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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课堂教学受制于“时间”和“空间”，不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尽管当前地理

课堂教学在自主、合作、探究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比如

教学中的概念化、标签化、表演化、观摩化、研究化、低效化等，难以形成教学常态。究其

原因：一是由于教材以传递结论性知识为主，自主、合作、探究的意义不大；二是由于学生

的生产生活经验、知识积累不足以在特定时间内完成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反而给教师教学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一段时间的“繁荣”与“热闹”之后，课堂教学重新归于理性，聚焦

于兴趣的激发、思维的培养以及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探索上。

然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毕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它涉及到培养怎样的人的问题。

我们培养的未来公民是知识的容器？抑或是具备问题解决能力的人？当然最好的结果是二

者兼有。比较可取的做法是：正文与补充相结合、课堂与课外相结合。除结合教材正文部分

的精心设计之外，还可以充分利用教材中的其他栏目，拓展教学空间，转变学习方式、培养

学生能力。中图版课标教材中的“课题”栏目就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一、课题栏目的编写意义

中图版课标教材课题栏目的编写，很好的诠释了课标“教学内容的组织要为教学提供必

要的空间”的教材编写要求，“通过为教学提供必要空间的方法体现‘注重对地理问题的探

究’和‘满足不同的地理学习需要’的基本理念”，而这两个课标理念的落实必然涉及到学

生学习方式的转变问题。所以中图版课标教材课题栏目的设计，对于教学最主要的贡献就在

于教师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表 1 中图版课标教材课题栏目学习方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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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学生学习方式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学生的地理学习方式有自

主、合作、探究等形式；从学习途径上来看，学生的地理学习方式又有观察、实验、调查、

图像、文献等途径；从思维技巧上来看，学生的地理学习方式又有分析、比较、归纳、演绎、

批判等类型。中图版课标教材课题栏目的研究，既强调自主、合作、探究的组织形式，又重

视观察、实验、调查、图像、文献等学习途径，还涉及到分析、比较、归纳、演绎、批判等

思维能力培养，是一个综合性的学习栏目。

“每门学科在其性质和任务确定以后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进行的研究方法问

题”，（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地理学科是一门在探索、发现基础上

形成的学科，观察与调查、文献研究（包括地图研究）历来就是地理学科主要的研究方法。

地理研究方法与地理学习方法在中图版课标教材课题栏目中达成了高度的契合，在转变学生

学习方式的同时，也完成了培养学生地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目标。

二、课题栏目的编写特点

1.体例的一致性

课题栏目开始都有一段关于本课题的说明。例如在自然地理课题 1“寻找正午太阳高度

角的证据”，开始有一段这样的说明：地球在自传的同时，还围绕着太阳公转。地球公转引

起地球上昼夜长短和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变化。在实际生活中，只要我们耐心、细致的观察，

便可以发现它们的变化，认真总结变化规律，了解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变化及变化规律。这段

文字清楚的交代了进行本课题研究的背景。课题栏目由课题目标、课题准备、检查进度、总

结四个部分组成。体例的一致性使得教材风格统一、条理清楚、文字简洁、表述明确，有利

于教学中组织实施。

2.目标的明确性

每个课题栏目都有明确的目标。例如在自然地理课题中，课题 1 的观察目标是：观察、

记录某个物体正午影长繁荣长短，通过观察、测量、记录，证实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变化，并

了解其变化规律。课题 2 的实验目标是：选一个晴朗的日子，进行大气温室效应模拟实验，

了解大气温室效应的原理。课题 4 的调查目标是：通过对自己一日生活中所使用的自然资源

的探索，理解自然资源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影响，获得自然资源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影响的

证据。美中不足的是课题 3 的图像目标“探究各自然地理要素的作用及相互关系，画一个自

然地理之间的影响链图”，似乎把前后两句位置颠倒一下，变为“画一个自然地理之间的影

响链图，探究各自然地理要素的作用及相互关系”更好。

3.过程的操作性

课题栏目通过“课题准备”和“进度检查”两个板块，对课题的进度进行了分解和规定，

易于教学操作。例如区域地理课题 3 的“课题准备”是：与同学一起合作、列举出各种地理

信息技术的主要功能、设计应用地理信息技术的小课题名称和要完成的任务。这个准备似乎

需要学生学完所有的内容后才能进行课题研究，其实不然，因为在“检查进度”中明确提出：

第一节第 80 页：概括全球定位系统的主要功能，设计一个应用全球定位系统的小课题；第

二节第 89 页：概括遥感的主要功能，设计一个应用遥感的小课题。第三节第 96 页：概括地

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设计一个应用地理信息系统的小课题。第四节第 101 页：概括数字

