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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SF±<×z�$%&'WX�û4��! ����! û²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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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J$%&'YZ8$%²Ü&'�FjS# &+!�ÈÉú>4F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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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òèÊ#Ê34½7" íýþøÑTFØI/ÔÉ# ���¾þF@¿ -%'
ÀÁÂ" ��Ã¿ÄÅFdÆ¤3 0&*' ÀÁÂ" � %' �ø )' þ{" 4��¾þ
Þæ %+&!FÃ¿U!°Ç# �ØÐ§ñYF¥SÈ0" � %''' þ¨4F"É %Ê
�ËÌ& ú" %&!FÍÎLØQ $%!FÏWåÐ�æË# LØ�ÈK" ��kF $''
þú" æ $-! .%'!�Ø»0¹# 4��æ $& .�8ÑÒFW��" §æ %+-!�
$Wo§ÓãFÔW"  ¸aú#©¤§PçWF�)¨�" $WÕ^ýþâã"
�&" ���æ0ªÒ"F$%�K�úSÊ�¥�WDEú# ��ÈÎd" 
%'%' þ" >C$%Öq&J" ãWÃ~/¤»&J $(!# �� -!Fëì�Ïó×
ØÙ@�F" aú£îÚF�ÛÜìQÝÞß?àá" â°IÔ�4¤8!æj"
¾þã�pó×ØÙF$äæ %&' À#

?£ðUþå" a�"ý»|}æç²ÞF"ª¥gFD|��" �æç²è
�ÕkÕé" æç;ê¤ÕkÕó# %''' þ ) ëFcd©2÷h" ì+�úíS4
M�îïQðï±" æç§¾þ *!F¥S°Ç* �ñ+�úíS4M" ¸"©2µ
-!* îïFññ4Mµ -'!" ìñµ $-!# ��æç;êFdÆ3� % #'' ÀX
8ÑÒ" ðòæ " bú�óuó" ��4MôõF$ðò� %ö÷÷& 4øù�a
ú�FûüÔ#

4��$W¦§�¨Fý�" 4��p��.q#3$" ��$WÊ°j%F
¥óhi# µ÷ø��þÿ�Ìhi" ÈÉÐ6�Û�$%./! $%,-./QDE
ÄÅÆFV�" §`$%./F0bAB# µJaÈÉFo�à" æâp��CV�F
-�"  ¡� %$WF ,;<-& "Y!�Ée# µ9"xð×�@�ºjp %(4D
EÄÅÆ8$%,-./FMè& F�jg~"  ¡� %4�o§DK#3$& 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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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交通运输布局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１ 了解交通运输对聚落的形成和空间形态的影响。
２ 学会分析交通运输对城镇分布的影响。
３ 学会分析交通运输对商业网点布局的影响。
（二）过程与方法

１ 学会选取案例，分析交通运输对聚落形成和空间形态的影响。
２ 通过读图分析交通运输与城镇分布的关系。
３ 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家乡所在地商业网点布局状况，分析交通运输对商业网

点的布局。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１ 关心我国交通运输的发展，增强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
２ 通过对家乡所在地商业网点布局的调查、评价，提高学习地理的兴趣。

二、 教材分析

本节教材共分三部分：引言，交通运输与聚落，交通运输与商业网点布局。

课程标准的要求是 “结合实例分析交通运输方式和布局的变化对聚落空间形态

和商业网点布局的影响”，活动建议为 “模拟设计某地区交通运输线路和站点的布局

方案，简述设计理由”。

（一）引言

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交通运输的基本知识：

１ 概念：利用各种运输工具，使旅客、货物沿着特定线路实现空间位移的过程。
２ 作用：连接生产与消费、城市与乡村、各地区和各部门的重要纽带。
３ 方式：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等。
４ 现代交通运输的特点：高速度、网络化、全方位的交通运输综合体系。
（二）交通运输与聚落

这部分内容分为三个方面：

１ 聚落的形成与交通运输的关系：在交通便利的地方，有利于开展商贸活动，
通常会形成较大的居民点，进而发展成为城市。

２ 交通运输影响着聚落的空间形态
教材以古代 “南船北马”的运输方式为例，介绍了古代北方以陆路交通为主，

聚落主要分布在陆路干道附近。南方交通以水运为主，聚落则临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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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铁路、公路的修建，聚落多沿铁路、公路线发展。

受自然条件和交通运输的影响，聚落的形态南北方存在差异：北方多呈团块状，

南方多呈带状。

３ 交通运输与城镇分布
交通运输的发展会带动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交通运输的衰落也会导致城市的衰

败。交通运输的发展与城镇分布密切相关。

古代，运输方式以水运为主，大城市多沿河流两岸发展起来，例如巴黎、伦敦

等。我国大多数城市也是沿河、沿湖、沿海发展起来，例如南京、开封等。

现代，交通运输以铁路、公路、航空为主，一些城市多沿铁路线发展起来，例如

石家庄、郑州、株洲等。

交通运输的发展能促进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交通运输的衰落也会阻碍城市的发

展。教材以京杭运河的衰落、京沪铁路线的修建为例，说明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对

城市布局与发展的影响。

（三）交通运输与商业网点布局

商业活动离不开交通运输，交通便利的地方就容易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商业中

心的繁荣又能促进交通运输的发展。

商业网点的分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交通运输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教材

利用 “活动”，通过山区和平原地区交通线路布局的差异对商业网点空间分布的影响

来说明这个问题。

商业中心包括商业网点，二者在规模、布局等方面有所不同，因此对交通运输

的要求也不同。

交通运输的发展对商业布局有深刻的影响。教材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举例说明：

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商业集聚在高速公路与城市接合部；集装箱的发展出现了专业化

市场、超市；交通的发展使人们出行更加方便，距离已经不是障碍，出现了许多大型

休闲购物中心；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购物方式，如网上购物、电子商务。

本节的重点是交通运输方式和布局的变化对聚落空间形态和商业网点布局的影

响，建议的教学方法是案例教学法。

三、 教学提纲

（一）交通运输与聚落

１ 交通运输与聚落的形成
２ 交通运输与聚落空间形态
３ 交通运输与城镇分布
（二）交通运输与商业网点布局

９９湖
南
教
育
出
版
社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Ⅱ　 教师教学手册











四、 教学建议

（一）交通运输与聚落

这部分内容又分为三个方面：

１ 交通运输与聚落的形成。建议引导学生利用教材图 ３ － ３０ “我国 ２００ 万人口以
上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路分布”，以我国某一大城市的交通状况为例加以分析。例如，

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大陆海岸线中间，又有京沪、沪昆铁路相连，发达的交通和频

繁的商贸活动使其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城市、最大的商业中心。引导学生得出 “交

通便利的地方有利于聚落的形成与发展”的结论。

２ 交通运输与聚落空间形态。交通条件对聚落的空间形态影响很大，表现为聚
落往往沿交通干线分布。建议利用教材中的图片，引导学生分析我国南方和北方交

通差异与聚落分布差异。

我国古代南北交通差异与聚落分布差异：

地区 交通工具 交通方式 聚落分布 聚落形状

北方 马车 陆路 陆路干道附近 团块状

南方 船 水运 临水分布 带状

　 　 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使聚落沿铁路、公路线发展。建议结合案例加以分析。
附：参考案例

石家庄的形成与发展

石家庄市原不过是正定县的一个小村庄，当初京汉铁路修到正定县时，把车站

向南迁了十几千米，建在了石家庄。后来石德、石太铁路又在这里与京汉线相交，石

家庄成了重要的铁路枢纽，城市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后来发展成为河北省的行政

中心。

３ 交通运输与城镇分布
这部分内容建议分三步进行：

１ 引导学生利用世界地图分析河流两岸城市相对密集，这与古代交通方式以水
运为主有关。

２ 建议结合图 ３ － ３０、３ － ３３，分析我国城市分布与交通运输布局的关系。
我国南方城市大都沿江河发展。从古至今，随着船型增大，航道迁移，不少城市

的对外交通口岸经历了由沿河向沿江或沿海发展的过程，城市的总体布局也随之发

生相应的变化。我国北方城市的对外交通运输方式大都经历了驿道运输、公路运输、

铁路运输等阶段，对城市的总体布局产生不同的影响。到了近代或现代，铁路运输

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城市分布沿铁路集聚的特点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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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建议补充一些材料，例如京哈线、京沪线、京广线这 ３ 条最重要的南北铁
路干线上就有城市近 ７０ 个；京包—包兰、陇海—兰新、沪昆这 ３ 条东西向铁路干线
上约有 ８０ 个城市。随着交通进入高速公路和航空时代，城市的总体布局将会发生新
的变化。

３ 结合教材中的案例 “扬州的变迁”和图 ３ － ３４，引导学生分析我国清末大运
河的淤塞，加之海上运输的发展和京沪铁路的建成，沿运河城市发展缓慢，而沿铁

路城市发展较快。说明一个地区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会给这个地区的城市布局和

发展带来很大影响。

（二）交通运输与商业网点布局

建议这部分内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１ 交通运输与商业网点的形成。建议利用教材中的 “活动”，引导学生调查家乡

商业网点的布局与交通运输的关系。商业中心的兴起不是人为规定的，而是在人口

流动量大或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为满足人们的购物需求而自然形成的，所以大多

是交通便利之处。引导学生得出结论：商业活动离不开交通运输，交通便利的地方

就容易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商业中心的繁荣又能促进交通运输的发展。

２ 交通运输的差异与商业网点的分布差异。建议利用教材中的 “活动”，引导学

生分析山区与平原交通线路布局的差异、网点分布的差异及原因。

３ 商业中心与商业网点的联系与区别

位　 置 特　 点

商业中心 区域核心 对交通要求高

商业网点 居民区、乡村 提供日常服务

　 　 ４ 交通运输的发展对商业布局的影响
建议学生调查家乡商业中心的变化，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所出

现的新的商业中心和旧的商业中心衰落的原因。

高速公路的发展使一些商业中心出现在高速公路沿线。例如，沈大高速公路旁

边的西柳服装市场。随着私家车的普及，人们可以驾车通过既便捷又省油的高速公

路到城市外围购物。因此，在城市边缘交通便利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大型超市。传统

的商业中心可能由于交通不便、没有停车场而衰落。

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了网上购物、电子商务等新兴的购物方式。受交通运输

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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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１ 产业区位理论
产业区位理论是研究产业活动区位选择的理论，是德国经济学家杜能 （Ｊｏｈａ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ｖｏｎ Ｔｈｕｎｅｎ）最先提出来的。早在 １８２６ 年，他撰写了 《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

经济的关系》一书，阐述了农业生产的区位差异性，认为各个具体的农业生产类型

应具有各自适宜的区位。此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空前发展使基础工业，尤其是

钢铁工业的区位问题日益重要，德国经济学家韦伯 （Ａｌｆｒｅｄ Ｗｅｂｅｒ）在 １９０９ 年出版了
《工业区位论：区位的纯理论》一书，创立了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认为影响工业区

位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运费、劳动费和聚集力，其中运费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继韦

伯之后，瑞典经济学家帕兰德 （Ｔｏｒｄ Ｐａｌａｎｄｅｒ）认为产业活动的位置应该以生产的所
有费用的总和最小为依据；美国经济学家胡佛 （Ｈｏｏｖｅｒ）则分析了产品中转对产业区
位的影响，并对制造业生产地域界线的划分进行了详细研究；德国经济学家廖什

（ＡＬｏｓｃｈ）在 １９４０ 年出版的 《区位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工业活动区位的最终目

标是寻求最大利润地点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艾萨德 （Ｉｓａｒｄ）也详细讨论了运输量、
运费率、劳动力等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并通过对市场的分析提出了竞争布局的

模式。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资源条件、经济发展基础、历史沿革轨迹、人文背

景以及政策等方面，各区域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由此产生根植于本区域各种经济因

素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区域经济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区域内经济活动的共性以及区

域之间经济活动的差异性。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区域间经

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各区域之间各种经济活动差异性的综合表现。

２ 我国三次产业的划分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国家统计局印发了 《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对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进行了重新的调整，修订后的三次产业划分范围如下：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

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３ 区域集聚与扩散经济效应
任何一个区域，无论是小的区域，还是一个大的综合经济区，它的全部产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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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上都要求组成一个规模适当、结构合理、联系密切的集聚体，才能最大限度获

得集聚经济效应。在微观上，区域内的主要产业，特别是第二、第三产业，又总是集

聚在区内一些生产发展条件较为优越的点上，而不会普遍分散到全区各地。区域在

发展过程中，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消极影响，例如中心城市的发展导致城市交

通、住房、环境问题日益加剧，由此就产生了中心城市疏散的策略。区域分工中的扩

散，就是把区域中原先规模失衡的区域，分解成若干单元，并把这些单元组成在活

动上相互关联的具有特色功能的集聚点。这样，原先非常密集的区域由于过度集聚

而导致规模不经济，发生扩散效应，分裂疏散成一个个城市。在此基础上，重新发生

集聚，到一定阶段，再次扩散……如此周而复始，形成等级结构分明的区域分工体

系。区域的集聚和扩散效应是相辅相成的，聚集中有扩散，扩散中有聚集。

４ 产业集群及其类型和产生条件
产业集群一般认为是某一特定产业 （相同产业或关联性很强的产业）的企业根

据纵向专业化分工以及横向竞争和合作关系，大量集聚于某一特定地区而形成的具

有聚集经济性的产业组织。

基于产业集群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许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通常将产业集群划

分成相应的类型。一般来说，产业集群的分类主要以产业集群内部的产业特征及企

业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１）根据产业集群的产业特征和系统复杂性，将产业集群分为：①主要从事制
鞋、衣、家具和金属等以手工工艺为基础的传统产业集群。这类产业集群主要是以

生产专业化、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以及企业间的合作为特征。②高科技
产业集群，即以 Ｒ＆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高投入、风险资本的巨大收益
和精致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要特征的产业集群。由于这种产业集群主要以高新技

术为基础，因而需要集成复杂的知识以及对研究开发的大量投资。以技术为基础的

企业，技术的潜在用户、组件、设备、服务供应商、研究机构和大学是这类产业集群

中的主要参与者。产业集群内部的联系与互补资产和技能的集成有关，包括来自于

不同科学领域的知识。企业之间建立的联系通常涉及研究—开发—生产周期中的任

务分工，但它们通常依赖于在产业集群中的其他具有互补资源性的机构。③基于大
企业的产业集群。这种产业集群的产品具有高附加值、数量大、品种多、技术复杂等

特点。产品是在多样化的组件和子系统基础上，通过线性联结过程进行集成。零部

件的集成通常具有 “模块风格”，可以在相似的平台上进行不同组合，生产多品种

产品。

（２）根据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将产业集群分为多元化产业集群
和转包型产业集群。前者是基于整体性的单个厂商的垂直专业化和该产业集群内的

垂直多元化，其竞争力可以从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和产业集群外的协作中获得；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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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在一个狭窄的垂直和水平专业化基础上的，其中大多数企业作为一个或多个

大企业的转包商，企业竞争力的获得主要是基于其与大企业之间的协作所导致的交

易费用的减少。

（３）按产业集群与市场的关系，把产业集群分为生产者驱动的商品链和消费者
驱动的商品链两类。生产者驱动的商品链主要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的

生产活动主要由大企业控制，大企业协调生产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组织供应链

和界定最终产品。而消费者驱动的商品链大多是以消费品产业为特征，在这类产业

集群中，大零售商、销售商和贸易公司在建立生产网络中起着主要作用。产业集群

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集群能否通过某种政策从零开始创造出来？这个问题在国

际上一直有很多讨论和争议。显然，集群不是在一切地方都能够产生的。集群一般

来自下面，在地方一级企业之间有合作共识的基础。集群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诱

导形成的。关于集群是否能从零出发的问题，国际上有不同的认识。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的马卡里诺斯 （Ｍａｇａｒｉｎｏｓ）认为，如果按严格的集群定义，即把集群看作一
组自愿合作而集聚的企业，像班加罗尔那样的 ＩＴ企业集聚体不能称为集群，因为它
是由印度政府的先进技术中心组建的，通过政策使得企业集聚，这个区位不是由于

企业结网而形成的，而是利用了与发达国家的工资差异而集聚的。如果这样认为，

那么集群是不能从零开始的。但是如果用宽泛的定义，就会有不同的看法。集群是

靠内力还是外力形成的？一般认为，集群是自下而上，靠内力创造的。欧洲核心国家

和快速成长的欧洲边缘国家，例如，爱尔兰、葡萄牙、芬兰、匈牙利等，其集群的形

成动因有很大的区别。欧洲核心国家过去一直是主要靠本国公司的内力驱动的，其

集群自下而上地发展。而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的发展是建立在大量外国直接

投资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外力驱动的模式对集群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使得集群

自上而下地形成。在中欧和东欧，集群的形成也有很多障碍，例如企业之间缺乏信

任、中小企业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以及资金缺乏等，为了克服这些障碍，匈牙利政

府公布了一项区域发展政策，该政策包括三方面主要内容，一是区域创新系统，加

强区域网络的结点，例如工业园区、物流中心和技术孵化中心；二是支持集群的形

成，支持网络组织的日常管理；三是建立区域性电子市场，在区域网络中增强电子

网络的联系。政府对集群的支持不仅是资金和政策，即使是资金和政策，也只是营

造集群的辅助性的资源，最重要的是启发企业之间合作和互动。

５ 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的集聚和扩散
中关村历来被认为是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摇篮，也被誉为中国高科技创新企业的

聚集地和中国智力密集程度最高的地区。这里诞生过中国最大的 ＩＴ企业，也是中国
最早产生高科技民营企业的地方。从 １９８０ 年开始到 ２０００ 年，中关村科技园区实现总
收入 １ ６７９ 亿元，利润总额 １０９ 亿元。中关村从原先纯粹的学院集聚地，发展成了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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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 ８ ０００ 家高科技企业的企业聚集地。而且，目前中国最大的 ＩＴ企业很多都来源于
中关村，例如联想、方正等。２０００ 年新入企业 ２ ４６１ 家，比上年的 １ ２２７ 家增长了 １
倍。２００１ 年，新入的高科技企业保持了高增长势头，初步认定达到 ３ ０６０ 家，比 ２０００
年增长了 ２４ ７％。

但是在处于发展中的中关村，目前却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一大批处于扩张和

成熟阶段的企业，正在或者有意愿将企业的核心业务甚至整个公司迁出中关村。例

如，２００１ 年末，许多在村里成长起来的大型企业，例如摩托罗拉、惠普、微软、新
浪等将公司东迁到北京 ＣＢＤ 地区；新一代创业较成功的企业，也将自己的大部分业
务迁出中关村，只在中关村保留了基础研发队伍。

这种现象隐藏在 “繁荣”中关村的背后，则是集聚和扩散因素的作用。按照著

名高科技产业聚集理论研究专家欧基和库泊 （Ｏａｋｅｙ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１９８９）以及王缉慈
（２０００）的观点，一个地区要真正成为科技创业的地区，必须形成专业化的经济和发
达的社会分工。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必须各有所重，进行专业化分工。大企业会把一

些业务打散，交给小企业运作，或者利用大企业的优势支持小企业的技术开发；小

企业也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大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以及技术服务。这样的专业分工，

对技术创新和企业发展都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中关村适合培养大量的创业企业，但是大凡经过几年发展而生存下来的创业企

业，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其他地区的市场环境优于中关村便会选择迁出。中

关村目前的企业大多是一些正在创业的小企业，而稍微大一点的企业 （期望能有更

大发展的企业）都在准备离开中关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关村是创业企业的 “策

源地”，而非 “栖息地”（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所谓 “策源地”，是指它能产生大量的创业企

业，但是这些创业企业并不能在该地区长大成大企业，它缺乏大企业成长所需要的

“市场环境”。所谓 “栖息地”，是指高科技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在该地区都

能够得到有机的发展，它包含了人员、企业和机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网络与互动模式，

企业之间具有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硅谷就被认为是高科技企业的

“栖息地”，它不但能够产生大量的小企业，而且其中的小企业能够在本地长大成大

企业。很明显，中关村缺乏高科技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这决定了它不可能

成为高新技术企业的 “栖息地”。

６ 农业的地域差异
首先，农业是利用动植物的生长繁殖来获得产品的物质生产部门。它一般要依

靠土地才能进行，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及渔业。因为土地是地形、气候、水

文、植被等诸因素影响下的自然综合体，其地域性差异形成了农业区位的地域性差

异。其次，农业再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互相融合的物质生产过程，而经

济再生产过程因为各国以及各地区的开发历史、社会经济发展、习俗差异等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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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地区差异。使各国、各地区农业区位和生产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

发达国家农业经营高度机械化、集约化、商品率高，畜牧业产值一般高于种植

业。而发展中国家则农业技术比较落后，种植业在农业中占绝对优势，从事农业的

劳力比较多，单位面积的产量和消费量都偏低，甚至有些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即使

是发达国家，由于国情不同，农业现代化的特点也存在差异。

一个国家内部因自然条件、历史开发和经济基础不同，农业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如我国东南部季风区以种植业为主，西北内陆区以畜牧业为主，青藏高原有其独特

的高原牧业与河谷农业。即使是东部季风区，以秦岭和淮河为界也存在着明显差异。

南方以水田为主，主要种植水稻；而北方以旱地为主，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等。

以农作物的类型来看，不同农作物因其生长习性差异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

规律。如水稻多分布在高温多雨的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及热带雨林气候区。小

麦相对而言要求的热量、水分条件并不很高，多分布在温带大陆性气候区和温带季

风气候区。同样属于热带经济作物的咖啡、可可、油棕、橡胶、甘蔗等也因为历史、

经济、自然的原因出现了地域差异。

从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农业发展原则出发，各国都相应建成了大面积的商品

性生产基地，或者说农业生产区域化。如美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区域专业化，我国的

