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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KONECT 教材 

M. Dooly 
 

关于教育研究和实践的未来，已经存在相当多的讨论。有时候讨论结果令人欣

慰，有时候的讨论有偏离正常轨道的倾向。公共辩论往往探讨教育工作者如何

能够而且应该在当今全球化、相互关联的地理及政治局势中满足社会的需求。

在频繁的公开辩论中(无论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对于学习者(作为未来的“全

球”、“数字化”公民)的关注普遍注重他们必须具备的技能和能力，以及他们

正在建立(或不具备)的知识。然而，无论在辩论问题上的立场如何，普遍的共

识是，教育将在今后几十年内进行一场改革，用以适应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迅

速的技术、社会政治、地理和环境变化，更不用说我们大家日常生活在人类层

面上的许多变化。 

	  
自然，社会—以及随之而来教育—总是经历着不断的变化。然而，过去几十年

来，这种变化几近让人眩晕。二十年前，阿帕杜莱（1996）将这些变化以“文

化流动”模型进行了诠释，这些理论将文化流动的五个不同维度理论化：族群

景观（涉及人的流动）；媒体景观（信息流）；技术景观（技术流）；金融景

观（金融流）和意识形态景观（思想或思想的流动）。这些变化对于人们的世

界观产生影响：几千年来，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惯性的，传统对于学习行

为进行标识和影响，人们认为他们未来的可能性是相对受限的。 

	  
如今，教育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去包容、解决和接受所有这些正在转变的“景

观”。这也许让人感觉到不安。正如在线期刊“教育周刊”所指出的“顶尖经

济学家和技术人员对未来工作的预测给予了大相径庭的预测。”。面对这种不

确定性，教师、管理者和决策者不可避免地感到惊慌和焦虑。开展将教师与学

生紧密相关的教育研究可以为如何塑造未来的学习提供关键的答案。 

 

KONECT 项目(EDU2013-43932-P)着手收集和分析几个国家中小学教育的创新方

法，以便制定基于跨国、技术强化、多语种、跨学科以及议题为本教学法的指

导方针和教材。这些材料是基于这套教学模块进行编写的。这些模块可以作为

独立材料使用，也可以作为一套完整的教材，其范围可涵盖各种主题和方法，

它的重点在于培养今天的学生具备一些未来所需的能力(或者重复一个当下即定

的短语，使他们具备 21 世纪的能力)。 

 

这些模块没有遵循既定的格式，因为其主题非常多样，不一定要以当下流行的

方式处理。此外，作为对 21 世纪公认的能力之一的认可：创造力，我们选择让

教师/作者的“声音”和个性在课文中得到体现。当然，这些材料是以指南为目

标，而不是用自上而下的模式告知世界各地不同阶层应该如何处理这些话题。 

 

本着知识共享的精神，这些材料是开放的教育资源，并至少以四种语言中的两

种呈现：英语、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和中文（作者自主作出选择）。我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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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世界各地教师能够发现这些材料能应用于自身的教学背景并且将这些材料应

用于实际课堂中。1 

	  
Dr.	  Melinda	  Dooly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参考书目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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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期以来, 社交互动一直被视为推动第二语言/外语/附加语言（L2）学习者进步的 

一个因素。尽管有理论、认识与方法的不同，大部分研究人员、教育从业者与其他涉

业人士都探索过发展L2互动能力的途径。同样，各种在社交互动中进行教学以及传授

该教学法的尝试也引发了许多不同的意见。作为一种可能解决争议的方案，任务导向

型语言教学法（TBLT）重要性不断上升。该方法让学习者在仿真情境中按照任务的指

引进行互动，被看作发展L2互动能力的最佳方法。因此，TBLT的支持者制定了一套设

计任务的原则，通过形式多样的教学任务增进学习效果（Ellis, 2003）。然而，过分强 

调任务的设计并将任务仅仅理解为学习者必须严格按照设计者心意执行的课业流程，

会使任务过程中对互动的开展关注不足，并导致偏离通过完成任务发展互动能力的初

衷。因此，为教学计划而任务和为参与过程而任务之间的差别被大大忽视。这是一片

巨大的互动领域，学习者在其中可以为了达成任务运用多种社交互动资源，但对该领

域的探索仍很有限（Seedhouse, 2005; Dooly, 2011; Balaman&Sert, 2017a; Sert&Balaman,       

2018; Balaman, 2018）。 

 

