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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

探索

$%欧洲人口出生率低且稳步下降!在 $&&' (

)''' 年低于死亡率!死亡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且呈缓

慢上升趋势"人口自然增长率稳步下降!在$&&' (

)''' 年呈负值!人口出现负增长# 中国人口出生率

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都经历了两个阶段$$&*+ ($&,*

年人口出生率急剧上升且维持在较高水平!自然增

长率也急剧上升!人口高速增长"$&,* ()''' 年人口

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经历了一个快速下降的阶

段!然后稳步下降!到 )'''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

较低水平!人口增长速度减慢#

)%差异$欧洲人口增长一直呈稳步下降趋势!人

口增长极其缓慢!到 $&&' ()''' 年出现负增长"中国

人口先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然后人口增长速度减

慢!到 )'''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较低水平!但由

于人口基数大!人口净增数量仍然很多# 相同时段!

欧洲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低于中

国#

原因$欧洲工业化程度高!经济发达!社会保障

体系较完善!人口文化素质较高!传统生育观念发生

较大转变!加上避孕节育措施日益普及!使生育率大

大下降!人口增长缓慢# 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使医疗卫生%教育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人们生活水

平提高!平均寿命延长而使死亡率不断下降"中国采

取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大大下降!从而导

致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降低并维持在较低水平!但

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每年净增人口数量仍然

很多#

教材!

"

比较

!提示"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 ($&#'

年间出生率的不同变化!由表中相关数据可分析得出

两类国家此阶段的人口增长模式!得出人口自然增长

的变化特点# 人口增长模式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

教材!

#$

思考

!提示"$%从人口变化曲线图上找出中国人口出

生率持续下降始于 $&-+ 年#

)%人口自然增长率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

动!从分析影响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因素角度进行分

析即可#

.%由我国目前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

数据确定人口增长模式#

教材!

#$

复习题

!提示"$%人口增长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古

代&$- 世纪中叶产业革命以前'%近代&产业革命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现代&)' 世纪 *' 年代新技术革

命以来'# 古代人口缓慢增长!近代人口加速增长!

现代人口急剧增长#

)%本题实践性很强!需要同学们自己动手制作!

考查动手操作能力!可根据课本(图 $ /$ /$$ 中国

人口变动曲线)来绘制#

.%见下表$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人口增

长阶段

(三低)

模式
过渡模式

原因

与增长下

降阶段的

社会原因

有关!还与

社会文化

生活日益

丰富%青年

人推迟结

婚%减少生

育有关

死亡率低的原因是工业

生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

展!提高了食品供应与营

养水平!同时医疗卫生条

件也有所改善# 出生率

下降较快主要是社会方

面的原因!如家庭愿意抚

养较少的儿童!因为孩子

多不仅增加家庭支出!还

会影响到妇女就业"各种

社会保险和福利事业的

发展也促使出生率下降

'@8*+,-12

教材"

$$

探索

!提示"$%世界人口主要迁出地有亚洲和拉丁美

洲!主要迁入地有北美%欧洲%西亚等#

)%由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

外籍工人逐渐成为国际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即劳

务输出"国际难民数量增加!持续时间长"发展中国

家优秀人才移民"人口迁移流向发生一些变化#

教材!

#%

思考

!提示"结合课本图示!从推力%拉力和阻力方面

#



分析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

教材!

#&

思考

!提示"结合课本案例研究的内容!分析归纳德

国移民的特点# 可从迁移流向%移民构成%迁移数量

等方面分析#

教材!

#&

复习题

!提示"$%按照人口迁移的范围是否跨越国界可

分为国际人口迁移和国内人口迁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人口迁移的主要特点

是$

!

从旧大陆移向新大陆"

"

从已开发地区移向未

开发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人口迁移的主要特点

是$

!