地球的主要功能，设计一个应用数字地球的小课题。很显然这些步骤把整个课题的设计任务

进行了分解，便于操作。

4.结果的展示性

课题栏目对学习结果的展示方式均作了明确要求。有的要求小组交流，例如自然地理

课题 1“将各组记录的结果进行对比，看各组总结的正午物体影子变化规律和做出的解释是

否一致。如果一致，将这种规律总结出来。”、课题 2“对比各组的实验结果，将实验中所发



现的规律和各组所做的解释总结出来”。区域地理课题 2“展示你所写的分析报告，并与同

学们交流你在课题研究中的体会。”有的要求提交作品，如自然地理课题 3“向班级提交

你所画的自然地理要素之间的影响链图，并作出解释。”有的要求提交研究报告，如自然

地理课题 4“在全班交流所撰写的研究报告，并与同学们一起分析，总结自然资源对人们生

产和生活的影响。”人文地理课题 1“各小组把调查报告在全班交流。”人文地理课题 2“提

交你的课题总报告，小组讨论你们所研究的城市有哪些地域文化特点。”人文地理课题 3“各

小组要在全班展示研究成果，讨论所选择区域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怎样才能进一步发展。”区

域地理课题 1“每个小组对区域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关系进行总结，整理成课题报告，并

向班级提交，共同分享研究成果。”④有的要求汇报会，例如人文地理课题 4“召开全班汇

报会，各课题组汇报研究成果。然后把全班的研究成果整理成册，拿到学校或区县进行交流。”

⑤有的只要求总结，例如区域地理课题 3“总结设计地理信息技术应用的课题，只要求列出

课题名称和要完成的任务，课题内容应贴近自己的生活实际。”

三、课题栏目的教学实施

尽管课题栏目对教学空间进行了拓展，但在教学实施中也面临着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

一是内容上有大有小，有些课题内容只针对教学内容的一个知识点，例如自然地理课题 1、

课题 2、课题 3、课题 4；有些课题内容涉及到教学内容的几个知识点，例如人文地理课题 1、

课题 2；有些课题内容涉及到整个章节，例如人文地理课题 3、课题 4、区域地理课题 1、课

题 2、课题 3 等。二是时间上有长有短，例如正午太阳高度角变化的观察就需要较长的时间，

而温室效应实验和地理要素联系链图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三是难度有高有低，例如读地图和

照片研究城市变化、分析生产生活对环境的影响、了解区域地理环境等课题，需要有一个较

长的收集资料、调查取证的过程，操作难度较大。四是与教材正文部分联系有疏有密，例如

比较可持续发展的不同对策就是教学内容的重新整理，而了解区域地理环境的课题，实际上

是对研究区域的案例拓展。

由于存在以上问题，加之教学时间紧张，所以课题栏目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被边缘化

的危险。有些教师可能会选择其中的一些进行教学实施，有些教师可能从来就不组织实施，

忽略了教材编写者的意图，也不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和新课标理念的落实。深入分析课

题栏目编写的意义、特点，认真组织教学实施显得很有必要。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应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

1.结合教学实际，选择性的开展课题研究

由于教学时间限制，三本必修十一个课题，没有必要进行全部研究。在具体实施中可以

进行必要的选择。但是需要注意选择有两种思路：一是学生来作选择，每位学生每学期做一

项研究即可，三个学期可以做三个课题研究，具体选择哪个课题由学生自己决定；二是老师

代替学生选择，按照一学期一课题的思路进行选择即可。

自然地理课题可以考虑课题 1 或课题 2，理由是课题 3 过于简单，课题 4 的调查失于宽

泛、缺乏严谨。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自然资源的概念、特点、类型都是文本的东西，

