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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一个中心——课标

课程标准：

       举例说明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影响。

课标分析：

     结合课标和教材内容，根据我的理解，现将课标
分解为以下几个小目标：

① 理解地域文化的含义；

② 明确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③ 举例说明地域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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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关注两个主体

     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是本册知识的核心，
也是贯穿高中地理知识的主线，而城市是区域
的核心，也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本章内
容重点介绍了：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化，而
《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是本章的第三节，依
据“举例说明地域文化对城市影响”课标要求，
主要是从城市的视角来通过多个典型案例研究
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除了在空间结构和规
模范围上不断变化，更是形成了多种多样、丰
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依托于城市形
成的自然环境而产生，但又深深地影响着城市
的发展。
      故而本节是对前面“城市空间结构”、
“城市化”两部分知识的延伸和提升，能让学
生更加综合的体会：在城市化过程中，地域文
化对城市空间布局，建筑结构、建筑风格的影
响。从而让学生进一步认识人地关系的相互影
响。为学生树立人地关系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奠定基础。 

     对于地域文化这个词，学生或许感
到陌生，但当代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
很广，通过书本、杂志、网络、旅游
等方式对各地的风土人情会有所了解，
所以能够比较容易感知各种文化现象
即学生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来学习本
课题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要立足于学
生的已有这些知识经验，通过学生感
兴趣的图片、影像、谷歌地球软件等
资料和精选典型的案例来调动学生自
主、合作学习的积极性。
    此外，高中的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
整理、分析资料和课堂讲解的能力。
这也让采用小组合作与自主探究相结
合的学习方式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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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的确立： 

依据课程标准和对教材、学情的分析确定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是：

本节重难点均是：地域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分析： 

     影响城市的因素很多，本节主要从地域文化这
一人文因素角度，阐述其对城市的影响。在学生
了解地域文化的含义后，根据课标要求，重点就
是掌握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学生原有认知水平局限于对地域文化现象的感
知，但是缺乏对地域文化内涵的理解和相应的地
理思维方法，所以教学难点在于教会学生分析，
地域文化对城市发展影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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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教法、学法

谈教法：
   根据本节的内容特点和学情
分析，建议采用大胆创新的教

学方式即“异地互动”。
     异地既可以是不同的班级、年级，
还可以是不同的学校甚至是两个不
同的城市之间。因为这些相同等级、
不同规模特点的地域会存在很多差
异。而我们就是利用这些差异，将
学生已知区域和未知区域进行联系
和对比，通过多媒体展示，案例探
究、指导学生进行小组合作等方法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化探究活
动的效果。

教法、学法

说学法：
      依据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学
生对本节课地域文化所表现的饮食、
服饰、建筑等知识内容，会有较好
的认知心理和接受能力，而且高中
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整理、分析资
料和课堂讲解的能力。
     根据课标要求的“举例说明”
和新课改倡导的以主动参与、乐于
探究、交流与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学
习方式，依托精心准备的图片、视
频等多媒体资料，可以让学生采用
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

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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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学生提供学习研究的资料需要宁波学生交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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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设定三个维度的学习目标

知识与技能

1．学会运用实例，解释
地域文化的含义，了解地
理环境对地域文化形成的
作用。
2．学会运用案例，说明
地域文化对城市建筑等方
面的影响，体会地域文化
对城市发展影响的现实意
义。

    
     培养学生对社会现象
的关注，树立对地域文
化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科
学客观认识，最终形成
保护地域文化的观念。

过程与方法

1．初步学会地理图片资料
的比较分析方法，并能对
地理信息进行整理和总结，
概括出地域文化对城市的
建筑布局、建筑结构和建
筑风格的影响。
2．培养学生整理分析资料
的能力和把获得的有用信
息、结论加以表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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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提升

会学

激趣
       
       想学

            探究培养方法
            归纳所学知识

学会

课外延伸

会用

·总结新知
·提炼方法

·学以致用
·提升能力

·引导探究
·归纳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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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家乡文化资料了解文化背景

实地走访感悟文化内涵

不知道能代表宁波文化的事
物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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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学生探究家乡地域文化

查找家乡文化
资料
了解文化背景

搜集各地文化
图片

了解文化含义

实地走访
感悟文化内
涵

第二步 第三步

与专家思维
碰撞
得出自己对
文化的理解

第一步 第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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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探究

