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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习得与汉语课任务的设计 

温晓虹 

 

摘  要： 本文从语言习得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任务型教学的理念、原则和途径。

以对外汉语教学为例，讨论了设计任务时要考虑的几个要素：以真实、必需的语言交

流为纲；以日常生活内容为题材；以意义理解和语言运用为基础；以双向互动为方式

；强调“做中学”；学习任务有明确的目的和结果。并举例说明了如何设计不同的语

言环境以使语言形式、内容与功能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帮助学习者表达清楚准确，恰

当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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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型教学是外语教学所运用的一种教学模式。20 世纪 80年代，任务型教学大纲

与教学途径由几位学者提出后，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语言学习理论和第二语言习得

研究界的重视，并在教学中得到积极的推广。 

任务型教学以“学习任务”为主导。“任务”的特点在外语教学中至少包括六项

（Long，1985；Prabhu，1987；Breen，1987；Ellis，2003；Willis，2004）。  

1. 主题。Long（1985）提出“任务”指人们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不断重复的各项活

动，以课堂外的真实世界为参照。 

2. 意义。任务活动出自意义，以理解为基点。互动双方进行可理解的输入输出。

以意义交流为核心体现交际的真实性，提高学习者参与和表达的积极性。 

3. 目标与结果。任务是为达到具体的学习目标而设计的一系列活动，要有具体的

结果。任务的完成会给学习者带来喜悦。 

4. 方式。学习者在接近自然的语言环境中以互动方式进行意义协商。互动包括任

务中所用的语言技能（听说读写）、学习策略、认知技能、材料资源（教师的输入、参

考书、网上材料）、参与活动的形式（由个人或由小组来完成）。  

5. 条件。如何提供输入的内容与怎样运用输入是任务设计的重点。教师在设计活

动时制造信息（Information）、推理（Reasoning）、观点（Opinion）上的差异（Prabhu

，1987），促进学生在活动中积极地传递信息，交换意见，达到新的共识。 

6. 评估。如学习者对题目是否熟悉，输入是否理解，输出是否准确，语言难度，

认知、学习策略的运用，词汇量的运用，课文长度与难度，文化背景等。 

以上六项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从学习者出发，重视对交际能力、语言技能、认知

策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诸能力的培养。教学理念着重于语言学习的实用性、基于

学习者的兴趣和学习特点来启发诱导，促进其学习过程。 

一个教学模式往往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对“教”与“学”的认识体现在对

语言的本质、语言的能力、语言学习过程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语言习得的角度探讨任

务型教学的指导思想与课堂实践。从任务型教学理论入手，分析任务设计的原则、方

法、技巧，把研究结果与课堂教学实践联系起来，探讨任务型教学的目的、途径、课

堂活动的组织安排与技巧。 



 

1 任务型教学的理论基础 

 

任务型教学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语言学（如 Vygotsky，1978；Hymes， 1971）和系统

功能语言学（Halliday，1975，1978）。这一学派注重语言的社会功能与动态使用，认

为语言是表示意义的系统，语法和词汇只是表达意义的手段。语言的意义在于运用。

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通过对语言行为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语言之外的现实存在，

如社会结构，语言和语用的关系，语言使用者如何通过语言建立或维护社会关系、文

化准则等。 

Hymes（1971）提出了“交际能力”学说。他认为转换生成语言学所研究的语言能

力只是“交际能力”的一部分。交际能力既包括对语言规则的掌握，也包括在一定的

语境中恰当地运用语言的能力。语言能力主要表现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使用者明白在

一定的篇章和语境中语言的作用和所指。  

Canale 和 Swain（1980）、Canale（1983）认为语言能力分为四个范畴（Modules

）：语法能力，包括乔氏的语言能力和 Hymes 的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指对产生交

际行为的社会环境的理解和恰当的语用能力；话语篇章能力，指在一定的语境下选择

、衔接、排列、连贯清晰的表达；语言运用策略，指说话者使用语言策略的能力。

Savignon（1983）进一步把交际能力分解为三项：理解、表达和意义协商沟通（

Negotiation of meaning）。理解和表达是过程，协商沟通是目的。Savignon（1983）

强调了互动的交际形式，即协商沟通要求双方能够在一定的情景下和语境中进行意义

上的信息交流。 

1980 年代从事语言习得研究和第二语言教学的工作者把 Hymes “交际能力”的学

说运用于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和课堂实践中。社会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成为奠定