人口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

定居移民

减少!短期流动工人即外籍工人大量增加#

)%可从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中央给予

深圳的特殊政策等方面总结#

.%在历史早期!人口迁移主要受自然环境的影

响"在现代!则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因素 影响 举例

经济

因素

地区经济差异

社会经济发展

城市化推进

大型项目建设

区域发展规划

主要因素!人们

为追求更好的

生活条件%就业

机会和经济收

入而迁移

略

略

略

三峡移民

西部大开发导致

的移民

政治

因素

政治迫害

战争

国家组织移民

重要因素

乌干达亚裔居民

迁往英国

巴 勒 斯 坦 战 争

难民

我国历史上的移

民戍边

社会

文化

因素

宗教

民族%种族

重要因素!是特

定时期%特定地

区和特定人群迁

移的主要因素

印巴分治!穆斯

林 迁 往 巴 基

斯坦

生态

环境

因素

自然环境要素

资源环境要素

环境恶化

自然灾害

重要因素!历史

上曾经是主要

因素

美国老年人迁往

(阳光地带)

逐水草而居

水土流失%土地沙

漠化引起迁移

略

其他

因素

家庭%婚姻

性别%年龄

是特定人群迁

移的主要因素

男女婚嫁

少小离家!叶落

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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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

探索

!提示"要读懂图中几条曲线的含义!了解随着

人口增长!生产力水平%人均粮食%人均工业产品的

动态变化# 关键是要了解人口增加导致资源数量日

益减小甚至枯竭!环境污染日益加重!导致人类的生

存危机#

教材!

#'

思考

!提示"因为土地资源的生产力决定着供给人类

食物的多少!是决定环境承载力的重要因素# 而我

国人均耕地少!耕地资源紧张# 因此!节约土地资

源%保护耕地是使资源环境承载力能养活中国总人

口的重要措施#

教材!

#(

思考

!提示"环境承载力是在一定时期内!某一地域

环境和资源能够维持抚养的最大人口数量"而人口

合理容量是按照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有舒适的生

活环境!并满足物质和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需求!同

时又不妨碍后代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一个国家或地

区适宜的人口数量# 显然!人口合理容量小于环境

承载力#

教材!

)#

复习题

!提示"$%土地资源的生产力决定着供给人类食

物的能力!是制约地球环境承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环境承载力一般根据农业生产提供食物&主要是粮

食'的能力进行估算!而土地提供食物的能力取决于

土地资源的数量%质量和利用方式#

)%人口合理容量的影响因素对人口合理容量的

影响参考(本节知识点 ))#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数量超过了它的环境

承载力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无法满足人类的需

求!自然资源会遭到过量开采!生态环境会遭受灾难

性的破坏!人们的生活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GH-IJKL3G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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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

探索

!提示"$%英国地理学家马恩&0122'是通过英

国地处西风带%终年盛行西风%河流自西向东流!从

而导致东西部环境差异来解释英国城镇的东西部分

异现象的# 如下所示$

)



)%中国某些工业城市中存在此种情况!从我国

季风风向及河流流向!城市局部环境差异引起的城

市房地产价格高低差别等方面!分析我国城市住宅

区的分化#

教材!

)'

活动

!提示"首都北京各功能区分化明显# 可结合北

京市地图分析!如市中心集中了中南海%人民大会堂

等行政机构!为行政区!王府井商业街是商业区!中

关村是文化区和科技园区等!结合图片说明各功能

区的特征#

教材!

*#

复习题

!提示"$%城市空间结构指构成城市的各要素在

空间上的位置及其组合状况# 形成城市空间结构的

原因很多!其中历史原因%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和行政

原因最为突出#

经济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城市功能分区

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为各类活动所付租金的高低!

影响租金高低的因素主要是交通通达度和距离市中

心的远近# 市中心地租最高!其次是市区外围公路

交会处!远离公路的地方地租最低"受与市中心距离

远近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是$商业区%住宅区%

工业区#

社会原因主要影响住宅区分化!其中收入是最

常见的原因!知名度和宗教信仰也有很大影响!另外

还有种族因素的影响#

)%城市规模的大小一般用人口规模来表示!如

我国习惯以非农业人口聚集地的人口数量来划分特

大%大%中%小四级城市# 城市无论大小都是所在区

域范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但城市规模越大!