商品粮、商品棉生产基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热带经济作物生产基地等。

７ 农业区位的理论模式———杜能环
１８２６ 年，德国人杜能提出了农业区位的理论模式。他假设有一个与外界无任何

联系的孤立国，在这个孤立国内：（１）只有一个中心城市，城市周围是广阔的、自
然条件均一的可耕平原；（２）均匀分布着具有相同技术素养的农民，他们追求最大
利润，并有能力按市场要求调整其农业经营类型； （３）城市是农产品唯一的市场，
马车是唯一的运输工具，农民承担农产品的运费，运费与距离成正比。

杜能认为，在孤立国内将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呈同心圆状，由内向外分布

的 ６ 个农业圈：
第一圈：自由农业带，距市场最近，主要生产易腐难运的农产品，如鲜奶、蔬

菜等。

第二圈：林业带，为城市提供木材和燃料。

第三圈：作物轮作带，该带内作物 ６ 年轮回一次。６ 年中有 ２ 年种稞麦，分别用
１ 年种土豆、大麦、苜蓿和野豌豆。这样，中间就不需要有休闲地。

第四圈：谷草轮作带，谷物、牧草和休闲地轮作，７ 年轮回一次。
第五圈：三圃轮作带，每年分别有 １ ／ ３ 的土地种燕麦、稞麦和休闲，３ 年轮回

一次。

第六圈：畜牧带，生产牧草，放养牲畜，实行粗放经营。在该带以外就是未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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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

１９６９ 年，地理学家对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进行的研究发现，尽管当地
的种族和环境与欧洲不同，但是亚的斯亚贝巴的周围情况与杜能环有明显的一致性。

特别是该城外部的一圈油加利树林带，其位置与作用和杜能环中的林业带相似。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很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例如，为城市提供木材和燃料的

林业带已不复存在。有人根据实际情况，对杜能环进行了如下的修改：

第一圈：市场园艺业与栏饲业地带。

第二圈：乳畜业地带。

第三圈：混合农业地带。

第四圈：商品谷物业地带。

第五圈：大牧场业地带。

第六圈：非农业地带。

这种修改后的模型，不仅可用于以城市为中心的周围地区，而且可以运用于较

大规模的地区。例如，从美国的农业带分布图上，可以看出，以美国东北部工业区为

中心，自东北向西南依次分布着市场园艺业带、乳畜业带、混合农业带、商品谷物业

带以及大牧场业地带。又如，有人在研究西欧土地利用时发现，西欧土地利用的密

集程度，从以英国南部、比利时、荷兰、丹麦为中心的地区向外围逐渐下降。在我

国，杜能模型也有所表现，如我国各大城市四周的农业布局，就大致呈现近郊区为

蔬菜、鲜奶和禽蛋业，远郊区为粮食和养猪业，更远的郊区为粮食和果木业的状态。

８ 绿色革命与 “三色”农业

绿色革命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在发展中国家兴起的以采用农作物高产良种为中
心的一场新技术革命。其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地推广矮秆、抗倒伏、产量高、适应性强

的小麦、水稻等作物优良品种，并配合灌溉、施肥等技术的改进。绿色革命给人类带

来福音。在绿色革命中，有两个国际研究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一个是国际玉米和

小麦改良中心。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Ｎ Ｅ 勃劳格为首的小麦育种家，利用具有日
本 “农林 １０ 号”矮化基因的品系与抗锈病的墨西哥小麦进行杂交，育成了 ３０ 多个
矮秆、半矮秆品种，其中有些品种的株高只有 ４０ ～ ５０ 厘米，同时具有抗倒伏、抗锈
病、高产的突出优点。另一个是国际水稻研究所。该所成功地将我国台湾省的 “低

脚乌尖”品种所具有的矮秆基因，导入高产的印度尼西亚品种 “皮泰”中，培育出

第一个半矮秆、高产、耐肥、抗倒伏、穗大、粒多的奇迹稻 “国际稻 ８ 号”品种。
此后，又相继培育出 “国际稻”系列良种，并在抗病害、适应性等方面有了改进。

目前，发展中国家种植小麦 １ 亿公顷，其中 ６０％的面积采用绿色革命的育种成果。
１９９０ 年世界粮食理事会第 １６ 次会议首次提出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新的绿色革命，即第
二次绿色革命，其发展趋向有三个方面：一是在巩固水稻、小麦、玉米育种等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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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向农业其他领域扩展。今后，国际水稻研究所将重点致力

于改变植株结构、发展热带地区杂交水稻以及改进水土资源管理、提高水稻生产力

的研究。二是在有效利用灌溉地的同时，向旱地、低地、丘陵山地扩展。三是扩大生

物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开展 “基因革命”。２１ 世纪新的绿色革命将成为一场 “基因

革命”。

在我国，绿色革命以推广良种为主要内容。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我国就大面
积推广杂交水稻。至 １９９０ 年，我国杂交水稻面积增至 １ ５９３ 万公顷，占水稻总面积
的 ４８ １７％。由于杂交水稻根系发达，长势旺盛，光合作用强，叶面积系数大，从而
促使全国水稻平均每公顷产量由 ３ ４８０ 千克增至 ４ ９２０ 千克。从 ８０ 年代以来，我国又
开始研究培育新的杂交水稻新组合，并有望解决原有杂交水稻选育周期长、制种程

序复杂、种子成本高等问题，使杂交水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色”农业是绿色农业、蓝色农业、白色农业的统称。

绿色农业指传统的植物种植业，它是以水土为基础，并且要有充足的热量条件。

现代绿色农业的发展方向是利用绿色农业技术发展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技术主要是

指生态农业技术和可持续发展技术，也就是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从调整和优

化农业结构入手，充分利用资源，实现高效的物质能量循环和深层次的加工与转化，

保持环境、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发展生态农业的具体做法是用农家肥增加土壤

肥力，用生物方法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不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保护植物生存环境

里的生态平衡。其产品被称为 “绿色产品”。

蓝色农业指以海洋为基础的水生农业，即海洋生物农业。这是一种以海洋水生

和浮游生物的资源进行综合利用的特色农业。蓝色农业的重点是水产生产农牧化，

即海水养殖业。牧业化就是把鱼虾幼苗培育到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然后放养到自然

水体中，让其自己索饵生长发育，也就是 “有养有放”，充分利用海洋水体的自然生

长力。全世界海洋面积约占地球总面积的 ７１％，因此蓝色农业开发潜力巨大。如果
利用近海自然生长的藻类植物加工成人类食物，其年产量相当于目前全世界小麦总

产量的 ４ 倍左右；如果把海洋藻类植物和浮游生物开发加工成食物，约可养活 ３００ 亿
人，相当于目前地球总人口的 ４ 倍多。

白色农业亦即微生物农业。它是以蛋白质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为基础，以基

因工程等高科技开发微生物资源的工程农业。它通过优化配置微生物资源，利用微

生物惊人的繁殖生产能力，在工厂化条件下生产人类及动植物所需营养品及保健品

的新型农业。由于这项新农业是高科技生物工程内涵中的发酵工程和酶工程，是在

工厂内进行工业化生产，生产者穿白色工作服，在洁净的厂房里生产非绿色产品，

不污染环境，故称为 “白色农业”。工厂化的微生物农业，由于实行工厂化生产，所

以不受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影响，生产稳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能得到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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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而且节水、节土、节能、高效，所以白色农业有着极其巨大的生产潜力。白色

农业不仅可以生产饲料、工业原料，还可以提供食物，如利用微生物发酵处理秸秆

生产饲料，从而缓解 “人畜争粮”的矛盾，并大大促进畜牧业的发展，解决我国的

粮食问题，改善居民的膳食结构。

９ 替代农业与未来农业
现代农业在促进农业生产力巨大飞跃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许多严重的缺点和

弊端。一是消耗大量能源。二是环境污染严重，危害人畜健康。含有铅、砷、汞等有

害农药和有机氯杀虫剂等化学性质稳定，不易分解，在环境中或在农作物产品中残

留期长，脂溶性高，污染危害严重。三是农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走向衰竭。现代农

业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农业，它依靠大量地消耗石油、森林、淡水、土地、动植物

物种等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来维持生产的运转和当前的消费水平，导致

森林面积的逐步减少、水资源枯竭、生物物种资源濒危、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

正是由于现代农业存在着诸多弊端，学者们纷纷提出了现代农业的替代模式

———替代农业。替代农业的类型很多，如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持续农业、设施农

业等。

（１）有机农业。有机农业的理论最初是由美国学者罗德尔提出的。他从土壤生
物学的肥力概念出发，论证了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害处和有机肥在培养地力上的

优越性能。１９８０ 年，美国农业部一个调查小组给有机农业下了一个定义：“所谓有机
农业是指完全不用人工合成的化学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和饲料添加剂的生产制

度。它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依靠轮作、作物秸秆、家畜粪尿、绿肥、外来的有机废

弃物、含有无机养分的矿石及生物防治等方法，保持土壤的肥力和易耕性，供给作

物养分，防治病虫杂草危害。”

（２）生态农业。生态农业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一词最初是美国土壤学家
Ｗ Ａｌｂｒｅｃｈｅ于 １９７０ 年提出的，其内涵是 “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投入，经济上有生

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生态农业实际上就是运用生态

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把现代科学成果与传统农业技术的精华相结合而建立起来

的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环的一种农业体系。与有机农业相比，生态农业更

强调建立生态平衡和物质循环。主要是利用森林、灌木、牧草、绿萍以及农作物来增

加土壤中有机物质的积累，提高土壤微生物的活力，提高土壤肥力，并要求把农场

一切废弃物和厩肥以及城市垃圾和粪便等物质都用到农业生产中去，甚至把种植业、

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物质大循环系统。

（３）可持续农业。可持续农业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国外提出的一种农业发展战略
思想，指通过重视可更新资源的利用，更多地依赖生物措施减少化石能源的投入，

在发展的同时，保护资源、改善环境和提高食物质量，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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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现代集约持续农业。现代集约持续农业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指的是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调整结构，优化产业和产

品构成；增加投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依靠科技，增加资源产出率；防止污染，

保持农业生态平衡；增加收入，走向共同富裕；逐步建设成为一个资源节约型、经营

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的现代农业。

（５）设施农业。设施农业是指利用人工建造的设施，为种植业、养殖业及其产
品的贮藏保鲜等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以期将农业生物的遗传潜力变为现实的巨大

生产力，获得速生、高产、优质、高效的农畜产品的农业形式。先进的生产工艺与技

术是通过一定的生产设施作为载体来体现的，现代化设施可调节光、热、水、气、矿

物质营养五大生活要素，能把外界环境的不良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还可以对

内环境加以补充，如加温、增加 ＣＯ２ 浓度等反常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传统农业难以解决的限制因素，使得资源要素配置合理，加强了资源的集约高效利

用，从而大幅度增进了系统生产力，形成高效益生产。

不少学者认为，现代农业不是农业演进的最后阶段，只不过是当代农业演进的

最高水平。在现代农业以后，还将出现农业演进的新阶段。因此，未来农业可能是高

新技术农业，也可能是信息农业，还可能是精确农业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ｅ）。高新技
术农业就是指以生物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和新材料为支柱的现代高新技术为核心技

术的农业形式。在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工业化农业 （石油农业或机械化农

业）后，农业正在进入以知识高度密集为主要特点的知识农业发展阶段。将现代信

息技术、生物技术和工程装备应用于农业生产的 “精确农业”，已成为发达国家 ２１
世纪现代知识农业的重要生产形式。精确农业是在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工程

技术等一系列高新技术最新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的现代农业生产形式，

其核心技术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遥感技术和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

１０ 都市型农业与城郊型农业
都市型农业指发生成长于现代大都市及其城市化地区，由城郊型农业发展而成，

以满足城市建设和人民现代生活多种需求与生态环境优化为主要目标和功能，与城

市融为一体的农业生产类型。

都市型农业的本质特征：①都市型农业通常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城郊型农业
的基础上转化而来的；②都市型农业的生长区域是现代大都市及其城市化地区，没
有明显的生长地域边界，在地域上与城市连成一体；③都市型农业通常具备经济功
能、娱乐功能、示范功能、生态功能、集散功能和外向功能；④都市型农业的产出形
态基本上与城市工业、第三产业相同；⑤都市型农业产业具有在生产、消费、市场、
流通等方面，全面地与本地、外地、国外交互开放的实力及能力。其不但具有与内部

各产业之间，而且具有与城市各产业之间产品融合、资金融合、技术融合、人才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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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

城郊型农业指发生成长于城市周边地区，从一般农区中分化而成，以生产本地

城市需要的鲜活农产品为主要目标和功能的农业生产类型。

城郊型农业的本质特征：①城郊型农业的生成起点是农区农业，由农区农业分
化演变而成；②城郊型农业的生长区域是城市化进程中较为缓慢的非现代大都市的
周边地区，有明显的生长地域边界，即通常局限于城市郊区范围之内；③城郊型农
业通常只有产品生产功能、不完整的外向功能和生态功能；④城郊型农业产业结构
的显著特征，是根据温饱型城市社会生活水平，以满足城市生活消费的鲜活农产品

为其生产结构的主体；⑤城郊型农业基本上属于单向开放的性质，即面向所在城市
和一定量的国际、国内市场，是开放层次较低的自我发展系统。由于开放层次不高，

与城市融合度较低，因此，外部资金、技术、人才等流入有限，导致城郊型农业集约

化程度难以普遍提高。

１１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
德国人韦伯 （１８６８—１９５８）于 １９０９ 年发表了他的工业区位学说。韦伯的理论强

调价格和成本的因素，目的在于寻求最小费用的区位。他力图建立一个适用于任何

工业部门、对任何经济制度或任何政治制度都有普遍意义的纯理论。他着重分析了

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和集聚力这三种主要区位因素。他把运费和劳动力费用看作

影响工业区位的一般区域性因素，其中运费对工业的基本定向起决定作用，劳动力

费用是对运输定向的工业区位的第一次偏离。集聚则是一种一般地方性因素，使运

输定向的工业区位发生第二次偏离。

韦伯开创了工业区位的理论研究，并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工业区位的有益的思想

和方法。然而许多人对韦伯理论进行了批评。

首先，韦伯理论建立在简单化的假设基础上，仅对少数区位作了纯理论的分析。

就他所提到的内容看，也受时代局限而显示出片面性。因此，韦伯工业区位理论虽

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区位问题的方法，但是在目前现实中的应用性则十分有限。

例如，现在工业部门越来越复杂，很多工厂的生产过程不是从最初原料开始，而是

从半成品或零部件开始，在这些生产过程中，原料几乎没有重量损失，原料指向型

的工厂很少。一些原料 （半成品或零部件）本身可能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获得，这些

地区又是市场区位。另外，现在不受地区限制的原料已经很少了，尤其是在资源缺

乏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原料可以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的。

其次，韦伯提出了劳动力作为主要区位因素之一，注意到区位随工资水平和劳

动力效率而变化，但他所涉及的劳动力在空间上是不可移动的。韦伯非常重视运费

对工业区位的作用  但他仅仅强调了产品和原料的重量以及运输的距离。
因此，许多后来的学者对他的理论作了很多重要的补充。有的学者提出，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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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终点费 （包括装卸、仓库贮存、管理、保养维修等费用）和运行费 （线路维修、

管理、运输工具磨损、动能消耗、保险、运输工人工资等费用）两部分组成。运行

费与运输距离成正比，而终点费与运输距离无关，单位重量的运费随运输距离增加

而递减。有的学者提出，需要充分认识运输基础结构的重要性，因为运输基础结构

可以对特定区位赋予特殊的利益，然而它的建造费用是昂贵的。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
初，城市工业区多数靠近运河、可通航河流和铁路线，在当代，公路交通很重要，高

速公路的出口处通常吸引工业。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运输联系条件有限，少数运输

基础结构较好的地区有发展工业的优势，一些自然障碍 （如山脉）使运输基础结构

所需投资增加，超出了地区经济承受能力，因而较少提供工业区位。从厂商来看，由

于多数厂商无力自建公路、铁路或港口，难以达到运输基础结构密集和运费低的条

件，因此趋向于在较大城市化经济的地方建厂。

１２ 工业联系与工业集聚
工业联系是观察和研究工业集聚与分散的基础，是现代工业地理学的重要研究

课题之一。因此，加深对工业联系的理解，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工业区位的选择、工业

区域的形成和发展、公司组织的区位战略以及区域发展战略和规划等问题。

工业联系不仅包括工厂之间的实体的物质联系，而且包括非实体的信息联系，

例如电信联系和面对面的信息交流。它不仅包括同一公司内不同地点的工厂之间的

生产过程联系，而且包括一个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的转包联系，例如当产品需求突

然增加而超出某公司的生产能力时，它可能把生产任务转包给另外的公司。工业垂

直联系的生产阶段可能组织在同一企业内，例如钢铁联合企业。也可能垂直分离为

多个企业，但在空间上却相互接近，例如集成电路生产的相关企业。工业联系可能

是厂与厂之间近距离的联系，也可能是一国工厂与他国有关工厂远距离的联系。

工业活动不是以单一工厂的形式孤立出现在个别区位，而是成组集聚在有利的

地理区位内。在相对有限的地理区域内，由于工业活动的相互联系就会产生工业

集聚。

一个工厂，无论最初选择区位的原因如何，一旦建立在某地，就会由于和在那

里的其他工厂共生而获得好处。任何工厂都是复杂的生产 “链”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其他工厂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工业集聚沿着工业联系传播到生产 “链”联系

网络的每个工厂。由于经济增长不可能同时在各地出现，需要在特殊的区位创造良

好的投资环境，建立优势性工业，吸引更多工业形成集聚，从而使经济获得高速

增长。

１３ 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
（１）原料地和市场。有些原料在生产过程中，其重量几乎都转移到产品中去，

这种原料称纯原料。使用纯原料的工厂从运费角度考虑可以配置在原料地和市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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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任何地方，因此往往接近市场或劳动力供应地，如纺织厂。有些原料，在加工过

程中只有部分重量转移到产品中去，其余重量转化为废渣等，这种原料称为失重原

料。使用失重原料的工业，其区位主要受原料地吸引以保持较少的运费，如粗铜冶

炼厂。有些原料经加工后甚至会增加重量，称为增重原料。使用增重原料的工业往

往趋向市场，如啤酒厂。

某些工厂，特别是食品加工厂，所用的原料很容易腐烂变质，如新鲜水果、蔬

菜、牛奶等，在变质前必须加工完毕，因此，这些工厂宜配置在原料地附近；另一些

工厂，其产品容易腐烂变质，或者必须保持新鲜状态，这些工厂 （如生产面包、肉

类熟食等食品加工厂）宜靠近市场。

有些原料易燃、易爆或易碎，某些液体或气体原料不宜长距离管道运输，它们

相对于产品来说可运性差，因而工厂的区位指向原料地，如乙烯厂。一些不便于长

距离运输的产品，例如易燃、易爆、易碎的产品，散装的粉状产品，以及一部分气体

或液体产品，其制造工厂趋向市场区位，如硫酸厂、电解烧碱厂等。

（２）劳动力。劳动密集型工业通常指向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地方。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劳动密集型工业首先从欧美转移到日本；６０ 年代又转移到亚洲 “四小龙”；８０
年代，随着 “四小龙”产业结构升级，又向泰国、马来西亚等国转移，后来很多劳

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国，如电子装配、普通服装、制伞、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我国劳动密集型工业目前呈现出从沿海向内地转移，从南方向北方转移的趋势。

（３）能源。大耗能的工业，其区位选择必须以充足而廉价的能源供应为出发点。
例如，电解铝是典型的大耗能工业，水电站附近是其理想区位。世界上最大的铝业

公司加拿大阿尔康公司，利用本国丰富的水电，从澳大利亚、牙买加进口氧化铝，从

巴西和几内亚进口铝土矿，在既有丰富和廉价的水电，又有深水良港的有利区位建

立了两个大型炼铝中心。生产铝合金建筑材料也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美国能源价格

提高，铝产品产量下降，日本取而代之成为主要产铝国。除铝外，大耗能工业还有

镁、钛、铁合金、电石等。某些大耗能工业不仅耗电，还耗用大量燃料和蒸汽，如铁

合金、碳化钙、电解锌、氮肥生产等。在许多情况下，这类工厂不是配置在大水电站

附近，而是接近燃料基地，建立热电厂供应电能和蒸汽。能源还是重要的化工原料，

现代的化工工业，如塑料工业、合成纤维工业、合成橡胶工业、化肥、农药等，都以

石油或煤炭为原料，这些工厂的区位应靠近能源产地，或靠近输油管线和输煤铁路。

１４ 现代交通运输和信息传输方式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交通运输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无论铁

路、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运输都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应发挥各

自的特长，优势互补，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运用市场机制，形成全国统一的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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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高速铁路。高速铁路是旅客列车最高行车速度达到或超过 １６０ 千米 ／小时的
铁路。也有人认为是指最高行车速度超过 ２００ 千米 ／小时的铁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工业发达的国家开始对高速铁路进行大量的实验研究。１９６４ 年日本建成世界第一条
最高时速达 ２１０ 千米的新干线。此后，法国、英国等相继建成最高时速达 ２００ 千米的
高速铁路。其中，１９８３ 年法国巴黎—里昂的高速列车，最高时速达到 ２７０ 千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我国京沪高速铁路通车，设计最高时速为 ３５０ 千米。

（２）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是供汽车高速、安全、顺畅运行的现代化公路类型。
高速公路具有以下一些特点：（１）汽车专用，其他车辆、行人不准进入；（２）来向
和去向车道之间有矮树和栏杆相隔，并有几条车速不同的车道，同一速度的汽车顺

次行驶；（３）与别的道路交叉处，有立体交叉桥横跨；（４）路面平整、坚固，坡度
和缓，没有急弯，没有红灯信号；（５）车道上，后车与前车的距离一般要间隔 ７０ ～
１００ 米。

