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必修一 第四章 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第三节《寒潮》

【探索】

中央气象台 2012年 2月 4日 18时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5日夜间至 7日我国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将先后出现大范围大风、降温和

雨雪天气。预计，5日 20时至 6日 20时，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东北地区大部、华北、黄淮
北部等地将出现 6～8℃降温，其中，内蒙古中部、辽宁、山西北部、河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
幅度可达 10～12℃，局部地区可达 14℃；上述地区及黄淮南部、江淮等地自北向南将先后出现 4～
6级偏北风。渤海、黄海大部海域将有 7～8级、阵风 9～10级的偏北风。

防御指南：

1、人员要注意添衣保暖；在生产上做好对大风降温雨雪天气的防御准备；
2、门窗、围板、棚架、临时搭建物等易被大风吹动的搭建物固紧，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

外物品；

3、应到避风场所避风，通知户外作业人员注意安全；
4、留意有关媒体报道寒潮天气的最新信息，以便进一步采取措施。

思考：

1．寒潮天气有哪些表现？
2．寒潮会带来哪些危害？
3．如何防治寒潮灾害？



【地理教学案例】

2008年我国南方雪灾

一．时间：2008 年 1 月 10 日—2008 年 2月 2日。
二．地点：我国的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

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 21 个省（区、市、
兵团），其中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等地雨雪持续日数超过百年一遇，贵州、江苏、山东等地达

到 50年一遇。湖南、湖北、贵州、广西、江西、安徽、四川等 7 个省份受灾最为严重。
三．事件过程

1、2008 年 1 月 10 日：长江中下游出现明显降雪。
2、2008 年 1 月 13 日：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雨雪低温，交通受到很大影响。
3、2008 年 1 月 17 日：雨雪冰冻天气影响百姓生活，各地采取措施加紧防范。
4、2008 年 1 月 20 日：铁路春运客流增长迅猛，各地提前启动应急方案。
5、2008 年 1 月 21 日：冰雪严寒导致部分地区电力农业等设施严重受损，国务院防灾减灾
工作联席会议在京召开。

6、2008 年 1 月 23 日：2008 年全国春运全面启动，各地以民生为重积极应对低温雨雪天气。
7、2008 年 1 月 24 日：南方气温骤降，电厂用煤告急，国家采取紧急措施解决煤电紧张。
8、2008 年 1 月 26 日：温家宝总理考察春运工作，各地全力疏导滞留旅客；各地积极抗灾
减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9、2008 年 1 月 27 日：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安排当前煤电油运保障工作。
10、2008 年 1 月 28 日：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雪警报；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地启动应急预案，
确保电煤生产运输。



11、2008 年 1 月 29 日：温家宝赴湖南指导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
当前雨雪冰冻灾情，部署做好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工作，国务院召开加强煤炭生产运输保障煤

电正常供应会议；数十万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参加抗雪救灾；全国各地积极采取措施

整顿市场秩序 保障市场供应。

12、2008 年 1 月 30 日：贵州省进入大面积一级停电事件应急状态；温家宝在广东考察春运
及市场供应工作；中央财政累计下拨抗灾救灾专项资金 2.93 亿元。
13、2008 年 1 月 31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山西大同、河北秦皇岛考察煤炭生产和电煤供应情
况；各部门采取紧急措施保障受灾地区群众生活；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累计出动 80
万人次抗雪救灾。

四．灾害统计

截至 2 月 24 日，因灾死亡 129 人，失踪 4 人，紧急转移安置 166 万人；农作物受灾面
积 1.78 亿亩，成灾 8764 万亩，绝收 2536 万亩；倒塌房屋 48.5 万间，损坏房屋 168.6 万间；
森林受损面积近 2.79 亿亩，3 万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雪灾中冻死或冻伤；受灾人口超
过 1 亿。
五．评述

1、危机起源
（1）客观原因：此次雪灾的复杂程度超过了 98年的抗洪和一般性的自然灾害，因其不仅灾害程度
较大，而且束缚了救灾的机动能力；雪灾发生正值春运高峰，受影响的旅客比平时更多，且道路不