内部功能的分化越明显!服务功能就越强# 同时!随

着城市功能的增强!城市作用的范围也会增大!人口

也会增加!城市规模也必然扩大#

.%以你所在的城市或你所熟悉的城市分析#

'@8*GHM

!!教材"

.)

探索

!提示"$%材料 $ 反映了深圳市城市景观的变

化"材料 ) 中深圳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反映了人口向

城市集中的过程"材料 . 表现了深圳市用地结构的

变化!反映了城市化过程中地域的转换过程# 通过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资料集中反映了城市化

现象#

)%深圳市形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

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二是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

国家的优惠政策!大量吸引外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

展!促进了城市的迅猛发展#

教材!

*'

活动

!提示"&$'加强城市的规划!合理配置城市功

能区#

&)'加强城市管理!防治城市污染#

&.'建设垃圾场!集中处理!如掩埋%焚烧%发电!

最好能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建立污水处理厂!实现污水达标排放和净化

处理#

&*'加强城市绿化!扩大绿地面积#

&,'合理规划城市道路!解决交通拥堵和交通

污染#

&+'大城市建设卫星城和城市新区#

教材!

%$

复习题

!提示"$%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城市文

明向广大农村地区扩散的过程#

)%相同点$三者都是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出现的

现象#

不同点$城市化体现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尤其是

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

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都是人口从中心区向郊区甚

至是郊区以外的乡村迁移的过程# 郊区城市化有利

于城市环境的改善!但当逆城市化发生的时候!城市

的空心化就不可避免!因此在部分发达国家还出现

了再城市化的现象#

.%突出的特点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大城市化的

趋势明显# 另外还有发达国家出现的郊区城市化%

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现象"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仍

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为主#

'A8*<NOM3GHPQ

!!教材"

#$

探索

!提示"首先从欧洲和美国城市历史差别方面分

析# 欧洲城市多形成于中世纪!发展历史悠久!城市

格局与风格早已形成!市中心少有摩天大楼# 美国

历史较短!城市地域结构主要由资本和市场决定!导

致建筑物高度由市中心向外递减# 阿拉伯国家信仰

*



伊斯兰教!城市中分布着清真寺和伊斯兰风格的建

筑# 丽江古城反映出中原农耕文化与当地文化结合

的特色#

教材!

%+

思考

!提示"首先要弄清自己所在的文化地区!然后

结合当地实际回答所在地域的特点# 如山东省所在

地属于齐鲁文化副区!其文化要素特征为北方方言!

民间艺术为山东快书%山东大鼓%山东梆子!民风淳

厚%豁达%重礼仪等#

教材!

%+

复习题

!提示"$%一方面!地域文化是某个地域的人们

在特定范围内!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在长期的生产

生活中创造的!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地域

文化一旦形成!又会影响当地人们的各种生产和生

活活动!使其深深烙上当地地域文化的印记#

)%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地域文化

赋予城市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使城市形成一种有

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文化# 最能体现地域文化特征

的是城市中的建筑***建筑布局%建筑结构%建筑风

格等#

.%&$'以我国南方私家园林和北方皇家园林为

例分析其异同#

中国的造园艺术与中国的文学和绘画艺术具有

深远的历史渊源!特别是受到唐宋文人写意山水画

的影响!是文人写意山水画模拟的典范# 中国园林

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包括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

在内的两大系列!前者集中在北京一带!后者则以苏

州为代表#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自然地理条

件的差异!两者在规模%布局%风格%色彩等方面有明

显的差别# 皇家园林以宏大%严整著称!而苏州园林

则以小巧%自由%精致%淡雅%写意见长# 由于后者更

注意文化和艺术的和谐统一!因而发展到晚期的皇

家园林!在意境%创作思想%建筑技巧%人文内容上!