（３）集装箱运输。集装箱是货物运输中一种专供周转使用的大型金属容器，有
通用型和专用型两种。前者用于转运一般包装货物，后者用于装运液体货物、易腐

货物等。使用集装箱装运货物，可直接在发货人的仓库装货，并运到收货人的仓库

卸货。中途更换车船时，不必从箱内取出换装，节省包装材料和费用，减少货物搬运

次数，有利于实现杂件货物装卸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提高装卸效率，节约劳力，加速

车、船周转，提高港口、车站的通行能力，并保证货物的质量。

（４）数据通信。数据通信实质上是一种与计算机相结合的人—机之间或机—机
之间的通信，通信的双方至少有一方是计算机，它传送数据既是为了像电报、电话

那样进行双方的信息交流，也是为了利用计算机来为人们处理数据。一般来说，数

据是指人类在社会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字母、数字、符号等。各种形式的数据都要经

过数字化处理，转换成一定的数码序列，才能送入计算机中。在数据通信中，数据的

存贮和处理主要是用计算机来完成。一般的数据通信系统主要由数据终端设备、数

据处理设备和数据传输设备三部分组成，数据终端设备将人们通常用的文字、图像、

语音交换成计算机能识别的二进制信号送入线路传输，在接收端，它又将计算机的

处理结果转换成人们能接受的文字和图像等。数据传输设备是数据通信系统的关键

部分，主要由传输线路和传输控制器组成。数据处理设备就是计算机本身，它的任

务是利用计算机的高速运算、处理数据的能力和巨大的储存能力，来处理数据传输

设备输入给它的任何数据，将处理完的数据送还到数据传输没备上，让其返回数据

终端。

（５）信息高速公路。美国是最早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国家。美国的 “信息

高速公路”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建设一个覆盖全国的宽带高速信息通信网；

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信息设备的开发与制造；通信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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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软件、应用软件和各类技术标准的研究开发；培养和造就大量的信息技术

人才。

１９８４ 年，欧盟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欧洲通信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发展战略：建立
全欧新一代信息服务网络；努力开拓西欧信息终端市场；加强研究机构与工业界合

作，促进信息通信新技术的开发；建立试验性地区宽带式、全方位信息服务网；加强

与周边国家合作，共同建立 “信息社会”。

加拿大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投入巨额资金建设 “信息高速公

路”。其理由是：第一，“信息高速公路”使每个家庭都能享受充分的信息服务。高

速度、高质量的信息传递把家庭、企业、工厂、医院、学校和政府机关连接起来，形

成一个巨大的信息市场。第二，建设 “信息高速公路”不仅包括电话公司和有线电

视公司，而且包括电影制作、出版、电子产品行业，耗资巨大。这样的巨额投资会兴

起一个 “信息高速公路”经济。

在美国提出兴建 “信息高速公路”以后，日本急起直追。１９９３ 年日本政府决定
建立连接日本各个研究机构的超高速信息网。利用大容量光缆，将全国 ３０ 多个国立、
公立研究机构现有的几十台超级计算机联网，各研究机构可以根据需要互相利用。

而且，日本政府的各个省厅之间也可利用超级计算机和学术数据库进行统一管理，

共同利用，以提高研究开发效率。继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之后，东亚和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也在大力推进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

１５ 现代商业街、商业小区
现代商业街主要有四种类型。（１）邻里型。一般地处地方城镇几何中心，街区长

１００ ～ ２００ 米。商业设施立面高度为 １ ～ ２ 层，商店密度为 ５０％ ～ ８０％，行业构成以经
销生活日用品为主，核心商店是副食品店或食品超级市场。（２）地域型。地处地域
中的城市内，街区长 ５００ ～ ７００ 米，商业设施立面高度为 ２ ～ ４ 层，商店密度为 ７０％ ～
９０％，所设商店有三四百家，行业以经销经常购买的中、低档日用品为主，粮油食品
店和百货店为其核心商店。（３）地区型。多地处中等城市中心区或大型城市副中心
区，拥有 １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 家商店，其行业构成以中档商店为主，核心商店是百货、服
装、五金交电等专营商店。（４）大型商业街。多地处大城市几何中心或交通便捷地
段，长可达 １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 米，商业设施立面高度为 ６ 层以上，商店密度达 ８０％ ～
１００％，包括有观赏、服务、饮食、商业等综合性设施，以高档商店、高档餐馆、高
级娱乐中心、高级服务设施为主。

商业小区的构成，随居民住宅区的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１）少于 ２ ０００ 人的居
住街坊，一般只设置供应副食品、粮食等必需品的小型零售商业网点； （２）超过
２ ０００人、不足 ３ ５００ 人的居民区，一般设置供应生活必需品的商店； （３）人口为
６ 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 人的居民区，其商业网点的构成比较复杂，除设置副食品店、蔬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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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店、小饮食店、自行车存放地和综合服务站以外，还有小百货店、理发店、自行车

修理店、服装加工门市部、物资回收站、储蓄所、邮局、书店、奶站等；（４）人口
为 １５ ０００ ～ ３０ ０００ 人的居住区中，还增设综合百货商店、食品店、药店、洗染店、日
杂商店等。

１６ 中心商业区的一般特点
（１）建筑密集且向高层发展。中心商业区是各类商业、金融、办公、娱乐、宾

馆等机构高度密集之地，在物质景观上表现为各类建筑物的高度集中。由于中心商

业区用地稀缺、地价昂贵，迫使各类房产商纷纷增加建筑楼层数，向空间要地，使得

中心商业区建筑向高层发展。

（２）在房地产市场上，由于地价的杠杆作用，付租能力高的产业 （如商业、金

融）聚集于中心商业区，而付租能力低的产业则被迫退出中心区。由于公共绿地几

乎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故而在市场自发作用下，公共绿地将遭到高利润产业

的排挤，商人们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往往愿意牺牲绿地。于是，中心商业区在物质

景观上仅剩下一堆密密麻麻、参差高耸的钢筋水泥结构。

（３）人口密度极高。由于中心商业区生活服务设施完善，生活便利，在发展中
国家往往最能吸引市民定居，使中心区常住人口密度极大；另一方面，中心商业区

处于城市心脏地带，能吸引全市乃至外地顾客前来消费，使中心区流动人口也十分

密集。

中心商业区往往引发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①热岛效应。所谓热岛效应，是指
城市气温明显高于周围郊区，且由市区边缘向市中心，气温有递增趋势。城市尤其

是市中心就成为突出于周围地区的一块高温区，人们形象地称之为 “热岛”。在大城

市中，“热岛”的中心往往就是中心商业区。中心商业区之所以形成高温中心，产生

热岛效应，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热源密集，排热量高。中心商业区拥挤的

人群释放大量体热，密集的车辆燃油会释放尾气；此外，住宅区的家庭炉灶及不合

理布局的工作能源消耗也排放大量热量。第二，热量不易散发。一方面由于中心商

业区地面及建筑物表面都是水泥、沥青结构，缺乏绿地，难以吸收热量；另一方面由

于密集的高楼大厦的屏蔽，使空气难以流通，热量不易扩散。②干岛效应。城市中，
尤其是在中心商业区，除形成 “热岛”之外，还常常伴生 “干岛”效应，即市区湿

度低于郊区，越靠近市中心，湿度越低，空气越干燥。据研究，广州市中心相对湿度

比其郊区平均低 １１％左右。“干岛”的成因与 “热岛”大同小异：一是由于中心区

钢筋水泥砖石结构保水能力差，降水大部分从下水道排走；二是由于能够含蓄水分、

降温增湿的绿地极为缺乏。③峡谷效应。所谓 “峡谷”是指中心商业区内密集的高

楼大厦紧夹着的狭窄的街道，形如 “峡谷”。“峡谷”不利于中心区热量的发散。由

于建筑高耸且间距小，故而对太阳辐射起到一种阻挡作用，一天中除正午外，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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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及建筑物下部难以受到阳光照射；高楼大厦对空气流动具有明显的约束及阻挡

作用，中心区风速明显低于郊区和市区外围，通达性差，空气流通不畅。当街道走向

与地区盛行风向一致时，风速较大，且由于两旁高楼的约束，风顺街而下，形成

“风谷”。当街道走向与盛行风向垂直时，风受阻挡，风速极小。④环境污染严重。
中心商业区主要存在大气、噪声、视觉、固体垃圾等污染。首先，中心商业区车流密

集，燃烧汽油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其次，中心商业区人流拥挤，极易通

过呼吸由大气媒介传播各种传染病；此外，车辆行驶时发动机及喇叭均发出巨大声

响，各音响商店、柜台的高分贝音响震耳欲聋。

１７ “地铁”和 “轻轨”

目前，我国城市客运交通的结构已从单一的交通方式发展为多元化的交通结构，

既有通常的公交车、出租车和巴士车等，又开始大力发展所谓 “轻轨铁路”与 “地

铁”城市轨道交通。

轻轨铁路是指采用中等载客量车厢，能适应远期单向最大高峰小时客流量 １ ５ 万
～３ ０ 万人次的轨道交通。若采用大载客量车厢，能适应远期单向最大高峰小时客流
量为 ３ ０ 万 ～ ６ ０ 万人次的统称为地铁。当然，地铁有建于地下的、地面的、高架的
（如建于地面上的高架地铁也可称之为轨道交通）；而轻轨铁路同样有建于地下、地

面、高架的。有人认为地铁肯定是建在地下的，而在地面行驶的则认为是轻轨，更有

人认为轻轨铁路的钢轨重量要比地铁为轻，这些理解均是错误的。两者区分主要视

其单向最大高峰小时客流量。中等载客量的轻轨铁路车厢，一般的额定载客量是 ２０２
人 ／辆 （超员为 ２２４ 人 ／辆），编组采用每列 ２ ～ ４ 辆。而大载客量的地铁车厢，一般的
额定载客量为 ３１０ 人 ／辆 （超员为 ４１０ 人 ／辆），编组采用每列 ６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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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　 　 　

综　 　 述

一、 内容概要

本章教材是在学完高中地理必修Ⅰ、Ⅱ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后，对人类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作一个总结，使学生在理论上形成科学的人口观、资源观、

环境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为学生运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理念学习必修Ⅲ的区域地
理奠定基础，因此本章在整套教材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本章教材的知识结构是以 “环境与发展”为线索，通过展示各种资料，引导学

生分析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教材以历史记载为背景，揭示人地关系思

想发展史的演变过程，以人地协调为基本出发点，科学阐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及协调人地关系的主要途径，使学生领悟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人类的必然选择，认

识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个人应具备的态度和责任。

教材在内容的组织和活动的设计上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学生的生活实

际，以求突出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例如，让学生调查当

地的大气污染状况，了解污染源、危害及应采取的措施等。

在学生学习能力培养方面，教材通过设计一系列的活动，加强对学生收集、整

理、分析资料能力的培养，通过增加阅读材料，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对各种

媒体中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通过分析学生身边的事例，使学生树立 “环境保护，

人人有责”的意识，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程标准对本章教材所作的思想教育要求可以看作是必修Ⅰ、Ⅱ思想教育的总
结。课程标准要求通过本单元知识的学习，使学生认识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及其严重后果，提高学生对环境问题的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并努力规范自己

的行为，培养他们对环境负责的态度。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关系到

我们每一个人，小到个人和家庭，大到国家或全球，都需要参与到可持续发展中去。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要求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都发生根本的变革，

并落实到行动上。通过本章知识的学习，可有助于进一步培养学生科学的人口观、

资源观和发展观，并逐步树立起环保意识、全球意识和参与意识。

针对本章教材的特点，教师在组织教学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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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注意从身边的事例入手分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环境问题无处不
在，但学生对周围的环境往往熟视无睹，因此采用让学生举例说明 （且限于身边事

例）的方式会加深学生对环境问题概念、类型及其影响程度的认识，加深对可持续

发展思想的理解。

２ 在分析教材资料的基础上，组织学生搜集、分析本地的环境资料，并提出解
决措施，提高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认识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个人应具备的

态度和责任。

３ 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及时引入各种媒体中报道的环境问题并加以分析，突出
教学内容的时效性，引导学生学会及时关注与所学内容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

４ 注意教学内容的前后联系。本章教材内容是对前面各章有关环境问题的总结
和概括，在讲授新课过程中及时引入复习，使学生掌握的知识系统化。

５ 引用有关文学作品或历史文献中的相关描述，剖析其中隐含的环境问题或可
持续发展的思想，引导学生学会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取知识，从不同的侧面分析研究

人地关系思想的历史演变。

二、 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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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课时分配建议

第一节　 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１ 课时
第二节　 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 １ 课时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１ 课时
第四节　 协调人地关系的主要途径 １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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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一、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１ 掌握环境问题的概念与类型。
２ 了解目前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二）过程与方法

１ 通过分析人地关系，理解环境问题的概念及其产生的原因。
２ 结合已学过的有关环境问题的具体实例，对环境问题进行归类。
３ 通过分析阅读材料和活动题，使学生了解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解决的途径。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认识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及其严重后果，提高对环境问题的危机感、紧

迫感和责任感，努力规范自己的行为，培养对环境负责的意识。

二、 教材分析

本节教材从环境问题的概念和类型两个层面阐述了 “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

题”，并用实例对每种类型的具体表现进行了介绍。

关于 “环境问题的概念与类型”，教材在阐述环境问题的概念时，从人类影响环

境系统功能的角度，特别指出：“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原因使环境条件

发生了变化，并对人类及其他生物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影响和破坏的问题。”在这个定

义中，特别注意了人类对环境系统影响的 “度”。也就是说，虽然自然环境系统有自

身发展和内部调节功能，但是当人类对环境施加的影响超过一定的程度，超出环境

所能承受的范围，环境系统便不能发挥原有的功能，而且还会大为衰退，这时就会

出现环境问题。

在分析环境问题出现的原因时，教材重点提到了产业革命以来，工农业生产的

迅速发展和全球人口的急剧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同时指出资源和环境问题威胁着人

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在这一部分的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回忆以前讲过的有关环

境问题，例如全球变暖、酸雨、城市环境问题等，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这样可以在

训练学生思维能力的同时，复习巩固前面各单元学习的相关内容。

环境问题的类型，教材采用图示的方式，根据环境问题的性质进行了分类。这

部分知识虽然篇幅很小，但很重要，是对前面各章内容中所学环境问题的总结和归

纳。教学中可引导学生结合生活中的实例对每一种环境问题进行举例说明，这样不

仅可以加深对环境问题类型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在回忆以前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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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基础上学会应用，使学生产生 “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从而激发出学生

的学习兴趣。

关于 “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的环境问题很多，影响的范围和程

度也各不相同。教材将众多的环境问题归结为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三个

方面，并以翔实的数字资料和生动的实例加以说明。教材中阅读材料和活动题的有

机结合，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的能力。

“部分资源趋于枯竭，人均资源拥有量减少”是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由

于人口数量不断剧增，人类长期大规模地开采与破坏而造成的，通过分析活动题中

提供的资料，使学生对资源的枯竭产生直观的印象。教材中以土地资源、淡水资源、

能源资源为例，通过具体的数据说明：随着人口不断膨胀，部分资源超于枯竭，不论

是非可再生资源还是可再生资源的消费量都与日俱增。同时，自然界的 “生态赤

字”，严重制约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教学中，还应该注意到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不仅来自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而

且来自每个人资源消耗的增长，在人均资源减少过程中显示出很强的加权效应。要

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人口质量，为资源建立价值体系应被视为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条件。

只有在协调好人与自然关系的条件下，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珍惜自

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从依赖自然资源、稀缺资源转向偏重社会资源和智力资源，

才能够实现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受损”这部分内容，教材同样采用数据分析与文字介绍

相结合的方式展示给学生。活动题中设计的根据所给数据绘制哺乳动物和鸟类濒危

或受威胁原因的对比柱状图，目的在于加深学生对生物多样性受损的认识。

本部分内容的设计，目的在于使学生认识到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变

化，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关系，而是一种直接和间接地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复杂过

程。人口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是随着时间和空

间的改变而变化；第二是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总

结前面各章所学内容，可以看出：人口与自然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以下几方面

尤为重要：１ 人口增长对土地和农业的压力；２ 人口增长对水资源的压力；３ 人口
增长对能源和其他资源的压力；４ 人口增长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５ 人口迁移和城
市化对环境的影响；６ 环境污染和环境退化对人类，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健康的影响；
７ 气候变化对人口分布的影响；８ 资源消耗及资源分布变化对人口分布和迁移的
影响。

“环境污染，人类生存环境质量下降”这部分内容，教材主要从水污染、大气污

染、土壤污染三个方面说明了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及其对人类产生的影响。每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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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有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题，目的在于使学生学会运用地理知识分析和解

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应引导学生从身边的事例入手，结合前面

所学的工农业生产布局，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通过完成活动题使学生加深对

教材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教学重点：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及产生的原因。

教学难点：结合实例对具体的环境问题进行归类。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法。

三、 教学提纲

（一）环境问题的概念与类型

１ 概念
２ 产生原因
３ 类型
（二）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１ 部分资源趋于枯竭，人均资源拥有量减少
２ 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受损
３ 环境污染，人类生存环境质量下降

四、 教学建议

这部分内容学生在初中和高中地理的学习过程中都已经有所了解，因此本节课

的学习应把重点放在对知识的梳理和归纳上，引导学生运用原来所学的知识总结概

念、归纳类型。引导学生结合学过的知识举例说明，应成为教学的主要思路和出

发点。

环境问题是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可以说在学生的身边无处不有。如何引导学

生发现身边存在的环境问题并对其进行归类，进而提出解决的措施，是本节教学中

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培养学生形成科学的环境观和发展观的重要途径。

在讲解环境问题的概念时，一是应引导学生学会抓关键词，引起环境问题的原

因是 “人类活动”或 “自然原因”，结果是 “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危害是 “对人

类及其他生物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影响和破坏”；二是应特别注意人类对环境系统影响

的 “度”，可通过具体事例说明环境承载力与人类对环境的作用之间的关系。

对于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可通过引导学生复习必修Ⅰ第三章 “自然地理环境

的整体性和差异性”中讲到的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作用”，说明人类在人地关系中的

主导作用和自然环境的反作用，使学生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总结环境问题产生的原

因，从而加强知识间的纵向联系，收到 “温故而知新”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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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可通过引导学生回忆第一章第二节中讲到的环境

的限制性和人口合理容量等内容来分析造成资源枯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通过分析阅读材料，使其对各种环境问题形成直观印象，通

过完成活动题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在讲解这部分内容时，要突出环境问题的产

生过程中人的作用，从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两个侧面分析人地关系，为避免环境问

题的产生提出合理化建议。

对活动题的处理一定要注意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可采用讨论式教学法，使

每个同学都能加入到讨论中来。

教材 ８７ 页活动 １ 是为提高学生的分析和归纳能力而设计的。在介绍完根据环境
性质的分类后，又指出，环境问题还有其他的分类方法，并用连线的方式分别按环

境要素、生产类型、地理空间进行分类。在这里重要的是，学生要明确每条标准本身

的含义。环境的组成要素很多，自然地理环境是由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土壤圈、

生物圈、人类圈等自然地理圈层组成的有机整体。这在必修Ⅰ “自然地理环境的整

体性”中已经介绍过，教学中可引导学生回忆相关内容，再进行分类，突出知识的

前后联系，使学生的知识系统化、结构化。教材 ８８ 页活动 ２ 主要是引导学生通过分
析实例，对自然资源产生感性认识，以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教材 ９０ 页活动 ３ 设计的 “根据所给数据绘制哺乳动物和鸟类濒危或受威胁原因

的对比柱状图”，通过对哺乳动物和鸟类濒危或受威胁原因的分析，引导学生对人类

行为进行反思，理性地思考问题，并规范自己的行为，自觉地加入到保护动物的行

列中来。

教材 ９１ 页活动 ４ 关于造纸厂水污染的问题，要求学生通过查阅资料，讨论该企
业在哪些环节上会产生污染物质，对当地环境会产生哪些破坏性的影响。在处理这

个活动题时，切忌包办代替，一定要让学生自己查阅资料，讨论分析产生的影响，这

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 ９２ 页活
动 ５ 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使学生学以致
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教材 ９３ 页活动 ６ 是一个关于土壤污染的题目，要求学生参照图示，以简短的文
字写出土壤污染产生的原因和可能的后果，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引

导学生学会运用学科语言描述地理现象和规律。

土壤污染产生的原因：近年来，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工业迅猛发展，固体废弃物

随意堆放和倾倒，过量施用农药、化肥，污水灌溉，导致有害物质不断向土壤中渗

透，以及大气中的污染物及飘尘也不断随雨水降落在土壤中，造成了土壤污染。

可能产生的后果：当土壤中含有害物质过多，超过土壤的自净能力，就会引起

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有害物质或其分解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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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中逐渐积累，通过 “土壤→植物→人体”，或通过 “土壤→水→人体”间接被
人体吸收，危害人体健康。

对农作物的危害：使农作物中污染物的含量增加，进而在人体内逐渐积累，影

响人们的身体健康。

治理土壤污染的措施：为了控制和消除土壤的污染，首先要控制和消除土壤污

染源，加强对工业 “三废”的治理，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同时还要采取防治措施，

如针对土壤污染物的种类，种植有较强吸收力的植物，降低有毒物质的含量 （例如

羊齿类铁角蕨属的植物能吸收土壤中的重金属）；或通过生物降解净化土壤 （例如蚯

蚓能降解农药、重金属等）；或施加抑制剂改变污染物质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方向，

减少作物的吸收 （例如施用石灰），提高土壤的 ｐＨ，促使镉、汞、铜、锌等形成氢
氧化物沉淀。此外，还可以通过增施有机肥、改变耕作制度、换土、深翻等手段，治

理土壤污染。

附：教学片断设计

（一）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师：联系身边的事例，说明目前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有哪些。

