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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gap refers to the situation where information is only known by some of 

people in the exchange of two or more people. In communication, the speaker has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 listener does not know, or the speaker wants to know what the listener has.  The 

information gap focuses on the actual interaction of learners in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as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and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In this paper, we mainly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information gap and the tasks of information gap in the teaching of words, sentence patterns, 

speaking, and reading in English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 with the purpose to help students set up 

correct learning motivation, to stimulate them to use foreign language to obtain information and to 

promote language acquisition effectively in various classroom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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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信息差指的是在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的交流中，信息只有一部分人知道的情况。

说话人拥有听者不知道的信息，或者说话人想知道听者所拥有的信息。信息差重视学习者在

教学活动中的实际互动，并且随着交际教学法和任务教学法的发展而受到外语教学界的广泛

关注。此文主要探讨信息差原理和信息差任务在中学英语教学中单词教学、句型教学、口语

教学、阅读教学中的应用，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动机，以此来激发学生运用外语获取

信息，在形式多样的课堂情景交际活动中有效地促进语言习得。 

1．引言 

英语课程标准提出了任务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任务型教学起源于交际教学法，是交际

教学法在当下的发展和拓宽。作为交际教学法的发展之一，任务型教学法继承了交际教学法

的精髓，并且更加关注学习过程，把交际任务具体化、系统化。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行和推

广，作为任务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中所使用的基本原理──信息差原理，在中学英语课堂教

学中也得到了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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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差的存在是交流双方进行言语交流的原动力，有利于教师创设教学情境，使学生在

其情境中进行有意义的交流。所以，在设计课堂教学活动时如果能较好地运用信息差，不仅

能加强学生语言交际活动的自觉性和真实性，较好地表现外语教学的交际性原则，还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力，促进语言习得，并使我们的课堂任务更加具有吸引力，课堂效果更加明显。 

2．信息差原理理论依据 

信息理论认为，信息是指有一定用途的知识，而且往往是经过加工的输出。语言是人与

人交际的重要的工具，交际双方都有某种感情或者观点需要表达，这就是信息的交流。语言

信息是说话人通过特定的语言载体将特定的信息传递给接收者，反映说话人对客观世界的认

知，包括说话人自身，即言语信息必须有实际的内容。而在交际的过程中，对方有彼此想知

道的信息，从而产生交际需要，就是言语“信息差”。信息差原则是信息的传播只有在发送

者想要传递的信息与接收者已经掌握的信息之间存在差距时，信息的传播才有可能。正是因

为这种信息差异的存在，人们才有必要传递和交流信息活动，我们通常称之为“沟通”。而

行之有效的“沟通”就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 

3．信息差原理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 

3.1  信息差有助于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在课堂上教师应该建立信息差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教师

可以准备一些有趣的材料供学生们阅读，这些材料应该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并且可

以在学生之间形成信息差。教师也应该多设计一些信息差活动，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如果课堂上只是简单地传授课本上的知识，只注重课后练习和机械地重复练习，学生必然会

感到枯燥乏味，失去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合理运用信息差，可以使学生的

言语活动生动有趣，使课堂活动真实生动，极大地提高学生对外语学习的兴趣。 

3.2  信息差有助于提高语言交际能力 

语言交际能力是一个绝对重要的学术和社会能力，所有的学生都需要实践和发展。信息

差活动是提高语言交际技能的理想途径，因为这些类型的练习要求学生进行协作、关注和分

析信息，以填补缺失信息。因此在有信息差的练习中，学生就可以达到语言交际的目的。 

3.3  信息差有助于促进语言习得      

美国语言学家Krashen提出了语言习得理论，此理论认为学习者主要通过语言习得获得第

一语言能力和通过语言学习获得第二语言能力。教师在课堂上组织信息差活动时，正好与

Krashen的语言习得理论有相似之处，信息差原理的目的也是为了使学生在具有信息差的交流

情境中对话交流自然而然的习得语言。在课堂上，如果给学生提供使用生产性语言的机会，

就能促进二语习得。由于信息差的存在，学生会积极参与到活动中，以获得答案。此外，学

生被迫在一段时间内判断和理解所传达的信息，并尽快作出相应的反应。因此，信息差可以

为学生提供有价值的交流实践，促进第二语言习得。 

4．信息差原理在中学课堂活动设计中具体的应用 

4.1  信息差任务在单词中的运用 

听写单词是教师检查学生记忆单词成果的有效方法，老师读汉语意思，学生们在脑海中

紧张地搜索对应的英语单词，这是传统的听写模式。这种听写模式存在的问题是，课堂气氛

严肃安静，是一种老师读，学生写的单向的课堂活动。应该怎样才能做到既可以检查学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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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完成背诵单词的任务，又能活跃课堂气氛，还能和同学们之间交流互动呢？老师在听写单