通使一些地处偏远的村庄受到严重影响；这次灾情持续时间长，受灾地区多在山区，使救灾变得越

发困难。

（2）主观原因：各部门反应较慢(从发生较大影响到各地开始采取措施，间隔时间达 5天)；传统的
回家过年风俗使得民众不愿意滞留在当地，执意前行；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行业之间缺乏有效的

协调和配合（起初只有铁路、高速公路和供电局在进行抗灾，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几乎没有参与）；

南方长年气候温暖，少见大面积雨雪灾害，加之平时演练较少，导致民众和各部门应对经验不足。

2、影响评估
08年华南雪灾属于 I级（特别重大）自然灾害，给人民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影响，

给交通、能源、通讯、农业等各部门带来巨大压力，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1516.5 亿元人民币。且因为雪灾影响，主要证券指数开始下跌，更给本已初露端倪的通货膨
胀蒙上阴影。

3、经验教训
（1）提高警惕，完善预案制度

建立完善的应急体系和详细预案，以备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

各部门应分工明确，责任落实，互相配合。

（2）重视抗灾演练，普及应对知识
通过抗灾演练，能够提高公共体系在极端环境下的应变和处置能力。加强全民的防灾意识和应

对知识，能使受灾群众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而非只是等待救援，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3）积极推动能源需求的科学管理
在能源紧张的地方,要优先保证群众和涉及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单位的使用。在能源不紧

张的地区,要实行有序使用，以减少浪费。做好能源储备以及运输力量的保障工作。
（4）做好政府抗灾信息的发布和宣传工作

政府抗灾信息的发布和宣传能让更多的群众理解和支持抢险抗灾工作，同时作出相应配合，对

稳定民心，及时传达指示起着重要的作用。

思考：



1．2008年南方雪灾的形成原因可能是什么？
2．2008年南方雪灾形成了哪些危害？
3．如何积极应对自然灾害过程？

使用说明：此案例可以在课上作为教学案例使用，也可以作为课外拓展或研究性学习情

境材料使用。



【教学建议】

课程目标：

1、知识与技能：

了解寒潮、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认识其形成机制和规律；了解各种自然灾害对人类

活动的危害及其防治措施；对自然灾害进行简要评价。

2、过程与方法：

通过网络等途径收集关于自然灾害的各种信息，通过对信息的分析来完成对自然灾害的形成原因、

危害和防治措施的分析和评价。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分析自然灾害——自然过程——人类不可能阻止或不允许其发生，实现学生对于协调人地关系

的观念渗透。

学习重点：

自然灾害的成因、危害、防治措施和评价。

学习资源：

多媒体课件、网络课件、视频资源。

教学设计：

一、信息资源设计

这里所列举的各种信息资料并非用于辅助教师的讲解和演示，而是用于支持学生的自主学习。可通

过分组学生或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或学习的需求对资源进行选择，使用权和控制权属于学生。

本教学设计所需要的信息资源包括：

（1）关于寒潮、地震、台风或其它自然灾害的视频。（用于演示或点播）

（2）教师自己设计制作的网站《自然灾害》

（3）互联网资源。（由于高一学生查找信息与筛选信息的能力一般，教师可根据实际学生情况决定

是否允许学生使用互联网。如允许使用，为了照顾信息学素养较差的学生，建议以小组形式而非个

人独占形式使用网络。）

课前将一系列影片和教师设计的网站发布到局域网内部的服务器上。

利用网络上的免费代码（例如：动网论坛）发布一个论坛。在论坛内设计两个版块，分别对应学生

协作讨论时的“地震”和“台风”两部分学习内容。

二、情境创设

情境 [多媒体演示] 探索：中央气象台 2012年 2月 4日 18时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问题 （1）形成此天气的天气系统是什么？

——寒潮的定义

（2）寒潮是怎样发生的？（寒潮的成因）

（3）寒潮有哪些危害？（生产、生活等各方面）

（4）怎样防治寒潮？

活动形式 （1）学生自由发言。

（2）由学生或教师总结以上问题的答案。

（3）通过总结引出本节内容的知识支架：寒潮的成因——危害——防治措施

设计动机 （1）由真实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通过寒潮这一自然灾害的学习和讨论来掌握分析自然灾害的方法或培养