（从身边事例入手展开教学，可使学生学会学习生活中的地理）

生：噪声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

师：按性质分，这些属于什么类型？

生：环境污染。

师：回忆所学知识，环境污染还包括哪些种类？（与刚刚学过的内容进行联系，

收到 “温故而知新”的效果）

生：土壤污染、辐射污染……

师：举例说明这些环境问题会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哪些影响。（开拓学生的思维，

使学生的知识形成网络结构的同时，导出下面的课题，收到承上启下之效）

生：土壤污染后，会使污染物通过农产品进入人体，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

师：板书：１ 环境污染，人类生存环境质量下降。
阅读教材 Ｐ ９１ 内容，填写下面表格：（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

能力，例如表格中增加了 “治理措施”一栏）

污染种类 定　 　 义 产生原因 主要污染物 危　 　 害 治理措施

水 污 染

大气污染

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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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

一、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１ 了解人地关系思想的历史演变。
２ 了解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出的背景。
（二）过程与方法

１ 通过分析阅读材料，了解古代人地关系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演变过程。
２ 通过介绍现代人地关系思想的发展过程，明确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人地关系

发展中的作用，了解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出的背景。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认识人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培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意识。

二、 教材分析

本节教材以时间为线索，以工业革命为界，主要分两个阶段阐述人地关系思想

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历史时期环境问题和人地关系纵向发展的

考察，了解各个历史阶段人地关系的特征以及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从理论和实

践上讲述人地关系的思想演变过程，分析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发生变化的原因，

总结经验教训，表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必然选择，为后面

讲述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和 “协调人地关系的主要途径”提供了丰富的背景

材料，为学生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从人地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在不同时期，人们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也不断加深，

特别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和处理，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

失败的教训。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时期在方式、范围和程度上各有不同。

古代人地关系的产生主要分两个阶段说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生产力水

平极为低下，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尚不能满足，人们对环境的影响极为有限，处

于被动地适应环境的阶段。具体表现在环境对人类的制约作用显著，而人类对环境

的改造作用微弱，人类处于被动适应环境的境地，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也很肤浅，

形成崇拜自然的人地关系思想。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不乏环境决定论的观点。《礼记·王制》中有 “广谷大川

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管子·水地》中有：“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

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

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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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

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动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此外，《吕氏春秋》《淮

南子·坠形训》等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可谓丰富，但它只是少数哲学家谈论的话题，

并未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鸣，因此并未对中国地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从反

面证明了科学理论争鸣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在农业社会，以畜力和金属工具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人

口迅速增长，人类对资源和环境开发利用的强度和广度都增大了，由于耕作和灌溉

得到发展，食物供应变得稳定而可靠，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减弱，对抗性增强，人类在

自然中的地位提升，具体表现在人类开始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土地、水、气候等资源，

人们驾驭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出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观念，但也出现了各种各样

的环境问题，于是人类认识到人地之间实际上应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

人类进行生产生活时，既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又不能完全听命于自然环境的摆布。

所以，在农业社会人地关系思想出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定胜天—天人相关论和

因地制宜思想的变化。

与这一传统不同，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了一种

整体主义的立场，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此即通常所谓 “天人合一”

的观念。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就建立在这个观念之上。

天人合一思想，萌芽于孔子，发轫于孟子。孔子以天为宇宙的最高主宰。孟子则

认为天人相通，天的根本性德蕴含于人的心中，天道与人道相互贯通。孔子及孟子

所谓的 “天”，主要是道德意义上的，但同时也兼有自然的含义。因此，最初儒家提

出天人相通的观念，其用意就是赋予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以宇宙论的意义。

对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一直存在着一种误解，即把天人合一理解为人

和自然混沌未分的状态。有人因此认为，中国古代以天人合一观念为核心的哲学尚

未达到西方主客二分哲学的思辩高度。其实，从较为成熟的形态看，天人合一观念

并不否认自然和人各自的规律性，只不过更强调两者的相互联系，倾向于把自然和

人各自的性质放在相互包容的前提下来讨论。事实上，天人合一思想在东汉以后，

经过不断改造，至宋儒已形成一个涵盖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以及一定深度上的

认识论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哲学体系。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下，中国哲学对自然的价

值、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的论述，有许多方面为西方主客

二分哲学所不及。这些方面正是中国传统思想对当代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建设最具积

极意义的部分。

现代人地关系思想的发展则是以工业革命为背景，重点阐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

提高，人们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人地矛盾的日益突出，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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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变化，出现了由地理环境决定论—可能论—适应论、生态论—和

谐论 （人地协调论）—可持续发展论的演进，反映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适应，

人类活动开始由征服自然向人地关系协调发展迈进。

人地关系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作为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命题，始于 １８
世纪的欧洲。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将地理环境决定论推向了高潮。１９ 世纪
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 （Ｆ Ｒａｔｚｅｌ，１８４４—１９０４）在他的著作 《人类地理学》中，将这

一理论引入了地理学，并强调了人类活动受地理环境的多方面的控制。２０ 世纪初，
拉采尔的思想经过他的学生，美国地理学家辛普尔 （Ｅ Ｃ Ｓｅｍｐｌｅ，１８６３—１９３２）的
著作 《地理环境的影响》 （１９１１ 年）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辛普尔同时代的美国
地理学家亨丁顿 （Ｅ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１８７６—１９４７）在 １９１５ 年出版了 《文明与气候》，创

立了人类文化只有在刺激性气候地区才能发展的假说。１９２０ 年，他又出版了 《人文

地理学原理》一书，进一步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经济与文化的决定作用。

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法国学者维达尔·白兰士 （Ｐａｕｌ Ｖｉｄａｌ
ｄｅ ｌａ Ｂｌａｃｈｅ，１８４５—１９１８）提出了 “可能论”，又称 “或然论”，反对决定论的观点。

他认为地理环境只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而人类又根据不同的生活

方式作出选择，并能改变和调节自然现象。他的学生白吕纳 （Ｊ Ｂｒｕｎｈｅｓ，１８６９—
１９３０）在 １９２５ 年出版了 《人地学原理》，使这一观点在欧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经过激烈的争论，到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或然论”逐渐替代了 “地理环境决定

论”，并在西方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罗士培教授受法国学派的影响，１９２０ 年创用了 “调节”一词，

创立 “适应论”。他认为调节包含两重含义，即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以及人

类社会对环境的利用和利用的可能性。罗士培认为人文地理学研究人—地之间双向

的相互关系，主要探讨人类社会活动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美国地理学家巴罗斯在 １９２３ 年发表 “人类生态学”一文，提出生态调节论。他

主张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的生态的观点，在人地关系中人是中心论题，其他现象

只是当它们涉及人及其对它们的反应时，才有必要说明。他还认为历史学研究人类

在时间上的关系，地理学则应侧重于分析人类在空间上的关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东京第二十四届国际地理联合会上提出 “当今世界人口日增、环

境变化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处境，如何去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

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面临的主要研究课题”这种辩证的人地协调观。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中期尤其是 ９０ 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又进一步充实了人地
关系和谐论的地理教育思想。１９９２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
大会，会议通过了全球 《２１ 世纪议程》，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取得了全球共识。

本节教材设计的 “阅读”为学生了解古代人地关系思想提供了背景素材，通过

８２１ 湖
南
教
育
出
版
社



第四章　 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






引用古人的记载再现了古人对环境的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古人

的论述，归纳总结古人对人地关系的认识及其产生的原因，既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

能力和分析资料的能力，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对各种信息的关注程

度，这对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有很大帮助。

本节教材设计的两个活动，其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对现实生活和相关媒体中地理

知识的关注程度，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习惯，提高学生搜集整理地理知识和将知识

运用于实际的能力。

教学重点：现代人地关系思想的发展。

教学难点：人们对人地关系认识发生变化的原因。

教学方法：分析资料法。

三、 教学提纲

（一）古代人地关系思想的产生

１ 人类社会发展早期
２ 农业社会：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定胜天—天人相关论和因地制宜思想
（二）现代人地关系思想的发展

地理环境决定论—可能论—适应论、生态论—和谐论 （人地协调论）—可持续

发展论

四、 教学建议

对于人地关系的历史演进，教学过程中应抓住一个规律，这就是随着社会生产

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范围及程度不同，环境问题的表

现不同，人地关系思想也不同。

第一部分 “古代人地关系思想的产生”，可在引导学生复习第三章第二节 “农业

区位因素”的基础上，引导说明自然因素和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而讨论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背景下，生产力的发展及人地关系状况，学生回答后

再阅读教材内容，比较人类社会早期与农业社会人地关系的不同。阅读材料 “古代

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可作为学生的讨论材料，引导学生讨论 “广谷大川异制，民生

其间者异俗”反映了怎样的人地关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 “地球上的

各种居住地与不同的纬度有关”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教学中还可以引入我国古代文

献中的一些描述供学生分析，以便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对各种文献中的地

理知识的关注程度，分析当时的人地关系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引导学生了解我国

古代朴素的人地关系思想，学会用 “地理思维”去思考问题。

农业社会的人地关系可以引导学生分析阅读材料 “中国古代的人地关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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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人定胜天—天人相关、因地制宜”思想的发展变化。通过阅读教材内容进一

步明确两种认识的具体含义，即人定胜天的思想观念认为：只要人们团结起来，用

智慧和力量，就能改造和战胜自然。天人相关论和因地制宜思想观念的主要内容是：

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不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的关系。人类进行生产生活活动，既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又不能完全听命于自然环

境的摆布，沦为大自然的奴隶。

在学生明确了农业社会人们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之后，可通过活动题对学生的理

解和掌握程度进行即时检测，以便对教学进行及时补充和矫正。

教材 ９６ 页的活动提示：
１ 该县的引水工程是 “人定胜天”思想的表现，体现了当地人民坚韧不拔的毅

力和不畏艰辛、敢于与自然抗争的精神。

２ 引水工程的成功，会使清澈的渠水流进千百年来干涸的土地，使当地的生存
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引水工程对本县及其邻县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要根据引水量

的大小来判断。只要引水量的大小适中，利用得当，就不会有负面影响。但如果引水

量太大，就会使邻县出现缺水现象，本县也会出现土地的次生盐碱化等生态问题。

第二部分 “现代人地关系思想的发展”，应重点阐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

们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人地矛盾的日益突出，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有了进一步

的发展与变化，出现了由地理环境决定论—可能论—适应论、生态论—和谐论 （人

地协调论）—可持续发展论的演进，反映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适应，人类活

动开始由征服自然向人地关系协调发展。

工业文明阶段，人口数量急剧增加，社会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人类积累了巨

大的物质财富。自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对自然环境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开发利

用。本部分内容教师可以通过向学生提供必要的背景材料，引导学生分析人地关系

思想发展的脉络。重点说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人

地关系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在讲解这部分内容时，可以把我国古代 “天人合一”思

想与 “可持续发展思想”进行比较，突出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教材 ９７ 页的活动提示：
１ 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古代人地关系思想的产生，该阶

段经历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定胜天—天人相关论和因地制宜思想的变化。

现代人地关系思想的发展则是以工业革命为背景，重点阐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

提高，人们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人地矛盾的日益突出，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有

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变化，出现了由地理环境决定论—可能论—适应论、生态论—和

谐论 （人地协调论）—可持续发展论的演进。

２ 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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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问题日益突出，使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３ 工业社会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在方式、范围和强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农业社会。
在农业社会由于生产方式落后，作用范围小，强度小，若干年后出现的环境问题还

能恢复。工业社会由于生产方式是集约化的大规模生产，它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范围

广，强度大，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

附：教学片断设计

（一）古代人地关系思想的产生

师：同学们阅读教材 Ｐ ９５ 阅读材料，分析中国古代的人地关系思想发展经历了
哪几个阶段。（通过具体的任务导入新课，引导学生学会通过分析资料，来总结地理

规律）

生：人定胜天、天人相关、因地制宜

师：下列说法反映的人地关系属于哪个阶段？（进行反馈练习，加深学生对所学

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人类应制天命而用之。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

……

学生回答判断结果，教师点拨讲解。

师：下列说法与上述思想有何不同？反映了怎样的人地关系思想？（兴趣产生于

疑问之中）

·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

·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

贼；越之水，浊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

学生回答。

师：引导学生阅读教材 Ｐ ９４ 第二、三自然段。（在学生想知道而又不知道之时，
引导学生读书，会使学生有恍然大悟之感，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

生：对上述问题的分析进行小结：地理环境决定论。

师：引导学生小结，板书：

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定胜天—天人合一、因地制宜

（二）古代人地关系思想的产生

师：同学们阅读教材 Ｐ ９６ 活动题的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生：讨论回答相关问题。

师：小结。重点纠正学生的回答，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并说明答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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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一、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１ 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２ 联系 《２１ 世纪议程》，概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二）过程与方法

１ 通过阅读教材，培养理解重点知识、分析知识内在逻辑联系的能力。
２ 通过读图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领悟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人类的必然选择，逐步树立起环境意识、全球意识和

参与意识。

二、 教材分析

本节教材内容浅显易懂，知识联系紧密，概念多，理论性、逻辑性较强，主要由

两部分内容组成，其一是可持续发展———人类的必由之路；其二是可持续发展的基

本内涵。

课程标准的要求一是 “联系 《２１ 世纪议程》，概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本
条标准要求学生首先从理论上了解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含义，并以此作为人类行动的

准则来辨别、指导人类的行为方向。

课程标准的要求二是 “领悟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人类的必然选择”。本条标准要

求学生领悟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人类深刻反思以后的必然选择，并逐步树立可持

续发展的观念。

“可持续发展”亦称 “持续发展”。教材首先从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迫切的现

实需求和深刻的历史背景入手，说明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必由之路，可持续发展理

论产生的现实背景是全球环境问题的恶化和加剧。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巨

大发展，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倍增，人类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随意改变自

然环境的组成和结构，环境问题在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
诸如 ２０ 世纪上半叶世界八大公害事件 （１９５２ 年的伦敦烟雾事件、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年日本
的水俣病事件等）、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生物物种的加速灭绝、大气污染、温室效

应加剧、臭氧层耗损、淡水污染、酸雨加剧等。所有这些环境问题直接威胁到整个人

类自身的生存和安全。人们尝试着采用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手段去解决诸如此类的

环境问题，都无济于事，环境问题正蔓延全球。人们终于认识到，环境问题是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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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过程中产生的，它关系到人类社会文明的兴衰。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

须改变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传统的以高消耗、单纯追求经济数量增长和先污染、

后治理为特征的发展道路，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必须寻求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相

协调之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为了让学生更清晰地了解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的实施，教材采用阅读

形式将 《２１ 世纪议程》和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中涉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所有领域
的主要内容展现出来。

基于上述原因，可持续发展思想应运而生，教材第二部分内容就重点介绍了可

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对于这一部分内容，教材首先从理论上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核心及四个基本内涵作了详细阐述，然后又用两个活动题加以串联，以便于学生理

解知识，并树立可持续发展观。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的由来，目前的解释有很多种，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联合国就召开了一系列环境会议，可持续发展思想逐步形成并得到发展。“可持续发

展”一词，作为一种概念，１９８０ 年首次在 《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提出；作为一种

理论，１９８７ 年在前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 《我

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得以形成，目前教材采用的即是这一定义——— “既满足当代

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已得到广泛

的接受；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和实践，始于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
《２１ 世纪议程》。它标志着可持续发展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可
持续发展新时期的开始，可持续发展必将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主导潮流。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虽短，但却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其基本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需要，即指发展的目标是要满足人类需要；二是限制，强调人类的行为要受到

自然界的制约；三是公平，强调代际之间、人类与其他生物种群之间、不同国家和不

同地区之间的公平。在上述核心思想的指导下，教材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从

四个方面进行了讲解：

１ 发展的观念
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不断满足人类的需求和愿望。因此，可持续发展

鼓励经济增长，因为它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

不光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

生产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

核心内容。发展经济，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是人类的目标，也是可持续发展需要达

到的目标。可持续发展把消除贫困作为重要的目标和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因为贫困

削弱了他们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资源的能力。目前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经受来自贫

困和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贫穷导致生态破坏的加剧，生态恶化又加剧了贫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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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第一位的，加速经济的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没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消除贫困，也就谈

不上可持续发展。

２ 公平的观念
布伦特兰报告指出：“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然而，在人

类需求方面存在很多不公平因素。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涵义应包括三方面内容：一

是本代人的公平。可持续发展要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和给全体人民机会以满足

他们要求较好生活的愿望。要给世界以公平的分配和公平的发展权，要把消除贫困

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特别优先的问题来考虑；二是代际间的公平。这一代不要为自

己的发展与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条件的自然资源与环境，要给世世代

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三是公平分配有限资源。目前的现实是，占全球人

口 １６％的发达国家，消耗的能源、钢铁和纸张等占全球消耗总量的绝大部分。这种
全球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世界是不可持续的。

３ 环境的观念
可持续发展也十分强调环境的可持续性，并把环境建设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内容和衡量发展质量、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准之一，因为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

越来越依赖环境系统的支撑，没有良好的环境作为保障，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要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因此，发展的

同时必须保护环境，包括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地球生

态的完整性，保证以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承载能

力之内。

４ 权利的观念
可持续发展要以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可持续发展

的内涵均应包括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并创造一个保障人人享有

平等、自由、教育、人权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

另外，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事情，而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

当前世界上的许多资源与环境问题已超越国界的限制，具有全球的性质，如全球变

暖、酸雨的蔓延、臭氧层的破坏等。因此，必须加强国际间多边合作，建立起牢固的

国际合作关系。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

国家要给予帮助和支持；对一些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技术，发达国家应低价或无偿转

让给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共有的大气、海洋和生物资源等，要在尊重各国主权的

前提下，制定各国都可以接受的全球性目标和政策，以便达到既尊重各方利益，又

保护全球环境与发展体系，使每个国家、每个人在发展中都享有平等、合理的利用

资源和享有清洁、安全、舒适环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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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三维结构复合系统”，即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经济、

社会三位一体的发展，是指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三者的协调发展，它们

之间相互关联而又不可分割，生态持续是基础，经济持续是条件，社会持续是目的。

人类共同追求的应该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三、 教学提纲

一、可持续发展———人类的必由之路

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１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核心思想及追求目标

２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发展的观念

公平的观念

环境的观念

权利的观念

四、 教学建议

为了更好地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基本内涵，教材首先简单总结强调了可持

续发展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迫切性，教学时可联系前面学习过的知识作铺垫，

从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入手，也可搜集有关全球或某个国家、地区由于人口增

长过快而带来的诸如资源紧张 （如淡水资源缺乏、矿产资源枯竭等）、环境污染 （如

大气污染、水污染等）和生态破坏 （如酸雨、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等方

面的问题，让学生直观形象地通过分析数据、案例等材料，领悟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是人类的必由之路。

对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应让学生认识到这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其行动

纲领即 《２１ 世纪议程》，涉及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所有领
域，教师可让学生自行阅读并做简要介绍。依据世界 《２１ 世纪议程》，许多国家也都
根据自己的国情，提出了各自的行动纲领，制定了相应的 ２１ 世纪议程，我国也不例
外。教学中可结合中国目前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人口压力、资源短缺和环

境危机等方面的国情 （可搜集一些数据、资料或以案例形式呈现），进一步理解中国

颁布全球第一部国家级 ２１ 世纪议程的紧迫性和必然性，也认识到我国在解决环境与
发展问题上的决心和信心。可指导学生阅读有关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的主要内容，
了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框架，并对如何将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转化为自觉行为
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基本内涵的教学内容是本节课的重点，理论性较强，

如果空洞讲述，学生既难理解，又难以培养其兴趣并发展其能力。教学时，教师可先

５３１湖
南
教
育
出
版
社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Ⅱ　 教师教学手册











运用教材 “活动”中的案例 （或搜集其他有关遵循和违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正反两

方面的对比事例，如教学建议后面所附案例）引导学生分析、讨论逐渐递进的以下

问题：

１ 上述两种生产致富方式，你认为哪一种做法正确？各自所产生的后果是什么？
２ 两种生产致富方式的差距在哪里？
３ 什么是发展？什么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学生回答上述问题后，教师可逐渐引导学生得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核心思想、

追求目标及基本内涵。教师在总结时，一定要讲清楚以下内容：

首先，发展是前提，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只有发展才能最终解决环境破坏和贫

困加剧之间的恶性循环，只有发展才能为解决贫富悬殊、人口激增、生态危机等问

题提供必要的物质、资金和技术基础，只有发展才能最终摆脱贫穷、愚昧和落后，提

高生活水平。

其次，发展不应当狭义的被理解为数量上的增多和经济效益的增长，以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实际消费水平为指标的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

分条件，只注重经济效益的增长必然会忽视环境和社会效益 （如材料一所示），甚至

危及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环境的破坏，并对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这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即违背了可持续发展基本内涵中的公平的观念、环境的观

念和权利的观念。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认为，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一部分，用经济

增长代替发展是片面的。它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

它在发展的同时注意保护环境，包括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命支持

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持地球生态的完整性，保证以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

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承载能力之内；它追求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和

健康水平的提高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其中包括环境质量的改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和谐、人的精神修养的提高、社会风尚的改善、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等 （如材料二

所示）。

第三，可持续发展从伦理角度强调时间上的代际公平和空间上的区际公平，其

观念中渗透着权利的平等。代际公平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人类历史是一

个连续的过程，当代人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生存发展的基础，必须保证后代人拥

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区际公平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必要前提，

可持续发展倡导无论国家大小和贫富差距，无论肤色、种族和民族，无论男女、老

少，无论信仰什么宗教、文化，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享有合理利用资源的权利，享

有健康、清洁、安全、舒适环境的权利。因此，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的发展，不应以