由于强调发展能活用于现实生活的互动能力，人们已开始重视在语言教育中运用任 

务，并广泛认为这是设计有效任务的主要原则。同样，人们也已采用网络任务，为学

习者发展数码素质提供机会，使他们在为科技所环绕的环境中拥有更强的网络能力（

e-function），以便将来更好地参与21世纪知识社会（见KONECT项目宗旨；Dooly, 

2010；Dooly, 2015; Dooly&O’Dowd, 2018）。在这个背景下，本文将介绍如何改进一类   

已经形式固定的任务（即信息平壑任务），让信息沟壑自发出现而非强加给学习者，

促进他们为参与过程而互动的意愿，由此实现从为计划而任务（即为学习者指定缺失

信息）到为过程而任务（即促使信息沟壑自发出现并鼓励学生尽力填补）的转变。这

项新型任务还将培养21世纪科技生活环境中所不可或缺的互动能力。笔者此前的研究

表明自发信息平壑任务（emergent information gap tasks）对发展第二语言的互动能力非   

常有用，并阐释了对已成规格的任务设计原则的另一种理解（见Balaman, 2018）。考 

虑到这一点，本文将首先简要回顾L2教学文献中的信息平壑任务，在它与自发信息平

壑之间建立联系。然后，本文将展示早先进行的一些范例来说明这些任务如何通过网

络互动促进互动能力的发展。本文将在最后给出两个自发信息平壑任务的设计思路，

展示如何将这些任务用于面对面的L2课堂。 

 



信息平壑任务 

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与教育从业者都使用信息平壑任务来促进互动并达到成功

沟通的结果。这类任务是TBLT文献中多种任务样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见Crookes, 1986;  

Prabhu, 1987; Pica, Kanagy, & Falodun, 1993; Richards, 2001; Nunan, 2004）。以道蒂和皮          

卡（Doughty & Pica, 1986）的工作为基础，许多人采用信息平壑任务来通过预定的信   

息流模式提供单向、双向和多向任务。这需要任务的设计者和布置者向参与者强加零

碎信息（information bits），让他们参与互动并达到合作完成任务的目的。现对如何开 

展信息平壑任务做一简要说明：单向任务旨在将目标信息传递给一名不知情的参与者

，而双向和多向任务至少需要两个参与者，他们可以同等地接触和共享目标信息的不

同部分。道蒂和皮卡（Doughty & Pica, 1986）提倡使用双向与多向的信息平壑任务进   

行小组互动。皮卡、康和绍罗（Pica, Kang & Sauro，2006）也曾强调信息沟壑的重要   

性，并提出在任务设计中加入信息沟壑与任务成功之间的联系。然而，为使交流成功

，多数研究对设计十分重视，对参与任务的过程则关注较少。既然要使参与者当场解

决问题并完成任务，信息沟壑的填补应在互动中实现，但对这些机制在任务中如何生

效不够重视却似乎蒙蔽了信息平壑任务已经公认的效能。此外，向参与者强加零碎信

息这一举措也潜藏着问题，因为它在给予信息时将知识视为一种可以收发的实物。然

而，互动认识论的研究已经以雄辩的证据表明“知识生来变动不息，且由参与者在社交

互动中共同构建”（见Heritage, 2012, 2018; Goodwin, 2013; 2017; Balaman & Sert, 2017a,          

b）。至此，由于对互动中交换知识的处理方法隐含着问题，信息平壑任务与L2互动成

功之间的兼容性似乎依然可疑。在此背景下，本文将推荐一种新的任务类型，目的在

于重新调整对任务参与过程的重视程度，并对L2任务导向型互动中的知识共建及其随

境生变的本质加以关注（Balaman, 2015; 2016）。 

 

