为“long time no see”。

3.2. 高考模式
中日两国的大学入学考试模式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是全国统一考试，即每年 6 月 7 日、8 日、9 日
统一进行大学入试考试，然后根据所考分数再集中进行学校报考。
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和中国有明显的不同，与中国的全国统一考试相比，日本学生需要参加两轮考
试。首先，如果想报考的学校是国立、公立的大学，高三同学需要先去参加每年一月举行的、由全国统
一命题的“大学入试中心考试”，这一步和我们的高考一样，考的都是课堂上学的基础学科，比如语数
英理化生。然后，每个大学会根据自己的招生情况，要求考生提交个人信息以及相关简历，然后分别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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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第二次考试。这一次就比较偏向考验能力，比如要面试、写论文或者答大学自己命题的试卷等。两次
考试均合格，才有可能进入想考的大学。
中国统一考试之后根据成绩报考相应的学校，称之为“填报志愿”。而日本没有填报志愿这个说法，
同时可以考多所学校，只要时间不冲突，可以参与任何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从这一角度来讲，日本的
大学入试考试的选择性与多样性更加人性化。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完全以按照分数的高低为标准考查学生入学的资格与否，
而对于学生学习以外的综合能力并无要求；与之相对，日本除了对学生是否具有一定学习能力考查以外，
对学生的综合能力也有所要求。

3.3. 教学思想
在中考、高考的压力下，中国的英语教育模式为应试教育，过分注重考试成绩，“功利性”教学思
想贯穿于整个教育体系中，初级英语教育以提高中考、高考的英语成绩为中心，重视学生的听、写能力，
对于学生的说、读、交流等综合能力却视如敝屣。因此，学生的英语成绩节节攀升，但是对应的英语交
际能力却裹足不前。
日本的英语教学中重视“实用性”。2002 年日本文部省出台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战
略构想》，并于次年制定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行动计划》，其中明确规定初中阶段的目
标主要是公民能够简单地使用英语寒暄、应答；高中阶段主要目标是能够使用英语进行日常对话[2]。日
本将此行动计划贯彻到平时教学中，把英语作为汲取外国知识的工具，而非将英语作为学习的指标。正
如著名英语教育家许国璋所言，日本英语教学的特点就是实实在在，不做表面文章，训练学生用英语作
为汲取现在科学文化的工具[10]。
中国与日本的英语教学思想的差别是“功利性”和“实用性”的差别，在国内当今的教育形势下，
开展应试性教育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一味地追求考试成绩的提高最终不利于英语的实际交流能力，受
困于中、高考的框架内最终也会对吸收外国的先进研究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4. 结语
本文从对比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中日两国在初等英语教学中的不同点并详细地分析了原因。以此为
基础，在今后的英语教育中应该从以下几点进行改善。

4.1. 教育目的的改变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从长远计，英语教育目的必须从传统的应试教育转变到国际交流能力上。进
入 21 世纪，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越来越大，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各国间
的交流也日益频繁。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是促进国家交流的敲门砖。因此，与时代接轨，面向国家，
改变传统的英语教育目的迫在眉睫。

4.2. 本土英语教师与外籍英语教师合理分配
通过出国进修等方式提高本土教师对英语知识及文化等方面的理解，切身实际地去感受英语的语言
变化与使用英语的国家的本土文化，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通过聘用外籍教师，优化英语教师的师资
队伍，提高英语的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读与说的表达能力。

4.3. 课程体系改革
小学时期是学生的认知成长时期，在这一时期，应侧重对学生的国语教学，从小培养起良好的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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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英语教学方面以激发学生兴趣为主，不宜给学生增加太多负担，为学生以后的英语学习打上一个
良好的心理基础。初、高中英语课堂中尽可能地过渡到以英语授课，从教学日常中着手，创造出一个提
高学生听、说英语能力的环境。并且适当调整考试制度，降低对考试成绩的重视程度。

4.4. 教材更新
中小学阶段英语教材的更新时间长，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应加快对英语教材的更新频率，使英语教
材涵盖近期国内、国际的社会信息。另一方面，加强英语教材中本国文化、地理等知识的内容，让学生
以英语为媒介再次了解本国情况，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

4.5. 加强教师素质
不仅要加强教学评估，适时检测教学效果，也要加强对教师的评估，定时对教师进行培训，安排先
进教育理念的讲座，不断完善教师的教育知识、更新教师的教育理念。借鉴日本的教师培养模式，选派
部分教师到国外进修，提高教师的英语应用能力和教学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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