牺牲另一个社团的利益为代价，而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消耗了地球上的大量

的资源和能源，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最大，至今仍是世界有限资源的主要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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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污染源。所以，发达国家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承担主要责任。

总之，可持续发展的四个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发展：生态持续发展、

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持续发展。它们之间互相关联而不可分割。孤立追求经济持续

必然导致经济崩溃；孤立追求生态持续不能遏制全球环境的衰退。生态持续是基础，

经济持续是条件，社会持续是目的。人类共同追求的应该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

统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最后，教师可列举某些年份 “世界环境日”的主题，说明其所体现的可持续发

展理论的思想，如，只有一个地球———持续性观念；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庭———权

利的观念；世界万物，生命之网———公平性的观念等，从而让学生感受到人类对走

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决心和美好愿望。

附案例：

材料一　 李家村的村干部为了带领大家奔小康，想出了一个致富的好办法：决
定把本村麦田的土卖给城市建筑公司做工程用土，取土形成大坑，又用收费方式给

城市堆放垃圾。这样他们两头进钱，是种麦收入的几十倍。村民果然手中有了钱，大

家都高兴，衷心感谢他们的致富带头人。

材料二　 由于附近金矿生产废弃物尾矿砂的堆积，孙家村的大沟里，十几年来
尾矿砂就吃掉了耕地近百亩，使人均耕地下降到 ０ ０３ 公顷。村里和矿上共同商量，
共同开发复垦，由矿上出钱，村里出劳动力、机械，运来 “客土”覆盖到尾矿砂填

平的沟壑上，形成耕地。１０ 年来，通过这种方式恢复耕地 １５ ３３５ 公顷，不仅解决了
尾矿砂污染问题，而且村里耕地由 ２５ 公顷多增加到 ４０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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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协调人地关系的主要途径

一、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１ 举例说明协调人地关系的主要途径。
２ 了解人口增长过快、数量过多给资源、环境及社会带来的压力，掌握控制人

口规模的主要措施。

３ 了解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区别，掌握可持续经
济发展模式的特点。

４ 了解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海洋资源等主要自然资源在开发利用中
存在的问题，掌握其可持续利用措施。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对图表、数据等材料的分析，提高定量分析问题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１ 认识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密切关系，树立科学的人口观。
２ 认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树立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观念。
３ 认识资源问题的实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进而培养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

的意识。

４ 树立正确的资源观、环境观和发展观，认识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个人应具
备的态度和责任，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实施。

二、 教材分析

进入 ２０ 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干预大自然的能力和
规模空前增长。它在给自己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了始料不

及的严重困扰，人口激增、资源破坏、能源短缺、环境污染、食物供应不足等问题对

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世界各国也纷纷开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措施协调人地关

系。本节教材从人地关系矛盾激化的三点主要原因———人口激增、资源的不合理利

用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入手，利用翔实的文字材料、丰富的图片，

讲述了人类协调人地关系的主要途径，即控制人口规模、转变发展模式、自然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及公众参与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本节课课程标准的第一个要求是能 “举例说明协调人地关系的主要途径”，本条

标准要求学生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站在协调人地关系的高度，系统学习人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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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样行动。

课程标准的第二个要求是 “认识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个人应具备的态度和责

任”。本条标准要求学生初步认识到个人在可持续发展中所具备的态度和责任，并能

落实在个人行为的变化上。教师可以使用恰当的案例分析方法，帮助学生逐步形成

正确的价值取向。

教材的编排顺序是首先从大多数国家协调人地关系的根本措施———控制人口规

模着手，在此基础上再通过转变发展模式———实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实现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最后通过公众参与来达到协调人地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人口问题是导致环境退化的重要方面，也是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因此，在可持续发展中，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心，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是条件，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前提，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基础，人口

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目的。总之，“人”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问题。因此，要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把人口控制在可持续的水平上，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所谓合理范围，是指保证合理健康的生活水平，且能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

发展的人口规模，是一个地区的资源环境能够承载的最适宜的人口数，而不是最大

或最高的人口数，有些接近地区最适宜人口的涵义。而目前世界人口激增，到 ２０５０
年将可能达到地球的最大环境人口容量 （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所能承载和容纳

的最大人口数量）１１０ 亿，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数已经超过当地资源的承载
能力，造成了日益恶化的资源基础和不断下降的生活水准。人口急剧增长，对资源

需求量的增加和对环境的冲击，已成为了全球性的问题，所以当务之急是控制人口

规模。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且人口与发展的矛盾十分尖锐，面临着许多困难和

挑战。一是规模巨大且继续增长的人口数量给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带来巨大压力。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总人口为 １３７ ０５４ 万人。同 ２０００ 年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平均每年增加 ７５２ 万人。二是相对贫乏的人均资源和生存
空间，使我国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质量的任务更加艰巨。三是人口素质成为我国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 “瓶颈”。我国每十万人中，受初中以上教育的占 ６１ ７％，接受
过大学教育的人口也只占 ８ ９％。四是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体制改革
和经济结构调整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迅速增大。２０１０ 年我国 ６５ 岁及以上的
老年人口有 １１ ８８３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８ ８７％，比 ２０００ 年的 ６ ９６％上升了 １ ９１
个百分点，标志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步入老年型社会。由此可见，人口问题已成为

制约经济发展、导致资源短缺、环境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教材配合正文内容，

以活动题的形式，让学生搜集资料，讨论控制人口规模可以采取的措施，如加强外

来人口的管理，控制人口机械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实行灵活的就业形式，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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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养老和其他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措施；加强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大力

开展优生优育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努力转变群众的生育观念；把人口与计划生育

工作纳入党、政府重大事项督察范围，加强计划生育干部队伍；积极开展人口与计

划生育领域的科研和技术创新，以适合广大农村人口的节育技术为突破口，加强新

型避孕节育方法研究，提高节育新技术的应用率和效果等，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

我国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实行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意义及这项任务
的长久性和艰巨性。

现代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现代经济社会不能持续发展的深刻根源，就在于现

存的以主要依靠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这是一种非持续性的

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各国已经把建立可持续模式提到国际环境与发展议程的头等重

要地位上来。因此，在控制人口规模的基础上，教材又对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与传

统经济发展模式从发展目标、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调控手

段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并以制糖工业的清洁生产流程为例，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可持

续发展模式，其中清洁生产是其典型代表。

清洁生产是关于产品的生产过程的一种新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清洁生产意

味着对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持续运用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以期增加生态效率

并降低人类和环境的风险。对于产品，清洁生产意味着减少和降低产品从原材料使

用到最终处置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利影响。对于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意味着节约原材

料和能源，取消使用有毒原材料，在生产过程排放废物之前减少或降低废物的数量

和毒性。对于服务，要求清洁生产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和所提供的服务中。

清洁生产概念中包含了四层涵义：

第一，清洁生产的目标是节省能源，降低原材料消耗，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和

排放量；

第二，清洁生产的基本手段是改进工艺技术、强化企业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

资源、能源的利用水平和改变产品体系，更新设计观念，争取废物最少排放及将环

境因素纳入服务中去；

第三，清洁生产的方法是排污审计，即通过审计发现排污部位、排污原因，并筛

选出消除或减少污染物的措施，并对产品生命周期进行分析；

第四，清洁生产的终极目标是保护人类与环境，提高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

可持续发展模式中提倡的文明消费即指可持续消费，是指随着人们富裕程度的

增加和生活水准的提高，消费需求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递进，由简单、稳定向复杂、多

变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将负担过度消费或不合理消费所引起的负面效应。

对此，为了切实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市场不但要适应这种变化，而且有责任引

导消费朝着有利于保护环境、提高人们生存与生活质量的方向发展，形成可持续消

０４１ 湖
南
教
育
出
版
社



第四章　 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






费。可持续消费模式的形成，不仅取决于政府对消费行为的调控，更取决于人们可

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首先要从了解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生活方式入手，

而这一生活方式具有节约性、公众性、文明性和科学性的特点。推行具有节约性、公

众性、文明性、科学性的消费模式，对于增进人的体质、智力与心理性格，增加同量

物质财富和劳动条件下的社会福利，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就非常有利于实现自

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再生产之间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总之，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是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协调

统一；第二是生产直接目的与生态经济要求相符合；第三是生产资源主要依靠科技

力量，以智力资源来替代物质资源，在生产中逐步用可再生资源所产生的自然力来

替代不可再生资源所产生的自然力。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

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和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日益加

深。但是，当人们违背了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就会给环境和社会

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我国的黄河流域，都曾经是人

类文明的发祥地，但是，由于历史上大规模的毁林垦殖，而又不注意培育森林，造成

严重的水土流失，以致良田沃土变成贫瘠的土地。正如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

指出的那样，人们如果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必然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因此在利用

自然资源时，应当认识到某些资源的有限性和地理环境所能承受的能力，协调好人

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考虑子孙后代的需要，保护自然资源。而可持续发展的实

质就是以自然资源永续利用为前提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因此，自然资源的永续

利用是当今人类社会很多重大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教材分别从与我们人类息息

相关的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

可持续利用等方面作了扼要介绍，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方式探讨各种资源利用中存在

的问题、原因及解决措施，这也是本节的重点所在。为此教材安排了相关活动题，设

置了许多有关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问题，以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培养学生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由此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观和环境观。

１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环境条件。人类生活
和生产都离不开土地。土地生长粮食、蔬菜，为人类提供食物；还为人类提供木材、

水果等林产品；人们建房、筑路、放牧、采矿都离不开土地，因此土地资源能否合理

利用至关重要。教材以北京怀柔覆土造田为例，讲述了如何变废为宝地合理利用土

地资源，并要求学生针对土地资源利用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提出具体的治理对策。

根据土地的利用情况，可把土地分为耕地、林地、草地、建筑用地等类型，石

山、沙漠、冰川和沼泽等属于难利用的土地资源。

以耕地为例，目前世界耕地总面积在不断缩小，只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１ ／ １０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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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耕地面积也比过去大大减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全球人口大量增加，建

筑用地大量侵占耕地；另一方面是由于滥伐森林，滥垦草原，使水土流失严重，沙漠

扩大，流水冲刷和风力侵蚀使土地表层的肥沃土壤消失，耕地的生产能力大大下降。

全世界每年被流水冲刷流失的肥沃土壤达 ２５０ 亿吨，被沙漠吞并的土地约有 ６００ 万公
顷，这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此外，不合理的灌溉等原因造成的土壤盐碱化也使

耕地丧失生产能力。

我国陆地总面积约 ９ ６ 亿公顷，但却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丘陵占陆地总面积
的 ２ ／ ３，同时又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均土地面积不到 １ 公顷，人均耕地面积约
０ １ 公顷，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１ ／ ３。近些年来，每年减少耕地数十万公顷，农业用
地和城市以及工业用地的需求矛盾日益突出。此外，由于滥垦草原、过度放牧、乡镇

企业占地、土壤污染、山地垦殖和水土流失也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退化和浪费。

土地资源的丧失和破坏，已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我国和很多国家正在积极制

定法规，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土地资源。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我国积极进行生态农
业建设，寻求既能增产粮食等农产品，又能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模式：综合治理小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６ ７００ 多万公顷；建立了不同类型、县乡村不同
规模的生态农业试点 ２ ０００ 多个；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建设平原
农田防护林网，治理水土流失；组织实施了 “三北”（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中

上游和沿海防护林等重大生态工程；在广大牧区采取退耕还牧、大规模进行草地改

良和人工种草、发展饲草加工业等方法，加强草地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利用，防治沙

漠化，提高载畜能力，提高生产率。这些措施对于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

作用。我国将继续加强生态农业建设，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小流域水

土流失，防治土地荒漠化和草场退化，努力提高森林植被覆盖率。我国将在工业化

和城市化进程中继续保护和改善农业自然环境：重点控制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

推广有利于防治工业污染的适用技术；积极发展农村新能源，努力减缓由于农村能

源短缺造成的植被破坏和土质下降；加快水电建设，降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

减轻酸雨和气候变暖对发展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

２ 森林是重要的物质资源，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它不仅具有经济价值，为人
类提供木材和各种林产品，而且还具有防风固沙、保护农田、调节大气成分、净化空

气、增加空气湿度、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庇护野生动物及生态旅游等功能，被称为

“大自然的总调度室”。现在世界上，每年都有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而植树更新的

面积却很少。森林面积的大量减少，大自然总调度室将失去作用，风沙、洪水、干旱

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农田、草原和居住环境得不到保护；森林遭到破坏，许多野生

动物也丧失了理想的栖息地，失去了食物来源，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减少，许多生物

因此灭绝。我国传统的森林开发与管理也是由于缺乏对森林资源的这种多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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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的认识，只注重森林的直接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其巨大的生态价值，导致出现

林地逆转、生产力低下、质量下降和森林病虫害蔓延等森林退化现象。目前，我国政

府已注意到了森林资源所具有的多种生态功能特性，并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来保护

森林资源。

综上所述，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无疑对人类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教材首先介绍了森林与森林资源的区别、森林的功能和效益，又以我国退耕还

林工程的进展情况为例，讲述了我国治理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取得的成效，同时也

显示了我国政府和人民保护环境的决心和措施。有关森林与森林资源的区别，教材

明确指出森林是指覆盖大面积土地并以乔木为主体的植物群落，而森林资源是森林

和林业生产地域上的土地和生物的总称，包括林木、林下植物、野生生物、微生物、

土壤和气候等自然资源。由此看来，森林资源的内涵更广，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

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保护森林并不是要把全部的森林保护起来，禁止砍伐，而是要

做到砍伐与抚育结合。一方面要有计划地砍伐，规定每年的砍伐量，并及时补种树

苗，加强抚育，保证幼林成材。另一方面，对于山地防止水土流失的森林和防风护田

的森林要严格控制砍伐。

３ 水，孕育和维持着地球上的全部生命。地球上的水很多，但 ９６％以上是海洋
水。海水含有盐分，不能直接饮用。而陆地上的淡水则以冰川为主体，主要分布在地

球的南北两极和高山、高原地区，目前能够利用的还很少。现在人们大量利用的淡

水资源主要是河水、湖泊水 （淡水湖的水）和部分地下水。

目前，世界上有 ６０％的地区处于淡水不足的困境，４０ 多个国家严重缺水，不仅
使全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也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健康和生存条件。那么淡水资

源出现短缺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地表淡水资源的空间分布是不平衡的。一般而

言，降水多的地区，淡水资源比较充足；反之，淡水资源则很贫乏。其次，人口的分

布与淡水资源的分布不协调。人口稠密，工农业发达地区人均水资源少，特别是在

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用水量大大超过了当地水源的供应能力，再加上

浪费水的现象比比皆是，也是造成缺水严重的主要原因。第三，在许多国家中，人们

把工业和生活方面的污水及废弃物，不负责任地倾入河中，造成水体污染，许多河

湖中的鱼虾等动物因水被污染而大量死亡，水污染对人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许多

水资源也因此无法利用。

那么，人们应该采取哪些有效途径来保护水资源呢？一般措施有节约和合理用

水、防止污染、防止水土流失等，如教材简单介绍了农业生产中采用滴灌、喷灌等方

式进行作物栽培，工业进行污水净化处理和循环利用，生活废水进行集中净化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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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绿化、洗涤等节水措施。工程措施有兴修水库蓄水、建设引水工程、调节水资源的

时空分布等，此项措施教材并未展开，而是要求学生针对我国北方地区的缺水状况

自己动脑、动手去探讨可行的方法。长远措施如海水淡化。

４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资源的宝库。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居住在离海岸 １００ 千
米以内的沿海地区。我国沿海地区以 １３％的土地面积，养活着全国 ４０％的人口，产
值占国民经济的 ６０％以上。在当今全球粮食、资源、能源供应紧张与人口迅速增长
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开发利用海洋中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

的必然趋势，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将越来越多地依赖海洋。目前，人类开发利

用的海洋资源，主要有海洋化学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底矿产资源、海洋能源、海

洋空间资源等。

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会引发许多环境问题，教材指出主要包括海洋

污染和海洋生态破坏两个方面，并在活动题中列举了人类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所

存在的严重问题。

海洋环境问题是伴随着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而产生的。海洋的形成已有几十亿年

了，人类利用海洋也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并未发生严重的污染问题，就是因为海

洋对有害物质具有自净能力，当污染物进入海洋以后，经过物理过程 （扩散、稀

释）、化学过程 （氧化、还原）、生物过程 （降解等）的作用，一部分或全部被海水

吸收、沉降、稀释或转化，海洋环境又会恢复到原来的状况。但海水的自净能力是有

限的，如果污染物质的浓度和数量超过了环境的自净和容纳能力时，便会使海洋环

境遭到污染。海洋污染物包括陆源污染物和海上污染物，其中主要来源于陆地上的

生产生活过程———工业废弃物及生活污水的排放、农业化肥和杀虫剂的喷洒、石油

泄漏等现象都会造成海洋污染，甚至引起海洋生态破坏。此外，盲目的海岸工程建

设和围海造田以及过度捕捞海洋生物等现象，同样也会破坏海洋生态系统。

中国海域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海洋生物资源丰度锐减。当前，海洋渔业面临的

主要问题是捕捞过度、传统渔业资源衰退。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规划管

理、捕捞力度失控以及海洋环境污染加剧。由于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有着非常

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要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渔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是

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必须从现在开始行动。

陆源污染物和海上污染物的直接排放已使中国沿岸海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尤其是海域的有机污染加剧。氮、磷污染物己成为我国近海的第一大污染物，近海

海域的富营养化比较突出，赤潮发生频率上升。近海局部海域的污染和不合理的滩

涂开发、围海造地已影响到海洋生物的栖息和繁衍，严重地区已出现渔业资源锐减、

优质品种减少和滩涂养殖场荒废等现象，直接危害海岸带自然生态系统和居民的生

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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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海洋环境，各国已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我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

强制性的政策和措施，如：

（１）中国伏季大休渔。夏季是海洋主要经济鱼类繁育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
为了保护主要经济鱼类的亲体和幼鱼资源，使海洋渔业资源得到休养生息，我国自

１９９５ 年起在黄海、东海两大海区，自 １９９９ 年起在南海，实行每年两至三个月的休
渔，休渔期间禁止所有海船从事捕捞作业。由于每年休渔处于三伏季节，故又名

“伏季休渔”。

例如，２００４ 年伏季休渔的具体安排为：
东海、黄海：北纬 ３５°以北海域，休渔时间为 ７ 月 １ 日 １２ 时至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２ 时；

北纬 ３５°至 ２６°３０′海域，休渔时间为 ６ 月 １６ 日 １２ 时至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２ 时；北纬 ２６°３０′以
南的东海海域，休渔时间为 ６ 月 １ 日 １２ 时至 ８ 月 １ 日 １２ 时，休渔作业类型均为拖网
和帆张网作业。

南海：北纬 １２°以北的南海海域 （含北部湾），休渔时间为 ６ 月 １ 日 １２ 时至 ８ 月
１ 日 １２ 时，休渔作业类型为除刺网、钓业和笼捕外的其他所有作业类型。

我国的伏季休渔，涉及沿海 １１ 个省、区、市的约十几万艘渔船和百万渔民。作
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下这么大的决心在每年搞如此大规模的休渔行动，表明了我

国政府保护渔业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心。目前我国伏季休渔已经演变成为沿

海地区一项重要的社会工程，由单一部门的工作，演变成为涉及渔政、公安、工商、

边防等多个部门的政府行为。近 １０ 年的伏季休渔为缓解过多渔船和过度捕捞对渔业
资源造成的巨大压力，遏制海洋渔业资源衰退势头，增加主要经济鱼类的资源量，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

反响。

（２）国务院批准的 “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启动。１９９９ 年，渤海综合整治项目启
动。由环渤海三省一市 （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天津市）为主体、环渤海经济

圈各省市参加的渤海综合整治项目，是以渤海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

实现环渤海经济区的社会经济持续、健康、跨越式发展为总体目标，以污染控制、环

境治理、资源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和灾害预防控制为主要内容，重点开展河口

湿地保护与生态修复、海湾污染防治、健康养殖、潮间带生境修复和赤潮、溢油、海

冰灾害预警预防等工程建设。

（３）控制陆地污染源，实行对陆源污染物总量控制。确定沿海排污口和可接受
的排放水平，对陆源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采用污水处理设施；排入河流、港湾

和海洋的城市污水至少采用一级处理或适合特定地点的其他方法；消除和减少有可

能在海洋环境中富集到危险水平的有机卤和其他有机化合物以及引起沿海水域富营

养化或赤潮的氮磷污染物的排放；推广使用对环境危害较小的农药、化肥，减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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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化肥的流失。

（４）海上污染活动的控制与管理。要求海运企业或海上活动 （如开采石油）作

业者具备防治油污染和核放射事故的应急能力和设施；采取行动以保护沿海专属经

济区内稀有或脆弱的生态系统；在港湾地区设立收集船只的废油、化学品废物和垃

圾的设施，逐步禁止在海上倾弃和焚烧危险物质。

（５）开展国际合作，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实施大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保
护行动计划，共同开展海洋生物资源保护与管理。

５ 地球是人类之家，大自然是同我们生死相依的朋友。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
都必须依赖环境提供自然资源，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必然会危及人类的自下而上的发

展。我们既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又要很好地保护环境，使它永远生机勃勃，同人类

和谐发展。教材最后一段从协调人地关系的角度，指明了人类需协调的四种关系，

即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当代与后代的关系、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围绕着可持续发展所阐释的四个基本内涵做文章。

教材最后指出了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及重要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必须依靠公众及社会团体的支持和参与，公众、团体和组织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