对在线自发信息平壑任务的简要介绍 

自发信息平壑任务起初主要是一种任务设计理念，旨在尽量提高在线任务参与过

程中的社交互动。信息平壑此前也在L2课堂的任务导向型互动中被人提起（Jakonen &  

Morton, 2015）。但它最初是笔者本人博士项目中的一个任务样式，是通过某一特定任 

务界面来安排一些在线任务（Balaman，2016）。本人从2014年开始研究界面设计，于

2015年启动该项目，并在西班牙塔拉戈纳市召开的第17届国际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大

会上（任务设计与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介绍了先前的发现并获选为最佳博士报告（

Balaman, 2015）。本人研究了情境学习者的进展，并在自己的论文（Balaman, 2016）  



和后续发表的作品中（Balaman & Sert, 2017a, b, c; Sert & Balaman, 2018; Balaman, 2018           

）报告了发现。本节将试着简要介绍这一任务设计理念，并为下一节介绍应用案例设

下铺垫。 

 

该项目有20名学生（分为5个小组，每个小组4名参与者）自愿参与，目标是通过

任务导向型的小组互动（每周3项任务，持续20周）来提高参与者的L2互动能力。要进

行的任务事先已被上传至任务界面（见下文图1与图2）。任务界面不是把预定角色及

其知识的连带责任关系强加给参与者，而是要促使信息沟壑活跃涌现，然后再要求参

与者尽量缩小信息沟壑进而完成任务。因此，任务界面包括三条提供给参与者、显示

在屏幕上的线索，让他们可以讨论这些线索的含义并找到解决任务的特定关键词。如

图1所示，第一条线索是界面顶部的问题标题（即Big Apple Times），而第二条文本线  

索位于任务界面（即今天的广告）的右栏。可视（可听）线索在界面的中框内（即

FrontPage软件图像）。参与者需要访问任务界面，使用Google环聊进行在线互动，讨

论线索，将它们组合或发现其中的联系，从而找到正确的特定关键词（即tiffany）。就

图1中的任务示例而言，参与者应当发现“Big Apple”是指纽约，因此标题指的是《纽约 

时报》。结合可视线索可以知道，该任务指向当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最后，参与

者需要通过文本线索（即今天的广告）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找到广告，并作为正

确答案（即任务的解决）提交。 

图1 任务界面的主框架 

 



当参与者有备选答案时，应提交到任务界面，点击提交按钮后会从界面接收到肯

定（“您的答案是正确的”）或否定（“答案错误！”）反馈。当其中一名参与者收到肯定

反馈时，该参与者会在当前状态表上得到一个对勾标志（见图2）。在所有参与者都提

交了正确答案、得到全部4个对勾以后，小组才可以进入下一个问题。在他们得出最后

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后，界面将把小组转至概览页面，在这一界面上能看到参与者在

每个问题上花的时间。当前状态表也显示其他小组的进度，因此任务参与过程还带有

竞赛的性质。 

参与任务时要遵循一条已事先说明的规则。这一预设规则是“不可将正确答案告诉

组员”，其目的是鼓励参与者进一步参与社交互动来完成任务。首先得出正确答案的参

与者需要负责增加新线索，并根据一些多样的互动资源来推动任务完成。考虑到只有

在所有参与者都提交正确答案以后任务界面才会让小组进入下一个问题，已经得出答

案的参与者所给出的重复提示是完成任务的唯一途径。 

图2 任务界面的底部框架 

 

 

任务的开展 

在Big Apple Times任务的基础上（上文图1与图2），以下摘录和随后的简要分析  

展示的是一个参与者当场讨论自发信息沟壑的范例。还须注意的是，摘录的旁批只是

为了举例说明参与者如何在没有任何强加角色或责任的情况下在参与过程中产生出信



息沟壑。欲了解对摘录内容的详细对话分析，请参阅巴拉曼（Balaman, 2016）的论文 

（173-179页）。 

摘录：Big Apple Times（节选自Balaman, 2016, 172-173页） 

 

1 NUR: you found the a- answer? 

2 DEN: yes. 

3 ZEH: yes. 

4 DEN: are you on the web page of 

new york times? 