交际语言教学（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的理论基石。任务型教学则是交

际语言教学大框架中的一个新的教学途径。 

比如，传统语言课常用“看图说话”诱导学生叙说图中的画面，学生用口头和书

面方式表达，或两人对话谈论。这一活动是给学生带来了开口说话的机会，但缺乏真

实的互动，不能有效地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当一个同学叙述时，另一个同学可以

不听对方的发言而去考虑自己所要描述图画的句子，双方谈论的内容是“就图说话”

，活动没有结果。如果把这一活动任务化，对学生提出明确的交际目的与结果，学习

者必须互动起来，必须在听了他人的意见后才能决定自己说什么。任务使得交际难度

提高，真实性加强。图 1是一个任务设计的例子。 

 

内容输入。这是一张人们在公园娱乐的图画。请看图并记住人们所穿的衣服的

颜色，如： 

“那个唱歌的人穿着红上衣，蓝裤子”。“玩球的小孩的衣服是黄色的”。你有

30 秒来看图记忆。 

记忆测验。在同样的图画但没有颜色的纸上，用彩笔把你所记得的人们所穿的

衣服颜色填出来。最少要给 6个人的衣服填色。  

执行任务：两人一组互动。 

a）看着自己填好的颜色告诉对方“谁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 或“谁的衣服

是什么颜色的”； 

b）如果两人所填的颜色有分歧，要讨论看看是否能得到一致的意见； 

c）除了已经填好的颜色外，讨论是否还记得但记得不很清楚的信息； 



d）把结果组织成为一段话语在班上汇报。 

汇报任务结果。两人汇报。别的同学是否同意？把大家都同意的划掉，把不同

意的进行讨论。每个同学看看自己是否有别人没有填的颜色？有多少？谁的最

多？ 

评估。重新看一下输入的图画，检查做对了多少。      

图 1 任务：谁的衣服是红色的？ 

 

这一活动有 4个特点： 

（1） 利用记忆的有限性制造了信息差，使得交际成为了必需。 

（2） 整个任务活动由 3个步骤组成：任务前活动（内容和语言形式方面的输入，

为任务的执行做好准备）；任务中活动（双人互动，用指定的语言形式做意义交流）；

任务后活动（以全班为单位，汇报任务结果，最后评估）。 

（3） 任务活动之间有紧密的连续性，方便任务的完成。比如先给图画填色，再用

语言表达。在表达时可以看着自己填好的颜色叙述，减轻了记忆负担，促进了语言运

用。  

（4） 把语言形式（定语从句“那个唱歌的人穿着红上衣，蓝裤子”，名词化“…

…的”的用法“玩球的小孩的衣服是黄色的”，颜色词，方位词）、语言内容和功能结

合在一起了。 

 

2 任务型教学与语言习得过程 

 

早期语言习得实证研究发现，第二语言的习得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母语或教

学的影响，而是学习者自成的一种过程。甚至在正式的教学环境中，习得也独立于教

学而发展（Pienemann，1987，1989）。“中介语”的提出和偏误研究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介语有大量与目的语不同的形式，如偏误。偏误说明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充满创

造性，他们能够举一反三，对大量的语料输入推理假设。Smith（1994）总结了中介语

的三个特点：①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自成体系，是独立的；② 学习者的语言系统存在内

在连续性；③学习者有一个复杂的、抽象的、创造性的学习机制。Pienemann（1987）

的实验研究说明学习者在掌握语法时有一个自然的顺序。这种顺序决定了学习者先掌

握某些简单的语序，在其基础上再掌握更复杂的语序。换句话说，语言习得是按照心

理语言处理能力，有一定的先后过程。如果向学生介绍的语法超过了他们目前的水平

，即使教师在课堂上做了讲解练习，学生也不能习得这些语法。 

这些早期的研究为任务型教学提供了习得方面的理论基础，即教师和教材并不能

使所教的内容成为学生学习的结果。教学必须适应学习者的习得阶段，必须有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任务型教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语境、情景的设计和任务的安排都围

绕着学习者，设计任务让学习者自己去完成，重点放在促进学习的过程上。 

现代认知心理学把知识划分为两种性质，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前者讨论“

是什么（What）”的内容，可通过记忆、理解来获得。后者是关于“怎么样（How）”

和“为什么（Why）”的逻辑推理，是知识的转化，实际的运用，表现在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方面。语言学习者缺乏的往往不是陈述性语法知识，而是如何把陈述性