将决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进程。

我国十分重视环境保护，为了环境保护，造福后代，制定了 《环境保护法》《森

林法》《水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令。要求全国人民依法行事，保护环境，树

立全民环保意识。

中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理应从现在做起，共同担负起保护环境的重任，

努力做到：积极向自己熟悉的人和社会大众宣传有关环境保护的法令，宜传保护环

境的重要意义；节约用水、节约用电，把废纸、废铁等可利用的废物分类集中，送往

废品收购站，以便回收利用；注意保护和美化自己生活学习的环境等。

三、 教学提纲

一、控制人口规模

二、转变发展模式

１ 传统的发展模式
特征：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

结果：形成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产生资源和

　 　 　
{

环境危机

２ 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特征：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

结果：清洁生产、文明消费及生态、社会、{ 经济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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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资源类型 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解决途径

土地资源

森林资源

水 资 源

海洋资源

　 　 四、协调人地关系，从我做起

四、 教学建议

人口问题是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人口增加不仅消耗资源，还

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教学中，教师可从时间角度用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人口

增长的柱状图或数据，也可从空间角度用各大洲不同时期人口增长的对比图，来说

明世界人口数量的增长及发展速度，而人口过多带来的社会、环境、资源等压力问

题则可引导学生分析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用结构图表示出来，如下图：

同时，教师应该加以解释，世界人口的增长通常从两个方面不断扩大资源的消

耗：首先，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使得在同等收入水平下，对资源的需求量同比增

加；其次，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传统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对资源不加限制的利用，

提高了个人消费资源的平均水平，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得人类消耗资源

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在满足人类快速增长的需求的过程中，生产和生

活废弃物也随之大量增加，对环境造成的压力日趋沉重。因此，资源和环境问题，不

可避免地与人口增长联系起来了。为此，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模式也就势在必行，

可以以中国为例讨论控制人口的合理措施。

此外，教师还应注意向学生说明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１ 什么是合理的人口数量。合理的人口数量可理解为可持续的人口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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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应该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人口的增长能够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人口的质量与社会

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人口的增长与活动环境、生态变化相统一。

合理人口数量的理论内涵主要有四点：适度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率是可持续

发展的前提；日益提高的人口素质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合理的人口结构及分布格

局是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转变观念与公众参与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２ 作为一个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政策成功与否，
不但对我国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有巨大影响，而且对世界人口的发展和稳定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

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中国政府就已
认识到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采取了灵活的就业形式，积累养老保险等措施，从而有效

地控制了人口规模，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且成效显著，目前已稳定低生育水平。教

学中可通过分组搜集材料来讨论控制人口的途径，进一步让学生认识到我国实行控

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性及这项任务的长久性和艰巨性。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课题，而可持续发展是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教学中

教师可通过两个结果相反的案例 （或用教材中的活动材料）来引导学生对比传统经

济发展模式与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在目的、消费观念、发展尺度等多个方面的不同，

如下表：

项　 　 目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发展目标
以经济增长为指标，经济增长就

意味着发展

以社会全面发展为指标，实现清洁生产，其终

极目标是生态、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

增长方式
粗放式 （高投入、低产出、高污

染）
集约式（低投入、高产出、低污染）

消费模式 提倡高消费 提倡适度消费、文明消费

文明标准
建立的是物质文明，主要考虑经

济利益

要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考虑社会文明、精神

文明和生态文明

发展的时间尺度 本代人的利益是最大的需求 强调代际公平

发展的空间尺度
从区域利益出发，封闭式、掠夺

式和转嫁式

从全球利益出发，是一种互补式的方式，强调

区际间的公平

调控手段 依靠市场经济手段 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

　 　 通过表格对比后，教师应总结出：
１ 可持续发展是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二次大战以后，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不

断深化，引起了发展观的变化。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只是把发展理解为是物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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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和积累过程，发展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代名词。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在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高速发展和人口激增的巨大压力
下，人们对发展的认识开始深化。一方面，人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创造了前所未有

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带来了人口、资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解决，经

济发展将难以为继，将贻害子孙后代。因此，发展不仅要追求经济增长，更要注重发

展的质量，要解决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引起的全球性问题。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发展的观念逐步由经济推向更广泛的社会有关方面，在继
续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求关注环境安全与社会公正，以最终实现人的生

活质量的提高。

经济、社会、生态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这是

人类发展观的升华和革命。

２ 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模式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可持续发展
的模式不是简单的开发自然资源以满足当代人类发展的需要，而是在开发资源的同

时保持自然资源的潜在能力，以满足未来人类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不是

只顾发展不顾环境，而是尽力使发展与环境协调，防止、减少并治理人类活动对环

境的破坏，使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自然生态系统处于良好的状态。因此，可持续发展

是可以持续不断的，不会在有朝一日被限制或中断的发展，它既能满足当今的需要，

又不致危及人类未来的发展。

３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生产过程提倡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是近年来提出的
保护环境的重要举措。对于清洁生产教师应讲清以下三点：首先，清洁生产是一种

可持续的生产。产品从资源和能源的摄取开始，经过冶炼、加工、再加工等生产过程

形成最终产品，又经过储存、批发、使用等过程直至产品报废或处置，都应符合环境

保护的要求，它进行的是全过程的评估，而非仅从某一环节考虑。这样，产品的生命

周期才会延长，这样的生产才是可持续生产，教学中可用上述事例来说明这一点。

其次，清洁生产就是以节能、降耗、减污、增效为目的，以管理、科技为手段进行全

过程控制的新型生产模式。清洁生产包括清洁配置、清洁工艺和清洁产品三部分。

第三，清洁生产的概念具有相对性，是现行的技术和产品相比较而言的。对产业的

发展来说，随着经济发展与技术更新，清洁生产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４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推行的是具有节约性、公众性、文明性、科学性的消
费模式。

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以自然资源永续利用为前提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所以，

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是当今人类社会很多重大问题的关键所在，此内容也应是本节

的重点所在。教学中重在让学生通过案例分析，掌握各种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达到可持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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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应首先让学生了解自然资源的分类，然后掌握对可再生资源和非可再生

资源永续利用的不同含义和方式：对于可再生资源，要求人们在进行资源开发时，

必须使后续时段中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至少要达到目前的水平，从而理解可再生资源

的保护、促进再生、如何充分利用等问题；而对于非可再生资源，则要求人们在逐渐

耗尽它们之前，必须能找到替代它们的新资源。所以，对于非可再生资源必须节约

利用、综合利用，并寻找新的替代品。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如太阳能、风能、潮汐

能等，目前正被人类逐渐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一旦广泛地、大规模地利用起来，将给

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最后可以用框图来说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性。

如下图：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源和环境条件。我

国和世界各国在保护土地资源等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教学

中，针对我国或世界土地资源的某一个问题，以案例形式入手，看其采取措施的正

确性。如以楼兰古国、古巴比伦王国的消失为例，分析荒漠化的原因及治理措施；以

黄河 “一碗水、半碗泥”及给下游带来的危害为例，分析水土流失的成因及治理方

法；以开矿造成的地面塌陷为例，说明北京怀柔覆土造田的意义；以某一城市为例，

说明城市发展过程中侵占土地的现象。可让学生调查：自己家或亲戚家所居住的位

置在 ２０ ～ ３０ 年前是什么类型用地？城市一些大型娱乐设施的建设是否侵占了耕地？
城市垃圾堆放方式是否占用了土地？会不会发生土地污染？但应重在讨论治理措施，

研究土地资源的合理保护与永续利用，鉴于以后所学知识中会涉及水土流失、荒漠

化等内容，所以，在此教师不必详细展开讲解每一项措施，只要让学生了解大体内

容即可。教学中，可采用因果联系法，如：黄土高原是我国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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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其人为原因引起的水土流失及治理措施可表示为：

因森林资源的生态功能和环境效益的重要性，所以其可持续利用对人类社会的

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学中应首先明确森林 （指植物群落）与森林资源

（土地和生物的综合体）的区别。在此基础上通过 “护田林防风示意图”“水土保持

护坡林带的作用示意图”及一些数据事例 （如：夏季每天每公顷森林，可从地下汲

取 ７０ ～ １００ 吨水，化为水蒸汽；每年每公顷松林能滞留粉尘 ３４ 吨；每天每公顷阔叶
林可吸收 １ ０００ 千克二氧化碳，放出 ７３０ 千克氧气等）来分析森林所具有的 “大自然

的总调度室”的功能。然后引入森林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此过程完全可

由学生事先搜集材料并在课堂上交流。如以东北林区为例，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采

育失调、林质下降；毁林开荒、伐木取薪等造成覆盖率下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砍

伐浪费，不利于更新。采取措施主要有：合理采伐，以蓄积量定采伐量；积极营造人

工林，促进珍贵树种的更新；提高木材综合利用率；建立保护区，防止生态环境恶化

等。在全国范围内，也采取了一些有利的措施，如在我国水土流失、风沙危害严重的

地区积极进行了营造防护林的举措———三北防护林、长江上中游水土保持林、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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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防护林工程、平原绿化工程等十大生态工程，近年来退耕还林工程也见成效。

水是生命之源。目前水源短缺已成为许多国家制约经济发展的 “瓶颈”，甚至威

胁着人类自身的健康和生存条件。据联合国调查统计，全世界河流稳定流量的 ４０％
已被污染，就连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的积雪中也检测出了 ＤＤＴ。全世界超过
５０％的地区缺乏水资源，约 １２ 亿人没有足够的清洁水供饮用。由于水污染所造成的
可利用水资源锐减，直接影响到土地资源及生物资源的循环利用，在采矿业、加工

业、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等行业也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节水、保水、治

水已势在必行。

教学中应通过具体事例让学生分析、了解水资源短缺产生的主要原因。如：（１）
可通过 “中国年径流量变化图”及北京、青岛等缺水城市为例，让学生了解水资源

的空间和时间分布特点；（２）给出全国（或某缺水城市）水资源总量以及人均水资源量
在世界上的比重，说明我国是贫水国 （或贫水城市）；（３）可给学生布置调查任务（如
以北京为例）：①在日常生活用水中，你是否觉得北京缺水？举例说明。②计算你家
一日的总用水量，并计算北京人一日的用水总量，从中可得出什么结论？③调查以
下行业的用水情况：美容业、洗车行业、纯净水业（均以中小型规模为主）的一日用

水总量，并估算全市用水总量。④针对上述浪费水资源的现象，厂家或居民有何对
策？⑤调查生活用水费用上涨和限制生活用水量给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⑥调查以
下行业存在的水污染现象：娱乐、洗车、美容、造纸、钢铁、饮食。

通过上述实践活动可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北京或缺水城市的用水状况，增强他

们的节水意识和节水行为，并由此加深了解我国水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即人为原

因：（１）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主要表现在人类对水资源利用超过了水循环的自然
循环极限，因此产生了水资源的暂时性枯竭。如果长此以往，大量消耗水资源，就会

使水资源的自然循环过程遭到破坏，产生长期性的可利用水资源耗尽，尤其是在广

大的贫困落后地区，由于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生态意识淡薄，人们长期采用有害于

环境的生产方法，而把无污染技术和环境资源置之度外，结果使生产力下降，并形

成恶性循环。此外，水资源的浪费现象日趋严重也是不合理利用水资源的重要方面。

（２）需水量大量增加。随着近代工业的飞速发展，各行各业对于水的需求量不断增
大，每年的工业耗水量成倍增长，其增长速率远远大于其他资源，如果再不加以重

视，那么地球上的水资源就将耗尽，地球也随之将变为死亡星球，人类要想生存下

去就必须加强水资源的保护。（３）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
环境问题最为突出，尤以水污染最为明显。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由于技术、资金、政策

等方面原因，没有及时防治水污染问题，而是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化工厂、造

纸厂、发电厂、化肥厂等一些小型工厂为片面追求经济利润，在各种工业废水没有

经过任何处理的情况下，任意排放，污染河道。由于水污染日益严重，使许多原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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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的淡水资源遭到破坏，并影响经济的发展和人体的健康。当前，工业排污、农

药和化肥、生活用含有机磷洗涤剂和杀虫剂是水资源的三大污染源。

水资源短缺的自然原因主要是水资源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均造成的。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１ ／ ４。沿海
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淡水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城市年人均水平大部分少于 ５００
立方米，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更少于 ２００ 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人均
１ ０００立方米的严重缺水标准。教师由此可引发学生针对我国北方地区缺水状况，讨
论节水、保水、治水的具体措施：

（１）水污染的治理，关键不是在于清理污染物及建造各种拦污坝，而是集中对
一些小型污染源进行全面规划和统一管理，进行综合防治，防止新污染源的产生和

污染物的排放。对大型的化工、电力企业则应采取依靠科技的方法减少水的需用量，

提高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使污水资源化，对水资源进行综合性利用，把污染物

的排放量降至最低点，应用化学方法将一些对环境影响较大的有毒物质进行分解或

沉淀，并对有毒物质集中处理，尽可能地使污染排放速度小于水的自然循环极限，

让水体依靠自身的自净能力净化水资源。

（２）跨流域调水，解决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由于水资源分布的不平衡，特
别是南、北之间的巨大差异，如何进行合理调剂，缓和北方地区，特别是华北地区水

资源供需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众所关注的问题。当前正在规划、研究的重大引水方

案，有从长江调水的南水北调工程，有从松花江调水的北水南调工程，有从黄河引

水的引黄济晋、引黄济冀济津等工程，以及新疆额尔齐斯河的北水南调工程等。已

完成的天津引滦工程，兰州附近的引大 （大通河）济秦工程等，都已取得成功。

（３）节约用水和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就当前而言，工农业建设仍应立足于
充分开发利用本地区的水资源，加强节水意识，提高水的利用效率，防止生态环境

恶化，依靠科技进步，建立节水型社会体系，才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正确途径。

例如，我国生活用水的浪费现象还很普遍，工业用水的利用率还很低。国外先进国

家工业用水早已采取循环用水的措施，重复利用率达到 ７０％ ～ ９０％，而我国多数城
市，还停留在 ２０％ ～ ５０％的水平上，所以还有很大潜力。近年来我国不少利用地下
水的工厂企业，实行冷却用水回灌再利用；在水价政策上，对回灌用水采取不收或

少收水费的鼓励措施，取得良好效果。由于工艺技术落后，在工业用水定额方面，我

国与国外先进水平比较，也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国外 １ 吨钢，耗水量为 ４ ～ １０ 米３，

而国内则高达 ３０ ～ ８０ 米３，相差近 １０ 倍。国外火电厂每度电用水为 ３ 升，而国内为
１０ 升水，也相差 ３ 倍之多。因此，如果狠抓技术进步，改进流程工艺，实际耗水量
必然大大降低。

（４）海水淡化。大力发展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可为内陆地区节省更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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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淡水资源，实际上等于增加了我国水资源总量，这对于长远解决我国水资源

短缺问题具有战略意义。海水淡化可以增加淡水总量。采用蓄水、调水、开采地下水

等方式，只是实现了水资源的时空位移，总量并没有增加。向海洋要淡水，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

目前我国小规模海水淡化吨成本大约为 ５ ～ ７ 元，如日处理量扩大，吨成本还可
下降。烟台市与清华大学拟合作建造日产 ８ 万吨高品质饮用水的核能海水淡化工程，
预计吨成本可降至 ３ ７ 元左右，这已与目前北京市的自来水价格相接近。而调水，如
把工程投资、运行、净化处理、管理等费用及蒸发、渗漏、截流、污染等损耗和占用

土地等都计算在内，吨成本将高于海水淡化。而且海水淡化随着科技进步，成本还

会降低。另外，调水还受到调出区水量的影响，一旦水源地区枯水，引水地区就会处

于被动局面；而海水淡化则不受时空和气候影响，且水质好、供水稳定。

最后，教师可引导学生通过知识结构图来归纳梳理有关水资源的知识，如下图：

附：参考案例

１９９５ 年，我国政府以治理淮河为动员令，向污染宣战，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淮河、
海河、辽河、太湖、滇池、巢湖以及渤海成为 “３３２１１”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几
个流域的水污染治理目前已初见成效。

１９９５ 年以来，通过采取有力措施，淮河流域关闭近 ５ ０００ 家污染严重的企业和生
产线，建设了一批污水处理设施。经过多年努力，淮河流域污染物排放总量初步得

到控制，工业污染占整个污染的比重降低，生活污水处理率明显提高，群众饮水困

难得到缓解。沿淮广大干部群众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初步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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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作机制。

２０００ 年，为使中国跨世纪工程南水北调项目发挥综合效益，东线治污、东中西
三线的水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任务确定，把中国水污染防治工作推向新的高度，即

让治污为重点工程开路，并融入重点工程的建设计划中，实现 “先节水后调水，先

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

海洋是 “天然的蛋白质仓库”“乌金的储存库”“能量的源泉”“盐类的故乡”，

海洋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海洋资源能否合理利用和开

发意义非凡。在讲述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时，教师可先通过案例 （如石油污染、

过度捕捞、渤海污染等）来引导学生将目前海洋环境问题进行分类，即海洋污染和

生态破坏两大类，继而讨论海洋污染的污染源及生态破坏的原因；也可设计漫画

“小鱼的哀求” “也得用保护伞”和 “海洋污染物分类图”，利用动画模拟手段，把

理论概念转化为事物的具体形象，加深学生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及海洋环境保护

的感受。关于整治海洋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应是本部分内容的重点，可发动

学生搜集资料讨论，最终让学生懂得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应该并重，认识

到保护海洋环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责任。

附：参考案例

渤海近况

在中国四大海区中，渤海三面环陆，一面临海，海岸线总长为 ３ ７８４ 千米，总面
积 ７ ７ 万平方千米。这里号称 “鱼仓”“盐仓”和 “油仓”。其宜建和已建港口达 ９０
多处，仅全国重点港口就有 ６ 个，港口吞吐量占全国主要海港的 ４５％以上。目前，
环渤海已形成了由 ３ 个计划单列市、９ 个地级市和 １５ 个县级市构成的大中城市群和
产业群，每年创造着近 ６ ０００ 亿元的工农业总产值。经济学家称之为环渤海经济圈，
中国北方的 “金项链”。环渤海经济圈土地面积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１ ６％，但它在
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率占 １０％。但是，据 １９９５ 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渤海每年要承
受污水 ２８ 亿吨、污染物 ７０ 万吨，承受着全国污水排海量的 １ ／ ３ 和全国沿海来自陆地
污染物的近一半。此外，作为中国第二大产油区，渤海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多起溢油

事件，原油、柴油等的泄漏不断给大海和依托大海而存在的滨海旅游及水产养殖带

来沉重打击。中国海洋环境监测机构的监测结果也表明：由于辽东湾、渤海湾、莱州

湾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使整个渤海生态系统退化，水产资源衰竭。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以来，渤海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优势种群基本消失。大型鱼

类资源基本破坏殆尽，小型鱼虾资源严重衰退。１９９７ 年的监测资料显示：渤海无机
氮超标率为 ６６％，无机磷超标率为 ６８％，油类为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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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里　 河

辽宁省葫芦岛市有条长 ３５ ５ 千米的五里河，却被称为 “恐怖的五里河”，这条

河是渤海多少年挥之不去的噩梦。沿着五里河，葫芦岛锌厂、锦州化工总厂、锦西炼

油化工总厂等企业每年有 ３ ０００ 万吨生产和生活污水源源不断地流入渤海，五里河城
区段河底淤积的汞已达 ９０ 吨左右，对五里河沿岸的地下水、土壤、农作物甚至居民
的头发的监测证明，汞的含量均大大超过正常标准。国家海洋局相关负责人说：“五

里河注入的锦州湾原是贝类资源十分丰富和鱼虾回游索饵的重要场所，但如今不但 ７
０００ 多亩滩涂成为生命禁区———无生物区，锦州湾也有 ７ 平方千米海域成为死亡之
海。锦州湾海域营养盐污染状况持续加重，工业有毒废渣还以每年 １０ 米的速度向湾
内推进，从 １９９２ 年至今已吃掉了 ２ 平方千米的海域，形成了渣进海退的奇观。”

“协调人地关系，从我做起”，重在让学生懂得从哪些方面协调人地关系，如何

参与可持续发展。教学中，教师应注意明确：

首先，应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方法，处理好四种关系，即经济发展与资源

和生态环境之间、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当代人

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

其次，公众参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

基础，且参与过程就是国民素质提高的过程，公众参与的方式和程度决定可持续发

展目标实现的进程。教学中应让学生了解公众参与首先是观念的改变，然后是行动

的实施。观念的转变包括发展观、资源观、环境观、伦理道德消费观等，这种观念的

转变将是根本的、深刻的，它是人类行为方式的变革，是人类对于环境、经济、社会

三者关系处理方法的变革。它会带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转变。人们愿意接受并积极参

与，是实施这些变革的必要条件。只有每个人都对自己生活的地球、对人类大家庭

的幸福和对于未来抱有强烈的责任感，才能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和可持续发展

意识资源，才能去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其次，行动的转变，主要包括政府行

为、市场行为和公众行为的调整。而公众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在环境问题中所占的比

重越来越大，如从全球看，生活垃圾的数量占整个固体废弃物数量的 ７０％，大大超
过了工业废物的数量。

第三，教师应引导学生认识到公众参与是全方位的，包括每一个参与实施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人。青少年是世界的未来，他们的参与是公众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贯彻和延续的重要保证。因此，作为公众的一员，我们每一

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教学中可通过讨论：你身边的

行为，哪些有益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又有哪些是违背可持续发展的？你做到了哪

些？还有哪些行为经过努力可以做到？还存在哪些不利因素需要政府采取措施？通

６５１ 湖
南
教
育
出
版
社



第四章　 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






过讨论，教师应不失时机地向学生渗透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从而使学生充分理解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的公众参与意义，树立全球观念的可

持续发展意识，为培养新世纪高素质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公众参与的具体做法有：积极参加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