词前，先教授一些发音规则，并帮助学生巩固音标的发音，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单词的发音，

以便学生在听写单词时能根据自己对音标的掌握和老师正确的发音默写出正确的英语单词。

例如，在听写单词“cat”时，辅音字母的音学生大都可以猜出来，“cat”一词中，字母“c”

发“/k/”，字母“t”发“/t/”，学生先把辅音字母“c_t”写出来，然后根据发音“/kæt/”中

的元音“/æ/”写出元音字母“a”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单词“cat”完整地拼写出来。 

4.2  信息差任务在口语中的运用 

在中学英语学习中，一般都是日常生活中最熟知的表达方式和情景，比如说见面打招呼，

自我介绍，谈论爱好，谈论天气，谈论吃什么。但是，如果课堂上经常让学生进行无信息差

的对话背诵和表演，并不能调动学习积极性，因为这样的背诵中没有交际活动。而使用信息

差原理设置的角色扮演就会让学生身临其境，学生通过角色扮演来练习对话，进一步熟悉情

境和内容，逐渐掌握对话中的语言结构。例如：人教版英语七年级(下)“Unit 10 Id like some 

noodles”中，学习如何点餐和各种食物的名称。教师将学生分为3-4人一组，分别扮演父母、

孩子和餐厅服务员，角色用抽签来决定。决定后，教师发给“餐厅服务员”一份“菜单”。

抽签会使学生有期待心理。在参与表演前，“餐厅服务员”不让其他人看见“菜单”的内容，

这样就设置了一个信息差。扮演的人物生活化，学生有新鲜感，并且有尝试扮演的欲望。学

生还可以按照自己对人物的理解，并根据具体情境，增添不同的表情或动作来表演。同时这

种半即兴的活动，还能训练学生的交际策略。 

4.3  信息差任务在句型中的运用 

看图说话，就是用英语描述图片中的内容。这是一种常用的，直观的课堂教学活动。对

于中学生们来说，他们渴望与人交流，而不是喃喃自语，对着课本上死的东西说话。因此，

不存在信息差就不会引起学生的兴趣。例如：人教版英语七年级(下)“Unit 8 Is there a post 

office near here?” 中涉及到“there be”句型和“Where is …?”/ “It is +方位词”。在课堂

上，教师先解释活动并给出活动所需要用到的语言结构如下：  

─Where is the hotel? 

─It’s behind the post office / next to the bank / in front of the restaurant. 

然后教师设计一个“观察图片找出不同点”的信息差任务，准备两种不同的街区方位图

卡片给学生，要求学生两人一组，通过用正确的句型描述他们各自卡片中各个地点的不同方

位，找出他们卡片上的不同之处。如学生 A 的卡片中，“公寓在餐馆旁边”，而学生 B 的卡

片中，“公寓在电影院后面”，学生不看对方的卡片，而是通过互相提问完成老师布置的任

务： 

Student A: In my picture, there is a hotel, next to the restaurant. Where is your hotel? 

Student B: In my picture, it is behind the cinema. 

这样的活动存在信息差，避免了机械地重复练习，让学生的句型练习变得更有意义。 

4.4  信息差任务在阅读中的运用 

在平常的中学英语阅读教学中，最常见的就是先让学生阅读整篇文章，然后独立完成文

章后面的练习题，这样的阅读方式比较单调乏味，学生会失去阅读的兴趣。如果我们能够采

用“拼版阅读法”，利用信息差活动，学生将会享受他们的阅读过程，拼版阅读法是指在阅

读时，老师把一篇文章分成几部分，把学生分成若干组分别阅读不同的部分。在阅读之前，

老师给各组提出问题，布置好任务，然后先让学生自己阅读然后在组里分享他们获得的信息

并讨论老师提出的问题，最后让不同组的学生通过交流交换他们的不同信息，进而达到对整

篇文章的理解。这种具有信息差的阅读活动可以激起学生阅读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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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束语 

在教学实践中，信息差对学生学习，知识运用，信息获取，与他人之间进行交际有重要

的作用，在课堂上运用信息差，可以使课堂生动，真实且富有创造性，同时让学生有机会恰

当地使用英语。信息差活动具有真正的交际价值，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参与

度，降低学生的焦虑。通过实施信息差活动，可以有效解决学生在课堂上反映迟钝，缺乏师

生之间的互动这些问题。因此教师可以在英语课堂上使用信息差活动、使学生建立交际需要，

有效地促进学生语言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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