也大量地汲取了私家园林的(写意)手法#

北方皇家园林规模大!建设恢弘!金碧辉煌!尽

显帝王气派"建筑风格多姿多彩"功能齐全#

南方私家园林小巧%淡雅%曲折幽深!多文人情

趣!书卷气息# 主建筑大都是临水或迎面开敞的厅

堂!以供宴饮!以便观赏# 通过空廊%洞门%落窗%屏

风等方法!使园内景色既彼此分隔!又互相借景!融

为一体#

&)'以佛寺%塔%亭阁为例说明自然与人文的

和谐#

人文景观 寺庙 塔 亭阁

举例
五台山寺庙%泰

山岱庙
大理三塔

湖南岳阳楼%武

汉黄鹤楼%昆明

大观楼%南昌滕

王阁

所处自然

风景区

海拔较高的风

景名山

湖光山色的

低 山 丘 陵

地区

回环曲折的江河

以及浩渺开阔的

湖泊

景观的

位置

山麓%山谷%山

间小盆地茂林

之中

小山冈的脊

线上或山麓

湖边

江河湖泊边缘

自然与人

文的和谐

深山藏古寺的

意境与佛教宣

扬的超脱于红

尘之外的思想

一致

用挺立的塔

的形象突破

地貌平缓的

曲线

江河回折!湖泊

水域广大!视野

开阔!登高楼方

知其胜景

'A)*RSTU3<N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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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

探索

!提示"$%作为农场主的杜能!出于对农业收益的

关心和对土地利用的好奇!感悟到农业活动与到市场

的距离有重要关系!研究建立了(在理想状况下的农

业区位模型)# 一个独立的地区!在地区内的气候%土

壤%地势%交通条件等都相同的条件下!形成了以城市

为中心!由内向外的六个环带!被称为(杜能环)#

)%(杜能环)是理想状况下的模型!我们实际生

活中!有的符合这一理论!有的不符合!因为毕竟有

很多因素诸如交通条件等不尽相同!所以有些并不

一定呈典型的环状#

教材!

+$

讨论

!提示"本(讨论)的结论是建立在实地调查%了

解所居住城市或附近城市边缘地带农业区位分布的

基础上的# 一般来说!我国各地城市化发展速度都

比较快!在城市用地面积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城市边

缘地带的农业活动分布大体上符合(辛克莱模式)#

教材!

++

比较

!提示"$%设计本题旨在比较三种农业地域类型

生产过程与生产模式的区别# 以传统旱作谷物农业

为例!充分了解其农业的生产特点是做好本题的关

键# 与其他两种农业地域类型相比!传统旱作谷物

农业投入的劳动力较多!精耕细作!农产品主要用于

满足自己或家庭的消费# 图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只要能体现出上述生产的特点即可#

%



)%设计本题旨在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基础知识来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判断自己所在地区的农业

地域类型!主要从生产的规模%促进产出的手段%当

地经济发展水平%农产品的主要用途&或商品率的高

低'!机械化程度等方面考虑!并能从影响农业生产

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入手!分析所属

地域类型的形成原因#

教材!

+"

复习题

!提示"$%(孤立国)条件下的杜能圈!是一种完

全均质条件下的理论模式# 杜能本人也意识到完全

的(孤立国)在现实中很少存在!首先他考察了河流

的影响!其次考察了其他小城市的影响!进而考察了

谷物价格和土质的影响#

在孤立国内!有一条可以通航的河流存在!由于

航运价格大大低于马车运费!所以同心圆模式演变

为沿河流伸展的狭长形分布模式#

除自然条件与理论差异很大外!社会经济条件

也和理论有很大差异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

技术发展与交通手段的发达使得杜能理论中起

决定性作用的距离因素的制约作用变小# 杜能理论

中!主要的陆上交通工具是马车# 而现代!随着火

车%汽车%飞机等交通手段的发展和高速公路的建

设!运送农产品到市场的运费在降低!时间在缩短!

生产地到市场的时间缩短!因此!某些农产品的供求

范围伸展到数百千米或上千千米的空间尺度# 所

以!在现实中找到杜能所勾画的完整的农业区位模

式是比较困难的#

)%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及农产品保鲜%冷藏技

术的发展!使农产品市场在地域上大为扩展!世界大

市场逐步形成#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成为世

界主要的粮食输出国"阿根廷%丹麦%新西兰等国成

为世界主要的乳畜产品供应国"拉丁美洲%非洲%东

南亚成为世界主要的热带经济作物生产基地#

.%农业生产活动对环境的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通过改造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为人类提供了更多

的农产品#

农业生产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污

染和破坏两大方面#

污染主要来自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的农药%

化肥%除草剂等!它们在给农业带来丰收的同时!也污

染了土壤%水源!有一些残留在农产品内!对人类健康

造成威胁#

破坏主要指农业生产中的多种原因造成的森林

减少%土壤肥力下降%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土壤沙

化%土地盐渍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引起自然资源

的减少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下降#

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和山区等生态脆弱区!