并承担相应义务，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方式：

积极购买环保标志的商品；实行垃圾分类；减少过度包装，倡导简朴生活；拒食野生

动物；少用一次性餐具和塑料袋等。

最后，教师应补充说明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人口、环境和资源等问题是全

球面临的挑战，我们人类要共同拥有地球环境，保护人类共有的家园，只有开展广

泛的国际合作，才能取得成功。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环境，建立共同发展

的新型国家关系以及国际新秩序，促进国际合作是我国责无旁贷的奋斗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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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１ 环境问题的概念
环境问题是整个地球在人类过度开发利用下发生的环境破坏或退化，从而危害

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与发展的所有问题。

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开始了对自然环境的开发与利用。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对环境开发利用的力度越来越大，由此带来的对环境的破坏也越严重。特别

是产业革命以来，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大机器和农药化肥的使用，使生产过程中

排放出的废弃物和有害物越来越多，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造成许多国家和地区

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同时，随着全球人口的急剧增长和经济的

快速发展，资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人类正受到某些资源短缺和耗竭的严重挑战。

资源和环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Ｐｌａｔｏｎ，公元前 ４２７—前 ３４７），曾经描述过以雅典为中心
的阿蒂卡地区环境退化情形。他写到：阿蒂卡地区过去土地肥沃，森林茂密，人民过

着富裕的生活。山地有过森林覆盖，不仅为家畜提供饲料，还能保持雨水，不让暴雨

时的洪水从坡地上倾泻下来。过去，雨水不像现在这样从荒芜的地面流泻入海而白

白损失……现在剩下的和过去存在的相比，就像一个骨瘦如柴的病人，所有土地上

的脂肪和肉都消耗尽了，剩下的只是赤裸的土地骨架。

２ 环境问题的类型
当前人类面临的新的全球性和广域性的环境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全球性和广

域性的环境污染，如全球性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大面积的酸雨污染、淡水资源的

枯竭和污染；二是大面积的生态破坏，如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壤退化及荒漠化加速、

森林面积锐减等；三是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和化学品的污染及越境转移等。

环境问题可以分成多种类型。根据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

（１）环境污染问题，包括大气、水体、土壤和生物污染等；
（２）由环境污染演化而来的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等二次污染问题；
（３）生态破坏问题，如水土流失、森林砍伐、土地沙化碱化、生物多样性减

少等；

（４）煤炭、石油等矿藏资源的衰竭问题以及数量日益膨胀的固体废弃物的问题。
还可以从如下方面分类：

（１）从介质上可分为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
（２）从产生的原因上可分为农业环境问题、工业环境问题、生活环境问题；
（３）从地理空间上可分为局地环境问题、区域环境问题、全球环境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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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人类所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１）资源枯竭，人均资源拥有量减少
资源枯竭是指由于人类的长期大规模开采与破坏，使全球自然资源数量锐减和

质量下降，以至不敷人类资源需求的现象。

从土地资源来看，一万年以前，全球人口密度为 ０ ０２９ 人 ／千米２，到 ２０００ 年则
达到 ４５ 人 ／千米２。沿海、平原、河谷、丘陵等自然环境条件较好的地区，这些地区

面积只占陆地总面积的 ５７％，却集中了世界人口的 ８０％。
从人均耕地拥有量来看，１９７５ 年，世界人均拥有耕地 ０ ３１ 公顷，２０００ 年则为

０ ２２ 公顷，２５ 年下降了 ３５％。如果再加上土地资源退化、荒漠化、沙化所损失的耕
地，人均所拥有的耕地就更少了。

土地资源退化严重，据 １９９１ 年联合国荒漠化评估结果表明，全球陆地面积的１ ／ ４
约 ３ ６ × １０９ 公顷土地在受到退化威胁。除 ２ ５８ × １０９ 公顷是退化草场外，其余土地中
有 ４５ １％由于流水侵蚀引起，４１ ７％则由于风力吹蚀引起。其退化的原因主要是由
于过度放牧、森林砍伐和不合理的农业利用引起。水土流失严重，使坡耕地土壤不

同程度地具有易旱、贫瘠、土薄、沟蚀、酸化等低产性状，肥力下降造成单位面积产

量下降严重。

从淡水资源来看，尽管地球是一个 “水球”，但在 １３ ８ 亿立方千米的总水量中，
淡水储量仅为 ０ ３５ 亿立方千米，而且在这当中人类可直接利用的淡水只占 ０ ２７％。
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全世界用水量正在以平均每年 ４％的速度递增，水资
源不足的问题将日趋严重。

据世界资源研究所提供的资料，全球大约有 １ ４１ × １０９ 立方千米水量，其中 ９８％
为难以利用的咸水，２％为淡水。淡水中，估计有 ６８ ７％储藏在极地和高山的冰盖和
冰川中，也很难利用，其余则在江、河、湖泊、土地、生物体内、空气中和地下。目

前，全世界用水总量为 ４ ６６ × １０３ 立方千米。按目前的技术水平，全球可利用的淡水
为 ４ × １０６ 立方千米，应不存在水资源危机。但是，由于世界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
平衡，有些地区水资源非常丰富，甚至经常出现洪水；而有的地区却异常缺乏，用水

极为困难。目前，水资源不足的国家有 ８０ 个，缺水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４０％。在中
东、北非、中亚等干旱地区缺水情况十分严重。

从能源资源来看，在过去的 ５０ 年中，世界能源消费量翻了两番。现代世界各国
能源消费量最大的是矿物能源，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据 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４ 届世界石
油大会的报道，全球石油探明储量只有 １ ０００ 多亿吨，按目前全球石油年产量约 ３０
亿吨计，大约可开采 ４０ 年，天然气也仅可开采 ４０ 余年，“石油枯竭”的时间已为期
不远了。煤炭可开采量为 １０ ３１６ 亿吨，按目前全球煤炭产量计，其可采储量还可供
２２４ 年使用。煤炭虽然可供开采的年限较长，但燃烧煤炭要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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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又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其他各类能源在

能源消费构成中所占比重都不大，如核电和水电能约占 ５％，太阳能、风能、生物能
则更少。

（２）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受损
目前世界实际生存的生物约 ５００ 万 ～ ６００ 万种。自 ２０ 世纪以来，由于人们长期

对森林和草原的砍伐与开垦，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或荒漠化，

生态失衡，生物链被割断，广大地球生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许多动物和

植物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１９００ 年以来，全球 ３ ／ ４ 的农作物物种已消失。２０００ 年左
右，大约有 １５％ ～ ２０％的动植物物种将从地球上消失。许多生物在其价值尚为被人
类认识之前就已灭绝了。

生物多样性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是地球上所有生物包括植物、动
物和微生物及其所构成的综合体。

我国的物种非常丰富，高等植物有 ３０ ０００ 余种，仅次于南美洲的巴西、哥伦比
亚，居世界第三位。苔藓植物有 ２ ２００ 种，占世界总种数的 ９ １％，隶属 １０６ 科，占
世界科数的 ７０％；蕨类植物有 ５２ 科，约 ２ ２００ ～ ２ ６００ 种，分别占世界科数的 ８０％、
种数的 ２２％；裸子植物，全世界共有 ５２ 科、７９ 属，约 ８５０ 种，我国就有 １０ 科、３４
属，约 ２５０ 种，是世界裸子植物最多的国家；被子植物约有 ３２８ 科、３ １２３ 属、３０ ０００
多种，分别占世界科、属、种数的 ７５％、３０％和 １０％。

我国的动物物种也非常丰富，脊椎动物有 ６ ３４７ 种，占世界总种数的 １３ ８７％。
我国是世界上鸟类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共有鸟类 １ ２４４ 种，占世界总种数的
２０ ３％。包括昆虫在内的无脊椎动物、低等植物和真菌、细菌、放线菌等更为繁多，
目前尚难作出确切的估计，因大部分种类迄今尚未被认识。

地球上的生命存在已有 ３５ 亿年以上，随着地球的演化，曾产生过、也灭绝过许
多物种，但这种自然的灭绝和减少速度是相当缓慢的。自从人类诞生以来，特别是

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大规模的社会生产活动大大加快了地球上物种的灭绝速度，

使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严重受损。

据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估计，世界上每年至少有 ５ × １０４ 种物种灭绝，
平均每天灭绝 １４０ 种。Ｆ Ｄ Ｍ Ｓｍｉｔｈ 和 Ｒ Ｍ Ｍａｒｙ 的研究表明，自 １６００ 年以来，地
球上有记录的动物灭绝 ５８６ 种，植物灭绝 ５０４ 种。在 １９００—１９５０ 年期间共有 ６０ 个物
种灭绝，而在自然背景下估计每 １００ 年到 １０００ 年才会灭绝一个物种。

云南石屏县境内的异龙湖中原先生活着异龙中鲤，是我国特有物种。但 １９５２ 年
人们在此筑河发电，１９７１ 年又打洞放水造田，使水位下降了 ４ ３ 米多；到 １９８１ 年 ４
月全湖曾持续干枯了 ２０ 多天，为历史罕见，以后虽然恢复蓄水，但从此异龙中鲤再
也没有出现过了。在新疆南部的博斯腾湖，人们引入有一定经济价值的肉食性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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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鲈，灾难从此发生。河鲈由于避开了其他凶猛性鱼类的控制，大量繁殖并掠食其

他鱼类，导致该湖特有的名贵鱼类———新疆大头鱼 （扁吻鱼）和原来在湖中生活的

额鲤鱼等其他鱼类绝迹，其本身也由于群体数量过大，食物不足，个体变小，失去原

有的经济价值。

中国受威胁物种数和稀有物种数

类　 别
已知

种数

受威胁

种数

受威胁

种 ／％
稀有物

种数

稀有物

种 ／％
受威胁稀

有种数

受威胁稀

有种 ／％

哺乳纲 ５８１ １３４ ２３ ０４ １１０ １８ ９３ ２２ ２０ ００

鸟　 纲 １ ２４４ １８２ １４ ６３ ９８ ７ ８８ ２２ ２２ ４５

爬行纲 ３７６ １７ ４ ５２ ２５ ６ ６５ ２ ８ ００

两栖纲 ２８４ ７ ２ ４６ ３０ １０ ５６ ３ １０ ００

鱼　 纲 ３ ８６２ ９３ ２ ４１ ４０４ １０ ４６ ６ １ ４９

总　 计 ６ ３４７ ４３３ ６ ８２ ６６７ １０ ０５ ５５ １ ４９

（３）环境污染，人类生存环境质量下降
环境污染是指由于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有害物质 （化学及放射性物质、

病原体、噪声、废气、废水、废渣等），引起环境质量下降，危害人类健康，影响生

物正常生存发展的现象。按环境要素可分为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按污染

的性质可分为生物污染、化学污染、物理污染；按污染的形态可分为废气污染、废水

污染、废物污染、噪声污染、辐射污染等。目前，各种各样的污染已使人类的生存环

境质量下降，严重地危害到人类和地球其他生物的生存与发展。因此，防治污染，保

持生态平衡，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

水污染　 是指水体因某些有害物质的大量进入而导致其物理、化学、生物或者
放射性等方面特性的改变，从而影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破坏生态环境，

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造成水污染的主要污染物有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农药化肥

以及畜舍、矿场废水等。

水体污染有三种类型：化学型污染、物理型污染和生物型污染。化学型污染，是

指由于向水体中排放酸、碱、有机和无机污染物质造成的污染；物理型污染是指排

入水体中的泥沙、固体悬浮物、有色物质以及高于常温的水造成的水体污染；生物

型污染，是指随污水排入水体的病原微生物造成的水体污染。全世界每年仅农药一

项就使得 ２００ 万人中毒，几十万人死亡。我国每年排放废 （污）水 ３００ 多亿吨，大多
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江河湖海中，严重污染了水环境。我国 ７８ 条主要河流，已有 ５４
条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地下水的污染也在加剧，不少地方的浅水井已丧失饮用和

灌溉功能。

大气污染　 是指主要由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所形成的大气污染物达到一定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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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持续足够的时间，达到对公众健康、动物、植物、材料、大气特性或环境美学

因素产生可以测量的影响。大气污染物可分为两大类：气溶胶状态污染物 （亦称颗

粒物）和气体状态污染物 （简称气态污染物），主要大气污染物有：二氧化硫、硫化

氢、一氧化氮、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它们主要由燃烧煤和石油类物质产生。大气

污染的危害主要表现为影响人类和动物的健康、危害植被、腐蚀材料、影响气候、降

低能见度等。

１９５２年 １２ 月 ４—１０ 日，英国伦敦发生了大烟雾事件。当时气候恶劣，气温急剧
下降到零度以下，湿度升到 ８０％。面对湿冷，伦敦居民燃煤取暖，使空气中煤烟越
来越重，湿度越来越大，人们感觉极不舒服，嗓子非常难受，呼吸困难，不少人因而

致死。伦敦全城的紧急救护系统已无法应付严重的情况，仅 ６、７、８ 日三天，伦敦每
天就死亡 ８００ 多人。而从 １２ 月 ４—１０ 日这七天时间，伦敦共因此死亡 ４ ７００ 人。究其
原因，是伦敦多年来大量燃烧含硫量高的煤炭造成空气严重污染所致。

“光化学烟雾”是能源燃烧引起的另一种大气污染。其中石油燃烧产生的废气在

大气层中经太阳光的照射生成了具有强烈刺激性的光化学烟雾。其主要危害是对人

的眼睛和气管的刺激作用。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由于光化学污染，曾使该州 ３ ／ ４ 的
人发生红眼病。１９７０ 年日本东京发生光化学烟雾时，有 ２ 万人患上红眼病，５００ 多人
患上哮喘病。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洛杉矶几乎每年都发生一次光化学烟雾事件，仅在
１９５２ 年的事件中，就使 ６５ 岁以上的老人两天内死亡 ４００ 余人。

土壤污染　 是指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污染物质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土壤，其数量超
过了土壤的容纳和同化能力，而使土壤的性质、组成及形状等发生变化，并导致土

壤的自然功能失调，土壤质量恶化的现象。土壤污染物有有机污染物 （化学农药

等）、重金属 （汞、铅、镉等）、放射性元素、病原体等。

农药化肥对土壤的污染非常严重，它们在杀灭病虫害的同时，也毒害着益鸟、

益虫，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同时农药在环境中逐渐累积，不仅改变了土壤的

组成成分，而且还会向农作物内转移，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使人体细胞发生病变。

被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污染过的污水中含有大量的病菌和重金属、无机盐、有

机物等污染物，被这些污水灌溉的土壤其污染物一般都集中在土壤表层，并随作物

根系的吸收进入作物体内，最终危害人和动物的健康。有时污染物质也可由上部土

体扩散到下部土体和地下水中，污染水源。

在西方，土壤污染受到重视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后。目前，美国土壤污染地点
已上升到 ３７ ９００ 处，而且每年仍以千百处的速度增加；在荷兰和德国，这种污染地
点也已达到 １１ 万和 １３ ８ 万处。美、荷、德曾预算过以上污染地点的净化费用：美国
需要数千亿美元，荷兰需 ５００ 亿荷兰盾，德国则需 ３００ 亿德国马克。我国遭受污染的
土地面积已达 １ ０００ 万公顷，每年损失粮食 １ ２００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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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物质进入人体的途径 （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卷，１９８３）

固体废弃物污染　 指因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所造成的污染。
如工业、商业废料，城乡居民的生活垃圾等，如果不及时处理，则会侵占农田土地，

造成空气和水土污染，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有人计算 １ 万吨渣型固体废弃物需
占地 １ 亩多，而其受污染的土地面积往往大于堆渣面积的 １ ～ ２ 倍。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历年堆渣达 ５３ 亿多吨，已占地 ５ ６ 万公顷，污染了 １ ７ 万公顷的农田，给经济
发展和人民身体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有一个叫作帕雅塔斯的垃圾场，占地 ２０ 公顷，堆放的垃圾约
有 １１ 层楼高。马尼拉每天产生的 ４ ０００ 多吨垃圾中，有 １ ／ ４ 堆放在这里。平常这座垃
圾山冒出一氧化碳和甲烷等有毒气体，而且经常自燃。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早晨，垃圾
山突然崩塌，顿时尘土飞扬，垃圾山周围的 １００ 多间平民住的木制棚屋被垃圾湮没。
这次垃圾山滑坡造成 １００ 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是世界罕见的惨剧。
４ 古代人地关系思想的萌芽
（１）地理环境决定论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核心思想是：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人类社会

的发展都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即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地理环境决定论

思想的萌芽在我国古代和古希腊都有记载。

在西汉戴圣编纂的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选集 《礼记·王制》中，就有 “广谷

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的记载，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各异的民俗现象，

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 ３８４—前 ３２２）认为地球的各种可居住性和不同
的纬度有关。他推测，靠近赤道的那部分地区，即热带是不适于居住的；同样，远离

赤道的那部分地区，即寒带，也是不适于居住的。只有处于这两带之间的温带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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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地球上的居住区。他在 《政治学》一书中，谈论到人与环境的关系。他说北方

寒冷地区各民族的性格是 “精力充足” “富于热忱”，但 “大都拙于技巧而缺少理

解”；亚洲气候炎热，各民族 “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

故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希腊各族兼有这两者禀赋和品德，“既具热

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的发展”。他是用

希腊处于寒冷与炎热的南北气候之间，来说明希腊民族兼有两种优良品德的原因。

（２）人定胜天思想
我国战国时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轲 （约公元前 ３７２—前 ２８９），曾在其

《孟子·公孙丑》中提出了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胜天思想，意思

是只要人们团结起来就可以战胜自然。

（３）天人相关论
天人相关论的核心思想是由荀况 （公元前 ３１３—前 ２３８）在其著作 《天论》中提

出来的，他写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主张 “人类

应制天命而用之”。认为只有通过人的作用，才能掌握规律，“善言天者，必有征于

人”，强调依靠人的实践来证实自然规律，具有天人相关的思想。

孟德斯鸠 （１６８９—１７５５），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在其 《论法的精神》一书

中，认为气候对政治有影响，他认为居民在寒冷气候下比在炎热气候下具有更为不

同的特征，但运用合理的法律，就可把气候的影响减至最小。

（４）因地制宜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很早就知道了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的道理，即农作物的

种植必须与当地的土壤、气候等条件相适宜，否则将劳而无获。管仲 （？—公元前

６４５），春秋初期政治家，曾在其 《地员》篇中认为 “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

富”。北魏的贾思勰在他的 《齐民要术·种谷·第三》中提出：“顺天时，量地利，

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都具有人类对自然环境应该合理利用的

思想。

５ 现代人地关系思想的发展
（１）可能论
可能论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ｓｍ），由法国地理学家白兰士 （Ｐａｕｌ Ｖｉｄａｌ ｄｅｌａ Ｂｌａｃｈｅ，１８４５—

１９１８）于 ２０ 世纪初提出。该理论注重于人对环境的适应与利用方面的选择能力，把
地理学的重心从自然转移到人这个积极力量上来。

白兰士认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除了环境的直接作用外，还有其他因素在

起作用。人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不能用环境控制来解释一切人生事实。”“人类生活

方式不完全是环境统治的产物，而是各种因素 （社会的、历史的和心理的）的复合

体，同样的环境可以伴随不同的生活方式，环境包括着许多的可能性，它们的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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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完全取决于人类的选择能力。”

（２）适应论与生态论
适应论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是英国地理学家 Ｐ Ｍ 罗士培 （Ｐ Ｍ Ｒｏｘｂｙ，１８８０—

１９４７）提出的。他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地双方间的相互关系。适应论的内容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群对他们的自然环境的适应；二是居住在一定区域内人群及其

和地理区域之间的关系。他所指的适应与生物遗传上的适应不同，它是通过文化的

发展而对自然环境和环境变化的长期适应。这种适应，既意味着自然环境对人类活

动的限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利用和利用的可能性。

生态论 （Ｈｕｍ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是美国地理学家巴罗斯 （Ｈ Ｈ Ｂａｒｒｒｏｗｓ，１８８０—１９６０）
提出的。他认为地理学是 “人类生态学的科学”，其目的不在于考察环境本身的特征

和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而在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反应，侧重于分析人类在空

间上的关系，并借助生态学的观点来分析人地关系。

（３）和谐论 （Ｈａｒｍｏｎｙ）
又称为人地协调论，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而提出的一种理论，主张地理学应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地理环境与人

类生活间的和谐发展。

（４）环境感知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环境感知是人文地理学借助心理学新的研究成果来分析人地关系的。他们认为，

人与环境关系中的各种可能性进行选择时不是任意的、随机的和毫无规律的，而是

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寻的。它是受一种思想意识的支配，这种思想意识就是环境感

知。每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由于受其环境及文化的影响，在人们头脑中

必然形成一种印象。这种由环境影响而产生的印象，就称为环境感知，它为该环境

中共同文化集团内所有成员所共有。人们一旦形成某种环境感知以后，他对现实环

境的认识和理解，就必然受已存在的环境感知的影响，就不可能十分准确地理解现

实环境。这样，其对该环境做出的反应和决策必然是以不全面的理解为依据。要了

解某一文化集团在该环境中为何会产生这种不全面的误差，就必须从该文化集团所

产生的环境感知入手。对环境感知方面的研究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对自然灾害

的感知问题。例如对待水旱灾害，不同的文化集团对相同的自然灾害往往有不同的

反应。许多宗教把自然灾害当作神对居民的惩罚，因此，信徒们往往采用抚慰神的

办法，祈求消除灾害。所以，在自然灾害比较频繁的地方，往往也是祭祀神灵活动最

盛，这类环境感知最浓厚的地方。

（５）文化决定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和影响与以前相比，可以说是已经达

到相当高的程度。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为了克服自然条件的不足，设计和建设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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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伟大的工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认为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人类不仅可以利用

自然，而且可以按照人类的愿望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于是，在人地关系中出现了

一种人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因为在这种人地关系中，人是通过文化在起作用，

故称之为文化决定论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
（６）可持续发展论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它不仅是发展模式的变革，