知识转化为程序性知识的自动化过程，使语言的输入成为语言的吸收，成为自己语言

系统的一部分。教学能够帮助促进这一途径的转换，如为学习者提供在真实交际情景

中运用语言知识的条件，让学习者有大量的机会观察、证实和体验语言。 

以“把”字句为例。只知道其句式结构“主语+把+名词+动词+补语”是远远不够



的，还要知道在什么情形下用“把”字句，在什么情形下不用。这些知识的掌握不是

一次就可以完成；而是在大量的语言输入和输出过程中，对语言进行观察、分类、比

较、实际运用并抽象提取。通过对语言形式特征和意义功能的观察体验，学习者会发

现：某类动词，如“放”和表示移位的动词常常需要用“把”字句，动词“爱”和有

关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不能用“把”字句；在一定的语用语境中往往要用“把”字句

（如在请求、命令句中，或是在描述、陈述句中，表示由于动作的作用，事物出现了

怎样的结果或状态），在有的语境中不能用“把”字句（如在不强调动作的结果、宾语

受到的处置时）。对语言的学习或是对程序性知识的掌握是学习者在不断地对语言进行

判断、假设，并在反复的语言体验中证明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的过程中进行的。 

语言习得的过程性给教学带来的启示是：不能仅通过讲解、告知的方式要求学生

掌握运用课文中出现过、作业中练习过的语言点，教学应该提供给学生更多的分析、

对比、观察、假设的机会，辅助学习者进行过程性的习得。 

 

3 任务的互动 

 

互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强化语言习得的过程，为学习者提供大量语料输入

、信息处理和语言产出的机会，有助于学习者注意到语言特征，促进他们主动参与语

言活动，有效完成任务。自 80年代中期始，探讨课堂教学中语言习得需要怎样的前提

和条件，成为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任务。目的是使理论研究结果直接服务于课堂教学

，有效地促进二语习得。 

互动中言语双方有三项任务：① 理解输入（输入首先应该是可理解的

Comprehensible input）；② 正确、恰当的表达（表达应该容易被他人理解

Comprehensible output）； ③ 双方做意义上的协商，有疑问的要澄清，不懂的要咨

询，觉得他人不清楚的地方要解释说明。语言所以能够习得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理解输

入，互动则是这一过程中的有效手段。信息差、推理差、观点差（Prabhu，1987）的活

动要求学习者的交际方式为互动。互动有单向和双向两种形式，后者比前者更为有效

（Long，1989）。 

比如教师给学生的任务是写一份对阅读内容的总结评论。老师可以把一份阅读材

料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发给 A、B两组同学。由于学生所得到的内容不完整，必须向对方

咨询自己缺少的那一部分。在互相输入中，他们会对语言、意义、内容等方面缺少或

不懂的地方进行提问、解释，向对方索取信息，直到自己觉得满意为止。得来的信息

还要做过程性的处理，经过推理、分析、概括，使之与自己已有的那一部分内容相吻

合，在意义上能够合理地衔接。在此基础上，学生还要对全篇内容加以概括总结，提

出自己的见解，对文中的某些内容、观点进行评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学生完成

三项活动：在信息差活动中，双方进行语义协商；在推理活动中，学习者对自己已知

的和互动中咨询所得的新信息进行推理、分析、概括、总结，使两部分的内容融为一

体；在意见表达活动中，学习者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分析讨论，阐明自己的观点。 

比如阅读材料《老的年轻，年轻的老》就可以用来做这样的任务活动设计（阅读选

自教材《发展汉语》（罗青松，2005））。文中分别对青年人和老年人的生活内容、情

趣、身体、心理状态和对生活的不同态度与目的做了介绍与分析。教师可根据内容先

把文章分为关于青年人和老年人的两部分，分别发给A、B两组同学。任务：① 阅读。

② 互动。阅读后双方互相咨询，把各自缺少的部分补齐。③ 推理总结。在理解全文

的基础上回答阅读理解问题，并写出一段总结。 

以上三项任务中，互动贯穿了每一项任务的完成。第一、三项任务活动的互动方



式，是学习者与学习材料内容互动。首先，要理解教师发给的阅读内容。以前的观点

认为理解是接受性（receptive）的学习，事实上理解绝不只是接受性的，而是互动性

的。学习者在与阅读内容的互动中形成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对阅读的内容加以诠释。