分析自然灾害的能力。

三、学生自主学习

知识支架

搭建

[问题]影响我国的主要自然灾害除了寒潮以后还有哪些？

通过学生自由发言，提出影响我国的主要自然灾害。

根据情境创设环节中引出的知识支架：寒潮的成因——危害——防治措施，引

入自然灾害。形成本节内容的“脚手架”（知识支架）：

学生活动 （1）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地震”和“台风”中的一种进行自主学

习，学习过程中主要通过局域网内的网站和视频以及使用互联网大量获取相关

信息资源。

（2）通过自主学习，最终形成相关自然灾害的知识框架，即：某种自然灾害

的成因——危害——防治措施，以文字或图表的形式表达知识网络。每位学生

可将自己的知识网络上传到论坛的相关版块，以供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和相互

评价。

教师活动 （1）有目的地帮助学习能力相对较差的学生。

（2）指导全体学生如何使用架构在局域网上的网络资源，并指导学生如何查

找、利用信息，培养其信息素养。

设计动机 通过自主学习使学习在知识支架内部自由探索，积极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自主性，实现了知识的意义建构。

四、协作学习

在个人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开展讨论、协商，以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对主题的意义建构。

问题设置 在论坛中设置“地震”和“台风”两个版块，并分别设置以下初始问题：

（1）你所能想到的地震（或台风）的成因是什么？

（2）你所能想到的地震（或台风）对人类生产或生活有什么危害？

（3）你能想到通过什么措施来防治地震（或台风）？

（通过以上三个问题让学生从自然灾害的成因、危害、防治措施三个方面来分

析某种自然灾害（地震或台风），并进一步掌握分析自然灾害对人类活动的影

响的过程与方法。）

后续问题：

（4）寒潮、地震、台风等对人类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想一下这些“自然灾害”

有没有对人类有利的方面？

（5）假如地球上没有人类，地球上有没有地震、台风、寒潮等自然现象发生？

能不能将它们称为自然灾害？为什么？

（通过以上两个问题对学生进行观念渗透，即：所谓的寒潮、地震、台风等只

不过是自然界的一种自然现象或自然过程，只因为这些自然现象或过程对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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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产生危害或给人类带来损失，才称为灾害。所对这自然灾害，我们目前强

调的是防灾和减灾，而不是去治灾。因为所谓的“灾害”只不过是自然现象或

过程而已，人类不可能去阻止某一种自然现象的发生，如人不可能不允许台风

形成或不允许地震发生，人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通过预报等措施减少这种过程

所带来的损失或灾害而已。因此人认识自然并不是为了去改造自然，而是去协

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学生活动 （1）分组讨论，畅所欲言：学生根据自己选择的学习主题、兴趣和能力等进

入不同的论坛版块发贴回答问题或进行讨论。

（2）组内总结，形成集体认知：通过讨论，最终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集体认

识结构。

（3）资源共享，实现意义建构：讨论结束后或课下学生可通过自由浏览全部

贴子，从而实现集体思维成果的共享，进而形成对本节知识的全面、正确的理

解，最终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

教师活动 （1）及时跟贴以对学生的表现给予适时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2）站在稍稍超前于学生智力发展的边界上（最邻近发展区）通过提出问题(发

新贴)来引导讨论。

（3）通过两个后续问题来进行正确人地观念的渗透。

设计动机 通过讨论、交流，使不同观点进行交锋、相互补充、修正，加深每个学生对当

前问题的理解，并在此过程中注意分析方法和分析能力的培养，同时注重观念

的渗透。

五、学习效果评价

问题设置 （1）对比个人对于论坛中各个问题的答案和最终形成的答案之间的差别，并

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旨在实现学生对自身的自主学习评价）

（2）各种活动中你的发贴数量和质量如何？（旨在实现对学生在协作学习中

的表现进行评价）

（3）局域网内在线完成一份由教师设计的问答材料.（旨在评价学生是否达到

意义建构的要求）

学生活动 （1）通过完成上述问题中的前两个问题进行反思并大胆发言。

（2）独立完成问答材料或作业。

教师活动 在学生反思发言过程中给予合理的评价以缓和学生的压力并形成一种使人愉

快的氛围。

设计动机 从元认识和意义建构两个方面实现学习效果的评价。

六、说明

本设计适用于网络环境（moodle 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