主要环境问题是资源不合理利用带来的生态退化#

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湿润平原地区!主要环境问

题则表现为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造成的环境污染#

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

进而也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8*_Y=Z

!!教材!

+'

探索

!提示"科技园区是高技术产业集中的区域!从

科技%交通及园区位置和环境方面讨论其布局的有

利区位条件#

教材!

&$

思考

!提示"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

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需求的变化%科学技术水

平的不断提高!工业区位因素以及各种因素所起的

作用在不断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市场%

科技%社会%环境%交通%劳动力素质%信息等因素的

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教材!

&#

思考

!提示"这里所说的其他因素是指教材没有单列

出来专门介绍的因素!主要包括动力&能源'%政策%

集聚因素%个人因素!等等# 下表是政策因素%个人

因素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其他因素
对工业区位

选择的影响
举例

政策因素

在优惠政策的影

响下!用地%交通%

基础设施等区位

因素都会发生有

利于投资办厂的

变化

)' 世纪 -' 年代以前!我国在

内地建立了一些大型工业

基地

)' 世纪 -' 年代实行改革开

放政策!我国沿海地区经济

迅速发展

)' 世纪末国家为谋求缩小

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

差距!加大了在西部地区发

展工业的力度

个人因素

决策者的乡土情感

及个人的理念和心

理等因素!也是工

业区位选择的重要

因素!有时甚至成

为主导因素

眷恋家乡的侨胞纷纷回国%回

家乡投资建厂

!!教材!

&)

讨论

!提示"制衣生产%汽车生产%钢铁联合企业各自

+



的生产特点不同!生产过程中的联系程度也不同#

制衣生产和钢铁生产程序都很复杂!都需要经过多

个工厂%多道工序加工而成!各工序产品间存在着

(上下游)的关系!生产过程联系密切# 汽车生产的

特点则为零部件繁多!每种零部件产品都由专业汽

车配件分厂生产"各分厂间没有什么生产上的直接

联系!但与总厂之间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教材!

&%

思考

!提示"从工业区位置%区位条件%中心城市%主

要工业部门及其在我国的地位!比较四大工业区的

条件#

教材!

&'

复习题

$%!提示"首先!要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工业点

或工业区!因为一个分散的%小型的工业地域!其区

位因素往往不明显或不典型# 其次!要明确这些工

业地域的产品结构和流向%原料的种类和来源%燃料

的构成和比例!以及对水源%交通%科技等因素的要

求!还要弄清有没有其他特殊要求# 再次!要比较这

些因素对该工业地域的影响程度!看看是哪一个或

哪几个因素促进或限制了它们的发展!即确定主导

因素# 最后!总结其他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评价区位

选择的优劣#

)%工业联系的主导因素有$

!

利用廉价劳动力"

"

利用交通枢纽"

#

利用资源"

$

利用能源"

%

生产

联系"

&

产品与其他产品存在着(上下游)的关系#

.%按工业地域的形成条件和发展水平不同!工

业地域可以划分为专业性工业地域和综合性工业地

域等不同的地域类型#

#%世界主要工业区有$

!

欧洲西部工业区"

"

北

美工业区"

#

俄罗斯*乌克兰工业区"

$

中国*日本

工业区#

'A8*<NVW

!!教材"

,&

探索

!提示"经济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主要得益于各种

地域联系方式的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

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商品的循环!大大缩短了世界的

距离"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地域间信息联系日益快

速%及时# 从图 . /. /$ 中可以看出!牛仔裤成衣的

出现需要经过多道工序加工而成!而从其原料棉花

的来源到棉花被纺成棉布!一直到旧牛仔裤的收集%

整理%捐献等各环节和工序都是分别在不同的国家

或地区完成的# 由此可见!不同区域的人们通过不

同的经济活动发生着联系!而这些地域联系的进行!