学习者用各种阅读策略、认知技能不断地和输入内容互动，猜测、比较、推理、推断

，“理解”只是这种互动过程的结果。其次，学习者要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写出总结

（第三项任务），既是理解升华、概念形成、去粗取精的过程，又是运用表达技能输出

观点的过程。第二项任务的互动方式是双向的，学习者互相提供自己所知道的信息并

询问自己的疑难，进行意义协商。上述任务可用表１来总结。  

 

表１ 写一份对一篇阅读内容的总结评论 

任务 内容 

任务目的 1.阅读理解 

2.向对方获得需要的信息 

3.口语和书写表达 

交际功能 询问、请求、解释、澄清、陈述 

交际情景 两人讨论咨询 

互动形式 1.生生双向交谈 

2.与学习材料内容互动，理解、表达 

认知技能 分类、比较，对语言的特征加以注意、综合、归纳、假设、

求证、推理 

策略技能 预测、猜测、找关键词、关联词、上下文中查线索 

语言技能 理解（听、读），表达（说、写） 

语义功能 比较（青年人与老年人的主客观因素）：谈论生活方式、身

心健康 

 

互动要有真实性和交际性。判断互动的真实性在于信息的交流是必需的还是可有

可无的。从上例可看出，没有互动，三项任务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完成。互动不论是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还是在语言习得过程中都是一个必需的条件、基本的内容。 

 

4 任务的组成与程序 

 

任务可由三个部分组成，任务前活动，任务活动和任务后活动。每一项任务都建

立在前一项任务完成的基础上，任务与任务之间环环相套，循序渐进。 

任务前活动。首先确定任务，然后根据任务来决定在执行任务中所要用到的语言

项目。任务型教学并不排斥对语言形式的练习学习。任务型教学重视学生表达的正确

与得体。语言训练的目的是为了使学习者用正确的语言形式去完成任务（Willis，2004

）。比如教师可以先演示或用多媒体来展示任务的内容和结果，帮助学生对任务的要求

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知道怎么去做。同时把可能要用到的词汇、句型、表达方式进行

语言方面的训练。任务前活动直接关系到任务的完成是否可能、是否顺利。 

任务中学习者自己来完成任务。如两人一组或以小组的方式，互相咨询、解释、

澄清、陈述。由于以意义为主，学习者在互动中处于一种积极主动的心理状态，既有

理解的要求，又有表达的愿望，常常是双向互动。另外，学习者会自然地运用语言环

境，调动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的资源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与学习

者互动，如提供有关语言项目和必要信息，检验他们是否在用目的语交际等。教师启



发诱导，让学习者自己来独立地完成任务。教师参与的多少取决于任务的难度、学生

的水平等因素。 

任务后活动把任务的结果展现出来，主要以表达的形式展现给他人（pushed output

），学以致用。这一阶段可以是任务的扩展和引申，为学习者创造更多的真实交际机会

。对任务“产品”的准备常常可以作为家庭作业给学生。任务“产品”可形式多样，

或是书面总结，或像一页宣传品，或是口语展现，或是自制的电视、广播节目，或是

采访录像，或是用目的语做的新颖游戏。任务后活动也是对任务完成的检验评估过程

。当学习者在班上作汇报时，班上所有的学生都参与检验。这对每个学生来说都是一

个取长补短的机会。  

 

5 任务的内容与实现 

 