攻克难点：地域文
化对城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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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设计：济南学生提供资料，宁波学生利用资料（有用信息资
料，不需要宁波学生获取，只要求学生运用信息）完成学习，体
现异地互动，共同探究。

资料卡片2：  纽约洋房
美国人喜住城郊，公寓、联体别墅

、独幢别墅分别组成一个个住宅小区，
因地广人稀，小区都有开阔、良好的绿
化环境。
　 洋房从结构上来看，一般拥有花园、
草坪、没有围墙、只有栅栏遮挡，一家
家的花园联成一片，四季争奇斗艳。后
花园有很多大树木和开阔的草坪，游泳
池、秋千、庭园桌椅点缀其中。一栋栋
独幢别墅组成的住宅区，每座别墅房前
屋后都有私人花园。

资料卡片1：北京四合院
北京传统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精神

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
从外面结构来看，四合院是由围

墙组成一个封闭的院落。四合院内的
房子都向院落方向开门，一家人在里
面合合美美，体现了四合院“合”的
精髓。中国人的温柔、含蓄，忌外露
性格在这里有充分体现：平时大家关
起门来过日子自不必说。就是迈进大
门，还有一座影壁，遮挡外人的视线
。

1、北京四合院与纽约洋房建筑结构、风
格的最大差异：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反映出的地域文化差异:__________。

学生结合课件
图片和导学案
资料，自学得
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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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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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合作探究活动展示

文字资料

空白卡片

地域文化——宁波文化研究报告之＿＿＿＿＿＿（专题）
组别：

选用的资料

你添加的资料

说明的问题

探究活动结论 宁波文化的内涵是：

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由小组自行选出研究课题，然后分工合作。根据所选课题，在资

料袋中找出所需要的照片、文字资料并对其进行整理、加工、提炼得出最后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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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探究设计

活动设计：提供济南中学学生提供的大量信息（含有用或无用信
息），培养学生获取、处理、运用信息的能力，能力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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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异地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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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
互动

 
生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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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生“后续互动” 

将信将疑
互动课堂 

投石问路
激活课堂 

成竹在胸
探究课堂 

服务家乡
升华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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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护和延续

家乡文化

城市建筑特色

城市空间布局

地域文化的含义

自主探究、合作探究

独立探究

模仿探究

感悟探究

拓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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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合作要务实。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留给学生自主活
动的时间和空间。
1、在时间上有宽度，本课讨论制作展板需要6分钟、展示4分钟。
2、在活动上要有广度。小组5-6人一组，且分工明确（筛选资料、
制作展板、讲解、在空白卡片上补充资料、填写研究报告），每
个同学都有具体分工，学生参与度较高，会有更高的积极性。
3、在内容上要有深度。本课结合学生的家乡文化进行研究，很
有探究价值。提供给学生的资料袋，既有有用信息也有无用的信
息，可培养学生筛选、处理、加工信息的能力。
4、老师在评价上有尺度，根据学生小组合作的参与程度和成果
展示，结合老师的观察提问，最后选取典型对学生进行不同尺度
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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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

第一部分完
成对地域文
化内涵的理
解10-12分
钟

第二部分完
成地域文化
对城市影响
的案例探究
15-17分钟

第三部分学以
致用，合作完
成家乡地域文
化对城市的影
响12-1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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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立标

课
上
达
标

课
上
达
标

课后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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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模板

建筑

对城市影响

建筑特点 建筑

饮食

居民心理

城市空
间布局

地

域
文

化

艺术作品

服饰

师生共建思维导图（留白）



建筑

语言

交通方式

饮食

服饰

、、、

地域文化 城市发展

建筑布局

建筑风格

建筑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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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符合“认知建构教学”理论。在四个环节中，教师不是向
学生“灌输”知识的“主人”，而是活动中的“主持人”，
起到穿针引线的点拨作用，从而让学生自主构建知识结构。
像前面北京和纽约文化差异对比的研究展示，为后面学生
的自主学习提供了模拟的平台和激发了研究的兴趣。

学生的“主体性”得到有效发挥。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促使学生主动探索知识。在这个过程中，给予学生
充分的自由与自主权。学生有权对所学知识进行选择。像
这6个小组课题的选定就是小组自主选择的结果。

最终形成“情景创设——案例探究——主干疏导——知能
拓展”的教学模式。 而像给学生的五个任务也是是有层
次、有梯度，能层层递进，不断深入的提高学生的探究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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