则得益于交通运输%通信%商业贸易等联系方式和手

段的发展和进步#

教材!

"$

思考

!提示"实际生活中几种交通运输方式的优劣比

较如下表所示$

方式 优点 缺点
适合运输

的货物

铁路

运输

运量大! 速度

快!运费较低!

受自然因素影

响小!连续性好

造价高!消耗金

属材料多!占地

面积广!短途运

输成本高

大宗%笨重%长

途运输! 如 矿

石% 金 属% 粮

食等

公路

运输

发展快! 应用

广!机动灵活!

周转快!装卸方

便!对自然条件

适应性强

运量小! 耗能

多!成本高!运

费较高

短程% 量小 的

货物

水

运

河运

海运

历史悠久!运量

大!投资少!成

本低

速度慢! 灵活

性%连续性差!

受自然条件影

响大

大宗%笨重%远

程%时间要求不

高的货物!如粮

食%矿产等

航空

运输

飞行速度快!运

输效率高! 最

快捷

运量小! 能耗

大!运费高!技

术要求严格

急需%贵重%远

程%运量不大的

物品

管道

运输

气体不挥发!液

体不外流!损耗

小!连续性强!

平稳安全!管理

方便!运量大

设备投资大!灵

活性差

原油%成品油%

天然气%煤浆等

!!教材!

"*

讨论

!提示"$%商业中心的形成!应具备两个条件$一

是在它的周围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商品来源区及销

售区!也就是服务区"二是要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

件!便于商品集散# 所以!我国的商业中心大多分布

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和交通便利的东部地区#

)%商业发展与城市发展二者互为条件!相互

促进#

&$'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城市是商业赖以发

展的基础和依托#

&)'城市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城市的经济实力%吸引力和辐射力的发挥!要以发达

的商品流通为条件#

教材!

""

思考

!提示"$%我国由于铁路兴建而兴起或发展较快

的城市除石家庄外!还有株洲%阜阳等!找出其相交

的铁路及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



)%从以下方面说明京杭大运河对扬州%济宁的

影响$&$'历史上!我国南北运输主要依赖大运河!扬

州%济宁等运河沿岸城市因航运便利而兴起"&)'近

代海运兴起及津浦铁路的修建!加之运河北段淤塞

导致运河航运地位下降!运河沿岸城市受之影响而

衰落#

教材!

""

复习题

!提示"$%略#

)%现代交通运输的主要方式有铁路%公路%水

路%航空%管道等#

.%交通运输方式和布局的改变对城市形态有着

很大的影响# 如武汉位于长江和汉江的交汇处!在

以水运为主的时代!江岸渡口或两河交汇处交通便

利!人员往来频繁!集市贸易相当发达!因此较易形

成城市!同时受两江交汇的影响!武汉城市形态为三

镇鼎立# 之后!随着铁路运输的发展!纵贯南北的铁

路线便利了南北交通!也使城市形态发生了变化#

京广%武黄%汉丹等铁路的修建以及高速公路的发

展!一方面密切了武汉三镇之间及其与周边市镇的

联系!另一方面也使城市沿交通线迅速发展!呈现出

一种分散的城市形态#

'`)*+]3<5BC-abPQ

'(8*+]cd-efBCg$

!!教材"

-'

探索

!提示"当前!日益严重的全球及区域性环境问

题引起了人类极大的忧虑和不安!全球气候变暖%酸

雨污染%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已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所以卡斯特罗说$(有一个重要的物种正在

灭亡!那就是人类+)

教材!

'+

思考#上$

!提示"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有很多!其中当前

最为突出的是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大气污

染与酸雨%水资源危机和水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土

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

教材!