任务教学内容应出自真实世界，目的是培养学生应对生活的交际能力。语言的运

用是首要的，既是教学内容又是教学手段，还是教学的目的。 

Willis（1996）提出，任务应是真实世界的再现活动（Replication activities of 

the real world）。语言学习不是传授性而是经验性的。课堂教学内容就是要为学生提

供认识、体验、实践的机会和真实的语言环境，引导他们积极参与。任务是帮助教师

组织教学、促进学习者习得语言的一个有力途径。 

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语言课堂中，角色的扮演既提供给学习

者运用语言的机会，又帮助学习者体验生活，体验语言，锻炼交际能力。比如，任务

的主题是旅行，订机票订旅馆就是任务的内容。任务应避免模拟，因为在模拟活动中

，交流往往成为语言的展示，交际成为可有可无的过程。任务应是真实意义上的交流

。在交流过程中学习者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统一意见，达成协议。表2是角色扮演

的一些范例。角色表演的优点是只要设计得合理，就容易激发学习者的兴趣，也容易

操作。此外，角色扮演内容可深可浅，难度的伸缩性很强，可用于不同语言水平的学

习者。比如，主题是订旅馆，任务要求为：①把你要订旅馆的有关要求和你要提供的

各项信息都列出来；② 学生两人一组，互相比较对方所写的内容，然后写一个对话。

对话中一个人是游客，一个人是旅馆的接待人员。 

表 2  角色表演 

主题 情景 角色 主要的语言形式 语言的意义功能 

订旅馆房

间 
旅馆前台 

旅游者、 

旅馆人员 
价格、单位 询问、要求、讲价 

找工作、 

申请学校 
面试 

申请者、 

面试者 

动词后缀“-了”、“-

过”，句尾“了”，

“是……的” 

自我介绍、陈述、

说服、解释 

买房子 
在卖房人办

公室 

买房者、 

卖房者 

存现句、方位表达、 

地理位置 

提出异议、咨询、

赞美、 

卖车 卖车的地方 
买车者、 

卖车者 

比较句， 形容词、副

词的用法 

比较、辨别、澄清、

鼓动 

订机票、

火车票 
打电话 

买票者、 

卖票者 

时间、地点的语序，“从

NP到 NP” 

介绍、要求、推荐、

商议 

交朋友 

用名片 

在晚会上互

相介绍认识 
三个人 

姓名、工作、爱好、兴

趣的表达 

认识、了解、邀请、

表扬 

制定暑期 收集了广告 想一起旅 时间、地点、系列活动 商议、说服、同意、



旅行计划 信息，利用信

息做计划 

行的朋友 的表达 否定 

导游 
用一张地图

来介绍说明 

导游、 

旅游者 

价钱的表达，段落结构

的组织，表达的生动、

简练  

篇章陈述、特点介

绍、信息提供 

   

“任务是真实世界的再现活动”也意味着任务的内容、过程、完成的方式方法要

多样，因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活动形式是综合的，既有目的又有结果，既有口语又有

书面语形式，既运用语言技能又运用认知策略。任务的完成过程就是培养语言运用能

力和认知能力的过程。 Willis（1996）总结了 6个主要的认知活动过程： 

1） 通过个人或是小组的头脑风暴（brain storming）列出有关的事物项目。 

2） 把所列的项目进行初步的逻辑分类、排列、整理。 

3） 对整理后的项目进行对比，分析出彼此的共性与差异。 

4） 分析解决问题。对事物进行假设、比较、检验、评估。 

5） 分享个人的经验、观点。学习者运用语言来表达、讨论、意义交流。 

6） 任务的再创造与延伸。  

这些活动把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认知技能自然地联系起来，在帮助教师设

计任务时很有借鉴作用。任务的设计以题目为主导，围绕题目可设计出一系列任务活

动、围绕任务活动可联系几组相关的词汇和句式、可能用的语言和认知技能。教师在

设计任务时除了要考虑任务的具体情景与要求，任务的实用性和兴趣性，活动安排的

合理性以外，也要想到如何把语言的内容、形式、意义和功能结合起来，使一项任务

服务于若干个功能与目的。任务型教学不只是让学习者来做事情，更重要的是怎么用

任务来创造出最适宜的学习条件，鼓励学生踊跃参加，促进语言的输入和输出的积极

互动。 

由此可见，任务型教学的优势正在于把外界的生活搬入课堂，使课堂成为一个大

家所熟悉的真实的小世界，并把这个小世界用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 

 

6 结语 

 

本文从语言习得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任务型教学的理念、原则、目的和途径。以

对外汉语教学为例，讨论了设计任务时要考虑的几个要素：即以真实、必需的语言交流

为纲；以日常生活的内容为题材；以意义理解和语言运用为基础；以双向互动为方式

；强调“做中学”；学习任务有明确的目的和结果。文章还具体举例演示了如何制造

信息、推理、观点上的差异，使语言环境成为真实意义上的交际；如何用任务前、任

务和任务后一系列活动使教学循序渐进；如何设计不同的话题和语言环境来把语言的

形式、内容与功能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帮助学习者表达得清楚准确，恰当得体。 

上世纪在教育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是从“教”转到了“学”，从对语言进行知识

性的教授转变为对语言技能和交际能力的培养，从强调学习的结果转移到促进学习的

过程上。任务型教学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尊重学习者习得过程以及培养语言、认知、

社交的综合能力为基础的理念，正是这次语言教育观念转变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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