5 (1.6) 

6 NUR: uh huh 

7 DEN: and then go under (0.4) the 

page  

8 (1.1)  

9 the very first under (.) of 

it  

10 (2.9)  

11 and there will [be 

12 NUR: [i'm on the 

new york times website now (0.7) 

okay?  

13 DEN: yes 

14 NUR: then? 

15 DEN: and you should go: (0.6) 

below. 

16 (1.3) 

17 NUR: [okayy 

18 DEN: [you should go under 

19 NUR: okay 

20 DEN: er: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0.3) there is (.) today's 

paper 

21 (7.1)  

22 ((disconnection sound)) 

23 ohh SINem left 

24 ZEH: sinem 

25 DEN: ohh sshh- 

26 NUR: ↑do you mean there is a video 

that says smart phones on a budget. 

27 (1.1) 

28 ZEH: i sent er: one [pdf  

29 DEN: [uhh just 

send- er: send the p d f form 

30 NUR: or: (1.0) what? 

31 DEN: er: you shou- er: you can 

(0.5) er: click on the (0.4)  

32 conversation ta:b (0.4) on 

hangouts cuz (.) er: (0.3)  

33 zehra sent the pdf form of it 

34 (2.0) 

35 NUR: oh:kay 

1 NUR： 你找到答——答案了吗？ 
2 DEN： 找到了。 
3 ZEH： 找到了。 
4 DEN： 你们正在浏览《纽约时报》的网

站吗？ 
5 (1.6) 
6 NUR： 嗯哼 
7 DEN： 然后下拉(0.4)页面 
8 (1.1) 
9 (.)下面就是 
10 (2.9) 
11 而且会[有 
12 NUR： [我已经在看

《纽约时报》的网站了(0.7) 
13 DEN： 好 
14 NUR： 然后呢？ 
15 DEN： 然后你应该：(0.6)向下。 
16 (1.3) 
17 NUR： [好 
18 DEN： [你应该向下拖动页面 
19 NUR： 好 
20 DEN： 呃：在页面左侧(0.3)有(.)今天的

报纸 
21 (7.1) 
22 ((连接断开的声音)) 
23 噢，西内姆下线了 
24 ZEH： 西内姆 
25 DEN： 哦，嘘…… 
26 NUR： ↑你们说的是不是关于低价智能手

机的视频？ 
27 (1.1) 
28 ZEH： 我发了，呃：一个[PDF 
29 DEN： [呃，只需要

发，呃：发PDF格式 
30 NUR： 或者：(1.0)什么？ 
31 DEN： 呃：你应该……呃：你可以(0.5) 

呃：点击(0.4) 
32 环聊上的对话标签：页 (0.4)，因

为(.)呃：(0.3) 
33 泽赫拉发了PDF格式的文件 
34 (2.0) 
35 NUR： 哦：好 



 

 

 

 

 

 

 

摘录始于NUR的提问，她要找到已经得出正确答案的组员。在DEN和ZEH的回答

中，参与者可以观察到他们之间存在知识沟壑并且需要加以填补来完成任务。因此，

信息沟壑的出现将互动向合作完成任务的方向推进。接下来，从4-26行可以看到，参

与者在另一名已经知道答案的参与者（DEN）的引导下，通过对页面的描述，进行了

一系列基于屏幕的提示（见 Balaman, 2018）。他们利用语境（网站）来填补自发的信  

息沟壑。在摘录中还可以观察到，填补信息沟壑的过程随着不知道答案的参与者（

NUR）的逐步认识过程展开，而且从第26行来看，她最终找到了可能包含任务答案的

页面位置。 另一位知道答案的参与者（ZEH）也采取主动，在第28行中通过提供其他 

信息进行填补的办法瞄准了自发形成的沟壑。DEN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并把不知道答

