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社会与政治》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日本社会与政治

课程英文名称: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Japan
课程号：405020572
课程属性：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秋

总学时：36 学时（课堂授课学时：36 学时）

学分：2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面向对象：政治学专业

开课院/部(室/所)：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研究所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日本民族与文化的特点；2、学习日本的长处及其社会现

代化建设的经验；3、学会正确、客观地看待日本。4、消除障碍积极发展中日友好关系。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堂讨论，使学生掌握日本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知识、

懂得日本政治结构及其政治发展过程、明晰日本政治未来发展战略的走向，探讨打破两国间

发展的“瓶颈”，为后续的《外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以及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奠定必

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 学时

知识单元 1：日本的民族特性与日本文化的再认识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概观。

2．日本的民族特性分析。

3. 《菊与刀》研讨。

4. 日本文化的再认识。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民族特性及其日本文化的特点。

2．掌握日本民族与日本文化形成的相关知识以及学会正确、客观地看待日本。

作业：

1. 从日本概观的学习中你对日本有什么新的认识？

2. 你是如何理解日本民族特性的？

3. 通过课上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研讨你有什么感想？

4. 为什么以及怎样对日本文化进行再认识？

知识单元 2：日本现代化发展与社会问题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成就与问题。

2．日本大国崛起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特点。

2．掌握日本大国崛起的经验和教训。

作业：

1. 通过日本现代化发展过程的分析你有什么启示？

2. 试深刻解读日本大国崛起的内在与外在的重要因素。

知识单元 3：日本政治制度结构及特点和未来走向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政治制度结构及其特点。

2．日本政党制度的形成和演变。

3. 日本选举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4. 日本政治右倾化与日本社会右翼。

5. 日本政治发展战略与外交困境。

6. 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政治制度结构及其特点。

2．把握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走向。

作业：

1. 试分析日本政治制度结构的内在关联及其特点。

2. 试解析日本政党制度“五五体制”的重大演变及未来发展动向。

3. 如何看待日本选举制度的改革？

4. 为什么日本政治越来越右倾化？

5. 如何解读日本政治发展战略？

6. 怎样才能走出中日关系发展的困境？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

时
备 注

1. 第一章 日本概观 3

2. 第二章 日本的民族特性 3

3. 第三章 《菊与刀》研讨 3

4. 第四章 日本文化再认识 3

5. 第五章 日本现代化发展与社会问题 3

6. 第六章 大国崛起的“光”与“阴” 3

7. 第七章 日本政治制度结构及其特点 3

8. 第八章 日本政党制度的形成和演变 3

9. 第九章 日本选举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3

10. 第十章 日本政治右倾化与日本社会右翼 3



11. 第十一章 日本政治发展战略与外交困境 3

12. 第十二章 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3

13.

14.

15.

1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外国政府与政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日本民族特性与文化的认识、日本社会现代化的经验、日本政治制度结构及其特

点、日本政治战略的未来走向、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

难点：日本国民性的正确认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有效对应、中日关系走出困境的战略

与策略。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2.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3. 基本原理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4. 课堂教学与课上课下读书相结合。

5. 国外经验与国内国情相结合。

教学手段：

1. 利用电子网络布置、检查作业与相关辅导和热点问题讨论等。

2. 利用定期召开读书会形式加深对讲授课程的理解。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小组讨论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徐万胜著《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人民出版社，2006 年 5 月 第 1版

2. 王振锁著《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人民出版社，2004 年 8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美）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12 年 1月 第 1版

2.（日）新渡户稻造著《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 年 2月 第 1版



3.（日）内田树著《日本边境论》，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年 3月 第 1版

4.（日）内藤湖南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商务印书馆，2012 年 6月 第 1版

5.（日）土居健郎著《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商务印书馆，2006 年 9月 第 1版

6.（日）南博著《日本人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2 月 第 1版

7.（日）铃木贞美著《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4月 第 1 版

8.（日）富永健一著《日本的现 ， 版贞

（

（商务印书馆，8008 8 8

贞 富族 的化南富 ，0122化西 著本版现贞 与日主贞日 师贞藤务版社12 贞 版《日本边主 著 馆务藤上日贞， 藤著出版社，22 著 主 版本文义 馆族版 馆现 现永 本文日现南南 本人日义 务义著武史与现上 《人学出版社，01222广著《日本边 日 ， 馆务日日现武， 藤学出版 ， 版社，0122.本树现本义版22.日）富日《日 与 著文本文 西武， 藤学出版 ， 版社，0122. 著 师化《日 上本文文 上义人主史义 ，上 《人学出 社，0082. 南人《日本人义 人边武现武， 藤学出版 ， 版社，00822. 现《人人 本版 富师师日 义与， 版学出现，版社22. 人 上 的日，现 社00801现学 版本人学贞西贞本义， 藤著出现出版社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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