缺乏调查的基础，一日所使用自然资源比较明显的就是水资源，其他如气候资源、土地资源

都是遍在资源；生物资源又会涉及到农产品的问题，而农产品显然不能作为自然资源。至于

矿产资源，如果不是工业产品的形式，矿产资源对于人类生活来说，直接利用的少之又少，

所以这个课题研究缺乏实际意义。

人文地理课题建议选择课题 2 或课题 3，理由是课题 1 也比较简单，课题 4 与教材内容

重复较多，也比较泛化，容易成为非地理内容的讨论。

区域地理课题建议选择课题 1，理由是课题 2 与课题 3 与教材内容重复较多，学生在学

完教材内容后，自然会得出结论。

2.结合学生实际，前瞻性的开展课题研究



有些课题研究需要在教学内容开始之前展开。由于脱离了课堂教学时间和空间的束缚，

这类课题研究需要注意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者学习的形式。

有些课题个人就可以完成。比如画出自然地理要素之间的影响链、我的一日生活与自然

资源、关注你身边的环境问题、比较可持续发展的不同对策等。

有些课题需要小组合作。比如寻找正午太阳高度角变化的证据，模拟大气温室效应、认

识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等。

有些课题则需要全班同学的共同努力。比如“读地图和照片研究城市变化”。课题目标

的表述是：你要调查所在城市（或感兴趣的某一城市的空间结构变化及特征，城市化的过程

及特点，并试着分析变化的原因。我在具体实施中采取了以下策略。

第一步：要求学生提供生活城市、乡镇的老照片，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也可以提供自己

村子的老照片，这些照片可以来自不同地区。

第二步：通过各种途径收集目前这些地区的地图和照片。比如可以通过百度地图、谷歌

地图等截取目前生活地区的地图，照片可以现场拍照。

第三步：按照学生提供材料的情况进行分组，最好把处于同一地区的同学分在同一组，

然后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写出报告。

第四步，组织全班进行交流。

3.结合教学内容，嵌入式的开展课题研究

与教学内容联系紧密、或者研究内容比较简单的课题，采取嵌入式的研究就可以达到效

果。例如在进行人文地理第一章“人口的增长、迁移与合理容量”教学时，提前布置课题研

究，要求利用课前一天时间，电话或当面采访亲友，收集、记录家族成员的基本情况。在进

行第一节“人口增长的模式及地区分布”时，就可以让学生“统计各代人口数”，分析人口

增长的特点和原因，并进行全班交流，体验人口的增长。在进行第二节“人口迁移”教学时，

就可以让学生“绘制人口迁移路线图”，分析人口迁移的特点和原因，并进行全班交流。这

个课题研究完全可以和教学结合起来进行。

表 2 人口增长、迁移统计表

成员 籍贯 出生地 职业

第一代（祖父）

第二代（父亲）

第三代（本代）

4.结合课题内容，拓展性的开展课题研究

有些课题研究内容可以安排在教学内容完成以后，当作课堂教学的拓展来完成。例如人

文地理课题 3“分析生产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的研究，这个课题必须是学生在学完基本

内容之后进行，相当于知识的应用环节。可以把课题分解为农业、工业、交通三个小课题结

合向土地里，确定每个小课题的研究步骤。

第一小组：分析农业活动对门头沟区地理环境的影响。

第二小组：分析农业活动对门头沟区地理环境的影响。

第三小组：分析交通方式和布局对门头沟地理环境的影响。

在第三小组研究的基础上，我组织学生开展了《交通运输的变化及其影响——以京西古

道为例》研究课，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附件 《交通运输的变化及其影响——以京西古道为例》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通过京西古道案例的分析，能够说出交通运输的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具有

辩证思考问题的能力，并渗透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教学重点：交通运输的变化。

教学难点：交通运输的影响。



教学手段：多媒体技术。

图像：京西古道分布图。

教学环节 教师 学生 设计理念

引入 牛角岭关城、马致远故居 读图谈

感想

根据学生的实践活动

引入教学

古道的分布 1、还哪有古道？

2、古道的分布有何特点？

3、你还知道哪些古道沿线的地方？

4、山脉连线。古道与山脉有何关系？为

什么要翻山越岭？

5、河流走向。为什么不利用河流进行交

通运输？

读图、思

考并回

答问题。

古道修建的特点

古道的兴盛 1、北京地形图、北京古道。为什么只有

京西古道得以存留？

2、古道图片。谁行走在古道上？

据图讲解。

据图讲解。

据图讲解。

京西第一村——三家店。（由古道而兴的

村落何止三家店）。

商用道

军用道

香道

思考古道的用途及其

影响。

古道的衰落 109 国道、丰沙线、现代交通的分布。

这些交通运输线的修建对古道产生了什

么影响？怎样评价？

思考回

答。

辩证的看待问题的能

力。

古道的新生 香港步行道的启示。

行走京西古道（引入校本课程）。

门头沟国际山地徒步大赛。

爨底下——一个村落的新生。

思考回

答问题。

可持续可持发展思维

的培养。



结语 地区之间存在着物流、人流、信息流的

需求，于是就产生了交通运输。随着社

会的发展，交通运输也呈现出兴衰的特

点。交通运输的兴衰对聚落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

和地区经济。

理解交通运输的影

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