'&

复习题

!提示"$%全球性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

生活%生产活动导致的#

&$'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于人类大量燃烧矿

物燃料如石油%煤等向大气排放大量的 34

)

和人类

大量砍伐森林!特别是热带雨林造成的#

&)'臭氧层破坏是由于人类向大气中排放了氟

氯烃化合物!破坏了臭氧层中的臭氧#

&.'酸雨是由于人类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酸

性气体如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引起的#

)%&$'全球气候变暖具体表现为全球平均气温的

升高#

&)'臭氧层破坏表现为紫外线辐射的增强#

&.'大气污染与酸雨!主要表现为降水的 56值

小于 *%,!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和腐蚀建筑物#

.%首先要明确本地区面临哪些环境问题!选择

最突出的环境问题加以分析"其次要区分这些问题

属于生态破坏还是环境污染!再确定要分析的方面!

即生态破坏主要从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角度

分析!环境污染主要从过量排放与环境自净能力不

足的矛盾分析# 治理措施要对症下药!从原因入手

分析#

'@8*+<hWij-klmn

!!教材!

'"

探索

!提示"主要涉及水资源%臭氧层保护%水土流

失%土壤退化%保护森林%防治污染%垃圾成灾%酸雨

危害%荒漠化%全球变暖%资源枯竭%海洋资源%白色

污染%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 从这些主题的发展变

化过程反映出人类对人地关系认识的演变过程!说

明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教材!

'(

思考

!提示"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人类陶醉于创造出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同

时试图成为自然界的主宰#

&)'人类空前开发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出

现许多生态问题!如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

&.'人类把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到环

境中!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出现环境污染问题#

总之!人地矛盾迅速激化%全面不和谐#

教材!

(#

思考

!提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使用再生纸"垃圾分

类回收利用"自备篮子或布袋购物"采用节水措施"

将旧衣物%玩具%书籍捐赠给所需要的人"以节俭为

荣,,以上生活方式都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教材!

()

思考

!提示"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可结合可持续发

展含义的四方面内容来理解#

教材!

(*

复习题

!提示"$%史前文明$生产力水平极低!人类依附

自然!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

农业文明$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人类利用%改

造自然的能力提高!人地关系对抗性增强!出现了水

"



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环境问题#

工业文明$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人类要征服自

然!人地矛盾尖锐# 出现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

坏%大气污染和酸雨等环境问题#

后工业化社会&现代文明'$生产力水平更高!人

地关系协调发展!通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逐步解决

环境问题#

)%对于非可再生资源!可从其储量的有限性方

面谈"对于可再生资源!可从其目前的污染程度和净

化能力的角度谈#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求!

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它的含义是$人类要发展!但发展要有限度!不能

危及后代人的发展!强调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的公

平# 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的可

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性原则%持续

性原则和共同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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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

探索

!提示"从图中可获取以下信息$

&$'画面意为木筏中人们砍伐木筏生火!还乐在

其中#

&)'木筏砍伐殆尽!即将沉入大海!砍伐者却浑

然不知#

&.'该画深层意思为!木筏象征地球!人类无节

制地利用和浪费地球资源!将会导致资源枯竭!危及

人类生存#

教材!

(+

思考

!提示"日常生活中!应做到$

&$'转变观念!包括发展观%资源观%环境观%伦

理道德观和消费观等#

&)'调整行为!从实际出发!提倡绿色消费和低

碳生活!积极参加环保行动等#

教材!

#$$

活动

!提示"

以上是部分环保标志!同学们可以到互联网上

找到更多的标志!相互之间交流一下自己对这些环

保标志的认识#

教材!

#$#

复习题

!提示"$%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庞大的人

口数量对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自然资源消耗量

大!排放了大量废弃物# 生态环境问题如水土流失%

沙漠化%水污染与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生物多样

性减少等均已出现!形势十分严峻# 这就迫使我国

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追求生态%经济与社会三者

的和谐发展# 最近政府的发展规划里也确立了建设

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等政

策!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环境问题仍十分严重!

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要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我们每个人都要树

立可持续发展观!做一名环保主义者!转变观念!调

整自己的行为# 比如节约资源!包括节约用水%用

电%用纸等"优先购买带有环保认证的产品!如无氟

冰箱%节能空调等"参加各种环保活动!如植树%清理

垃圾%环保宣传等#

.%可以通过互联网等形式找案例!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是公众接受并参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