案的参与者NUR引向了其他基于屏幕并包含正确答案的信息。因此，参与者利用了一

系列互动手段，通过逐步开展任务导向型互动来尽量缩小自发信息沟壑。同样值得注

意的是，他们在提示过程中提到了自己的屏幕内容，说明他们对任务的处理受到任务

氛围的影响。他们也遵照规则没有直接说出正确答案，这证明了规则在设置任务中发

挥互动作用。考虑到参与者未被指定任何预定角色，我们可以说自发信息沟壑还会创

造出进一步的互动，因为它需要参与者对出现的人物和信息时刻保持关注，尽量缩小

信息沟壑，进而合作完成任务。 

 

  



材料集1：如何在语言课堂中运用自发信息平壑任务 
 

 

 

上一节描述的项目以特定的任务界面为媒介，该界面会催生出信息沟壑，然后鼓

励参与者尽量弥补这些缺失。参与者时刻都在关注彼此的知识状态（knowledgeability 

status）。任务界面是在线的并且主要适用于异地参与者加入，但它背后的任务设计原

理可以移用到面对面的语言课堂。为此，笔者将介绍两种自发信息平壑任务的设计思

路，它们可以通过修改所用的材料反复应用。这两种思路的适用对象是B1-B2水平的语

言学习者和尚未从业的语言教师，后者会发现这些思路有助于提高自己的21世纪知识

共建能力。这些任务设计思路可以：（1）借助易得的印刷和技术材料促进知识共建；

（2）提高对知识共建过程的重视。 

 

设计思路1 

设计 

● 参照任务界面屏幕上的线索，确定三个类似的线索（标题、视听或者文本）。 

● 打印这三条线索。 

● 确保它们可以把学生导向特定的关键词。 

● 为主要线索准备三个作为补充的替代线索。 

开展（由在线任务改编的课堂任务） 

● 把学生分成3-4人的小组。 

● 向学生分发印刷材料。 

● 说明任务内容（例如“请结合这些线索，确定它们之间的联系，以此猜出正确答

案。答案是一个单词。有了备选答案以后，写在纸上给老师看，但不能向你的

组员出示。如果答案错误，可以向组员公布；如果答案是对的，你应该开始为

其他人提供线索，推动项目完成。”） 

● 鼓励学生使用手机和教室中其他可用的电子产品，以便让学生互相交流线索。 

● 当有人得出正确答案，将这件事告诉全班。 

● 过了一段时间后，如果学生难以得出正确答案，则每过五分钟添加一条新线

索。 



● 当某组全体成员都已得出正确答案，即便别组仍在继续想办法，也要结束任

务。 

任务后活动（可选） 

● 询问每个小组是怎么得出正确答案的。 

  



设计思路2 

设计 

● 在运用过任务设计理念1后，参与设计本项任务。 

● 准备一套打印出来的图文材料。 

开展 

● 把学生分成3-4人的小组。 

● 参考任务设计理念1的执行流程。 

● 说明任务内容（例如“请用三个线索设计一个任务。你可以从这图文材料中选择

一张图片，把它和一个标题线索以及一个文本线索结合起来。你需要确保这些

线索指向一个特定的关键词。”） 

● 选择一个小组来为其他学生布置任务。 

● 从现在开始执行任务设计理念1的开展步骤。 

● 指定焦点小组（即任务设计小组）的一名成员来观察参与者。 

● 观察员应仅限于观察参与情况和查看备选答案，必要时可添加新线索，并努力

理解参与者如何完成任务。 

● 选择另一个小组来为其他学生布置任务，然后重新开始实施与观察过程。 

任务后活动（可选） 

● 询问每个小组是怎么得出正确答案的。 

● 请观察员说说所见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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