更是人类社会对人地关系认识深化的体现。可持续发展强调 “社会经济的发展要与

人口、资源、环境等诸多因素相协调”，从更高层次和更广泛的意义上阐述和解释人

地关系。

６ 可持续发展论的提出
（１）可持续发展论提出的背景
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走向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传统工业化发展模

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不可避免引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２０ 世纪中叶，
不少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实行经济赶超战略，结果多数国家

不但没有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发达国家，而且陷入了包括人口膨胀、资源减少、环

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的困境中。面对人口、资源、环境等重大问题，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以来，人类开始认识到，地球提供自然资源的能力和环境的自净能力都是有限的；

自然资源和资本、劳动力一样是一种稀缺资源，如何支配和使用自然资源，不仅关

系到当代人类的福利和健康，而且还将影响未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开始探讨

使人类社会、经济、资源、环境都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２）可持续发展论的提出
１９７２ 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首次提及世界性的环境问

题，唤醒了人们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１９７３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以后，其一
直倡导的 “没有破坏的发展”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的雏形。１９８０ 年，世界自然保护
同盟等组织发表了 《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大纲强调如果自然和自然资源得不到保

护，人类作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没有前途；如果不进行发展以减缓数亿人的贫

困，那就不可能对自然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并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１９８７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发表了著名的 《我们共同的

未来》报告，并获第 ４２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后，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可持续发展的热
潮。该报告指出，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迎接人类面临的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挑

战，并认为可持续发展是 ２１ 世纪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确处理和协调人口、
资源、环境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共同发展战略，是人类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１４ 日，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会议通过并签署了包括 《２１ 世纪议程》在内的 ５ 个重要文件，以此来推进全球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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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７ 《２１ 世纪议程》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１）全球 《２１ 世纪议程》的主要内容
全球 《２１ 世纪议程》的基本思想：人类如果不想进入地球不可持续的绝境，就

必须改变现行的政策，综合处理环境与发展问题，提高所有人特别是穷人的生活水

平，要从国家、区域、国际水平上更好地保护和管理生态系统，争取一个更为安全、

繁荣、平等的未来，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必须联合起

来，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

目标。

《２１ 世纪议程》的目的：为了促使全世界为 ２１ 世纪的挑战作好准备。
《２１ 世纪议程》的主要内容：《２１ 世纪议程》共计 ４０ 章，２０ 余万字。涉及人类

可持续发展的所有领域，提供了 ２１ 世纪如何使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行动纲
领和行动蓝图。

《２１ 世纪议程》整个文件分 ４ 个部分：
第一部分，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１ ～ ８ 章）。包括加速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

的国际合作和有关的国内政策，消除贫困，改变消费方式，人口动态与可持续能力，

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促进人类居住区的持续发展，将环境与发展问题纳入决策

进程。

第二部分，资源保护与管理 （９ ～ ２２ 章）。包括保护大气层；统筹规划和管理陆
地资源的方式；禁止砍伐森林；脆弱生态系统的管理———防沙治旱；脆弱生态系统

的管理———可持续的山区发展；促进可持续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对生物技术的环境无害管理；保护大洋和各种海洋，包括封闭和半封闭海及沿海区，

并保护、合理利用和开发其生物资源；保护淡水资源的质量和供应———对水资源的

开发、管理和利用采用综合性办法；有毒化学物品的环境无害化管理；危险废料的

环境无害化管理，包括防止在国际上非法贩运危险废料；固体废料的环境无害化管

理以及同污水有关的问题；对放射性废料实行安全和环境无害化管理等。

第三部分，加强主要群体的作用 （２３ ～ ３２ 章）。包括采取全球性行动促进妇女可
持续的公平发展、青少年和儿童参与可持续发展；确认和加强土著人民及其社区的

作用；加强非政府组织作为可持续发展合作者的作用；加强工人及工会的作用；加

强工商界的作用；加强科学和技术的作用；加强农民的作用。

第四部分，实施手段 （３３ ～ ４０ 章）。包括财政资源及其机制；环境无害化 （安全

化）技术的转让；促进教育、公众意识和培训；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的国家

机制及国际合作；国际体制安排；完善国际法律文书及其机制；决策资料等。

《２１ 世纪议程》是一个广泛的行动计划，提出了在全球、区域和各范围内实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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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提供了一个从现在起至 ２１ 世纪如何使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
发展的行动蓝图，它涉及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所有领域。

（２）《２１ 世纪议程》的特点
从内容格式上看，《２ｌ 世纪议程》包含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 “系统”，《２１

世纪议程》可以分解为互相关联的四个系统，即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系统、资源

保护和管理系统、主要群体的作用系统及实施手段系统；第二个层次为 “章”，各系

统皆由若干章组成，每章的内容指明该系统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或对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第三个层次为 “方案领域”，每章由若干方案领域组成，每个

方案领域是该章的内容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部位；第四个层次为 “行动”，每个

方案领域由若干行动组成，包括行动依据、目标、行动和实施手段，行动是 《２１ 世
纪议程》的细胞，是实施 《２１ 世纪议程》的基本单元。

《２１ 世纪议程》把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视为密不可分的整体。 《２１ 世纪议
程》不仅仅论及在发展中如何解决环境保护问题，还系统地论及经济可持续发展和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将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提出走

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行动措施。《２１ 世纪议程》构筑了一个综合性的、长期
的、渐进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和相应的对策，是走向 ２１ 世纪和争取美好未来的新
起点。

《２１ 世纪议程》提出了建立 “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以保证人类拥有一个更加安

全和美好的未来。它呼吁各国要制定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加强国家与地方之

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等广泛的合作，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它指

出了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所应有的 “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发达国家应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起更重要的作用，要从资金、技术、能力建设

等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２１ 世纪议程》的一个主题是消除贫困，把消除贫困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和最优先解决的问题。它提出了人口、消费方式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要求改变

和减少存在于世界上部分地区的那种鼓励浪费的和无效的消费方式，同时提供了实

现人口、消费和地球承载力相平衡的可持续的政策和方案领域，鼓励提高贫穷人口

的消费水平，摆脱贫困。

《２１ 世纪议程》强调公众参与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说明了主要群体的作
用，号召政府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广泛提高公众意识，呼吁全社会共同参与可

持续发展的过程。

８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１）《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的主要内容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纲领，也是中国政府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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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履行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原则立场和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在解决环
境与发展问题上的决心和信心。《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共 ２０ 章，７８ 个领域，主要内容
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与政策。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战

略重点和重大行动，建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等。

这部分包括，建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通过立法保障妇女、青少年、

少数民族、工人、科技界等社会各阶层参与可持续发展以及相应的决策过程。制定

和推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技术政策和税收政策，包括考虑将资源和环

境纳入经济核算体系。逐步建立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发展基金，广泛争取民间和国
际资金支持。能力建设作为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的重点，加强现有信息系统的联网
和信息共享；特别注重对各级领导和管理人员实施能力的培训；同时，注意进行教

育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和提高科技能力。

第二部分，社会可持续发展。包括人口、居民消费与社会服务，消除贫困，卫生

与健康，人类居住区可持续发展和防灾减灾等。

这部分包括，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引导民众采用新的消费和生活方

式。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社区经济，注意扩大

就业容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强城乡建设规划和合理利用土地，注意将环境的

分散治理走上集中治理。逐步建立城市供水用水和污水处理协调统一管理机制，增

强贫困地区自身经济发展能力，尽快消除贫困。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自然

灾害防治体系。

第三部分，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农业与农村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工业与交通、通信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能源和生产消费等部分。

这部分包括，利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完善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综合管理体系。在工业生产中积极推广清洁生产，

尽快发展环保产业。发展多种交通模式。提高能源效率与节能，推广少污染的煤炭

开发开采技术和清洁煤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第四部分，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包括水、土等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

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防治土地荒漠化，保护大气层，固体废物无害化管理等。

这部分包括，在自然资源管理决策中推行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价制度。通过科学

技术引导，对重点区域和流域进行综合开发整治。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体系，

建立和扩大国家自然保护区网络。建立全国土地荒漠化的监测和信息系统。采用新

技术和先进设备，控制大气污染和防治酸雨。开发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替代产品和替

代技术。大面积造林。建立有害废物处置、利用的新法规和制订计划标准。

（２）《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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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把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视为密不可分的整体。不仅仅
论及在发展中如何解决环境保护问题，还系统地论及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将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提出走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行动措施。阐明了经济系统离开资源与环境的依托，经济

将走向衰退；社会系统离开经济系统的支撑，社会将走向原始；同样，资源与环境系

统离开发达的经济和公平的社会，环境也将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并且当环境破坏

时，也没有经济能力和科学机制使其环境质量得到恢复和改善。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的主题是发展，体现了新的发展观。中国目前放在第一位
的是将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各项工作都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这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是否有矛盾呢？关键是

什么样的发展。新的发展观，力求结合中国国情，有计划、有重点、分阶段摆脱传统

的发展模式，逐步由粗放型经济发展过渡到集约型经济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好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是 《中国 ２１ 世纪议
程》的又一战略重点。巨大的人口基数给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带来压力。尽管

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但人口增长的绝对数仍很大，社会保障、卫生

保健及教育、就业等不适应人口增长的需求。《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提出了要继续进
行计划生育，在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健全城乡三级

医疗卫生妇幼保健系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容量，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的优势。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突出表述了中国保护资源与环境战略，尤其突出了以下两
个特点：

第一，《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唤起人们从现在起，就要有资源危机感。要建立资
源节约型经济体系，将水、土、矿、森林、草原、生物、海洋等各种自然资源的管理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自然资源核算体系，运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

调控相结合的手段，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实行资源保护、

利用与增值并重的政策。

第二，中国 ２１ 世纪环境战略的核心是环境的外部化转向环境的内在化。环境保
护是 “发展”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１ 世纪，中国环境保护的主要压力还是来自工
农业发展和城市化引起的环境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产业政策与环境政策的协调、

科学的管理与恰当的技术选择。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充分注意到中国国家的环境与发展战略与全球环境与发展
战略的协调。对诸如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防治平流层臭氧耗损问题、生物多样性保

护问题、防止有害废物污染转嫁越境转移问题以及水土流失和荒漠化问题等，都提

出了相应的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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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从机制、立法、教育、科技和公众参与等诸多方面提出了
能力建设的重大举措，并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创造适宜契机与良好环境。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与优先项目计划同时出台。这就为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的
实施、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和把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
供了机会和开拓了途径。《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已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９ 协调人地关系的主要途径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观念和全球及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的指导思想，针对当前世

界日益严重的人口爆炸、资源危机、生态环境破坏等人地关系不协调问题，参考国

内外协调人地关系的成功经验，我国协调人地关系可以从如下途径进行：

（１）控制人口规模
目前世界总人口已经超过 ７０ 亿，据世界银行的预测，至 ２０２５ 年全球人口将达到

８２ １７ 亿。如果不进行有效的人口规模控制，到 ２０５０ 年世界人口将超过 １００ 亿，届时
地球将人满为患，资源更为缺乏、环境污染更为严重、生态系统更不稳定，人类的生

存发展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困境。因此，要协调人地关系，首先必须有效地降低人口

增长速度，控制人口规模，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实现人地关系的和谐

统一。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对生育率和死亡率水平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相反，过多

的人口却对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适度控制人口增长。过去仅靠减

缓人口增长速度解决人口问题的主张已被从更广泛的领域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

题的共识所替代，即解决人口问题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增加收入、

改善妇女地位、提高教育水平、实现男女平等、提供基本保健服务、扩大就业等方面

发挥综合作用。“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使所有人民享有较高的生活素质，各国应当

减少和消除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形态，并推行适当的人口政策，以便满足当代人

的需要而又不影响后代人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已成为今后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基本

原则之一。这就要求各国政府有责任制定和实施人口政策，将人口因素纳入经济发

展战略，这样不仅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还有助于实现各项人口目标和提高人民生

活质量。

（２）转变发展模式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是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物质产品的产量和提高消费

水平以及消费量为目的的，这使得人类的社会生产多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形

成一种不能使发展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最终将使人类陷入严重的资源、环

境危机。因此，可持续发展要求从现在起就要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可持续

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模式。

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强调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的永续利用，改变传统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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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从而减

少每单位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压力和资源耗竭。

清洁生产 （Ｃｌｅ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是对生产过程与产品采用整体预防性的环境策略，
以减少其对人类及环境可能的危害；对生产过程而言，清洁生产节约原材料与能源，

尽可能不用有毒、有害原材料并在全部排放物和废物离开生产过程以前，就减少它

们的数量和毒性；对产品而言，则是由生命周期分析，使得从原材料取得至产品最

终处置过程中，皆尽可能将对环境的影响减至最低，为实现清洁生产则必须兼有专

门技术、改进工艺流程或改变企业管理。

（３）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自然资源指天然存在的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如土地、矿藏、气候、水利、生

物、海洋等资源，以及生产的原料来源和布局的场所。自然资源在人与环境构成的

大系统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自然资源是自然环境子系统运行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也是自然环境

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之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界面。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自然资

源如土地、水、森林、矿藏等是组成自然环境的基本骨架，其贮存量和组合状况的不

同，形成不同地域自然环境的差异。而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原材料，自然资源

又是劳动的对象，是形成物质财富的源泉，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

基础。

其次，由于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要不断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各国为了

自身安全和提高综合国力也必须不断加倍开发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成为人类社会

活动最剧烈、人类作用最强烈的地方。

由此可见，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冲突最严

重的地方。因此，处理好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的关系，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是协调人与地理环境关系最核心的问题，是关系到人类社会持久生存发展的关

键问题。

土地资源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最基本的生产资源和环境条件。我国
土地总面积约 ９６０ 万平方千米，约占亚洲大陆面积的 ２２％，居世界第三位。但我国
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数量很少。目前，我国人均占有土地不足 １ 公顷，仅为世界
平均数的 １ ／ ３，人均耕地面积只有 ０ １ 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数的 １ ／ ４。而且我国土地
资源还存在着分布不平衡、土地后备资源不足、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化、盐渍化、

土壤肥力下降、土壤污染、耕地面积减少等问题。

１９ 世纪后期到 １９３０ 年，美国大平原地区由于大规模开垦，使土壤表层破坏严
重，肥力下降，水土流失，风将干旱的尘土吹到大片云层，并带到数千米远处形成黑

尘暴。黑尘暴让人们认识到了土壤的价值，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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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原及全美国的农场主开始珍惜他们的土地。他们接受了有助于土壤保护的现代

耕作方法。美国的土壤保护主要有两种方法，即因地形耕作和保护性耕作。因地形

耕作就是耕地的开垦要沿地形等高线，这有助于减缓过多降水的冲刷并避免土壤的

流失。保护性耕作就是尽可能少地损害土壤和覆盖在它上面的植物。因为上一年死

去的农作物的种子和茎留在土壤里有助于土壤恢复养分、保持湿度和涵养土壤。当

然在牧区也要限制放牧的规模。

据 《世界科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０ 期报道，过去认为犁地能使土壤通气，帮助沤烂杂
草和庄稼残余，用做肥料。现在认为犁地也会损坏土壤的肥力，增加土壤的侵蚀。今

天数以百万计的拉丁美洲人不再用犁，而 １ ／ ３ 的阿根廷人也不再犁地。相反他们靠种
植冬季作物，如黑麦，使用生物降解除草剂来消灭杂草。这样农民便能在短期内获

得收益，减少投入、肥沃土壤、提高产量和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不用犁翻耕土地在

总体上也是有益于地球生态的。因为未翻耕的土地可以紧紧控制住碳，否则当有机

物腐烂时碳就会跑到空气中形成二氧化碳，如果一公顷土地不耕地，则每年可以吸

收一吨碳。这样可以使土地成为一种扼制全球变暖的重要要素。

森林资源是森林和林业生产地域上的土地和生物的总称，包括林木、林下植物、

野生生物、微生物、土壤和气候等自然资源。森林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是

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因素。

我国森林资源面积的总量很大，现有林地 １ ３３７ × １０８ 公顷，蓄积量为 １ ０１４ ×
１０１０米３，分别名列世界第 ７ 位、第 ８ 位，雄居亚洲之首。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占有
林地面积、森林蓄积量、年木材消耗和森林覆盖率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 １９ ８％、
１１ ５％、１７ ６％和 ５６ ２２％。而且还存在着森林空间分布不均、资源结构欠佳、采伐
利用不便、森林资源质量较差、利用率低等问题。加上人口增长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诱发了过量开采；农村人口增长和能源缺乏，导致乱砍滥伐；粮食和建设对土地的

需要，加剧了毁林开荒。这些都使得我国已经承受着过重压力的森林资源，进一步

遭到严重的破坏。例如，我国长白山林区 １９４９ 年森林覆盖率为 ８２ ５％，现在减少到
１４ ２％；西双版纳地区，１９４９ 年天然森林覆盖率达 ６０％，目前已降至 ３０％以下；四
川省 １９４９ 年全省森林覆盖率在 ２０％左右，川西地区达 ４０％以上，但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末，川西地区覆盖率减至 １４％，全省减至 １２ ５％，川中丘陵地带森林覆盖率只有
３％。由于森林的破坏导致某些地区气候变化，降雨量减少以及自然灾害日益加剧，
同时还导致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

水资源　 指在一定时期内，能被人类直接或间接开发利用的那一部分水体。这
种水资源主要指河流、湖泊、地下水和土壤水等淡水，个别地方还包括微咸水。水是

生命之源，其功能和作用具有广泛性和不可替代性。虽然水资源还具有循环再生性，

但也具有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总量有限性和利弊两重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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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加上

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浪费，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水资源严重缺乏的问题。目前

世界上有 ６０％的地区处于淡水不足的困境，４０ 多个国家严重缺水。有些国家大量排
放污水造成的水资源污染，不仅加剧本国水资源不足的矛盾，而且使世界生态环境

受到破坏，直接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健康和生存条件。

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环境问题，是指水量、水质、水能发生了变化，导致水资源

功能的衰退、损坏以至丧失。主要表现为河流湖泊面积日益缩小，水体污染日趋严

重，地下水量日渐枯竭。

我国的江汉平原面积在 ５０ 公顷以上的湖泊的数量，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比 ５０ 年代减
少了 ４９ ３６％，总面积减少了 ４３ ６７％。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平均每年约有 ４ ０００ 万
人、３ ０００ 万头牲畜吃水困难。目前，全国有效灌溉面积约为 ４ ８１ × １０７ 公顷，约占
全国耕地面积的 ５１ ２％，近一半的耕地得不到灌溉，其中位于北方的无灌溉耕地约
占 ７２％。河北、山东和河南三省缺水最多。全国 ６００ 多个城市中，缺水城市已达 ３００
余个，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 １１４ 个，主要集中于东北、华北地区。

海洋资源　 是指生存于海水中的生物、溶解于海水中的化学元素和海水运动所
产生的能量，海水中贮藏的热量，海底蕴藏的矿藏等。

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着许多环境问题，如过度捕捞海洋生物、盲目围海

造地破坏海涂生态系统、无节制地向海洋排放污染物等。这使得海洋这一人类最后

的资源宝库也面临着可持续利用问题。

我国近海海洋环境优越，拥有多种多样的海洋资源，如拥有众多的渔场、蕴藏

着丰富的石油和多种类型的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等。

因为海洋大部分为公海，所以防止海洋污染是国际性的，而且还因为 “每一个

海洋”彼此连通，世界各国从 １９５４ 年开始就协调制定了 “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

等为数众多的公约，在全球环境问题上较早地采取了对策。这些公约根据海洋对象，

或按全球海洋或按某个特定海域分类；或根据污染源分类 （船舶、陆源、海底的直

接开发等）；或根据污染物的种类分类 （油、有害化学物质、废物等）；此外也可根

据名称分类 （公约、协议、议定书、指南等）。如联合国海洋公约、马波尔 ７３ ／ ７８ 公
约、伦敦公约、ＯＰＲＣ （石油组织）公约、ＵＮＥＰ 地区海洋汁划等。其中联合国海洋
公约规定除 “每个国家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这样一般性义务外，还制

定了 ４６ 条法规限制来自陆地的污染，来自海底的污染，因投弃造成的污染，来自船
舶的污染，经由大气的污染而要求制定的国内法规等。

（４）协调人地关系，从我做起
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人类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从古至今，人类

都在探索协调人地关系的途径，提出了众多的理论和方法，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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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同时也获得了许多的教训。

协调人地关系，就是要按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方法来协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

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协调人类社会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

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协调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

过程中作为地球村的公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我们生态环境的平

衡，珍惜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保护好我们的地理环境，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也

能获得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为此，世界各国都在自己的 ２１ 世纪议程中特别强调了
大力开展环境教育的意义和措施，以培养公民的环境意识。

１０ 中国的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于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正式颁布实施。其主要

内容有：

（１）规定环境法的目的和任务是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与
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２）规定环境保护的对象是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
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直接或间接影

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要素；

（３）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对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单位或个
人有监督、检举和控告的权利；

（４）规定了环境保护应当遵循的原则；
（５）规定防治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环境的基本要求及相应的法律义务；
（６）规定中央和地方环境管理机关的环境监督管理权限及任务等。
１１ 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在协调人地关系，保护环境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些事情，如不乱扔

垃圾，养成学生乱扔垃圾是不文明行为的意识；少用一次性制品，如一次性筷子、圆

珠笔、保鲜膜、牙刷、牙膏、拖鞋等；自备购物袋，少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自

备餐盒，减少白色污染和垃圾的产生；旧物巧利用、交换捐赠多余物品、珍惜纸张、

使用再生纸、替代贺年卡、选绿色包装减少垃圾灾难；回收废塑料、废电池、废纸、

生物垃圾和各种废弃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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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教案　 　 　

教案一：

第一章　 人口与环境

第三节　 人口迁移

一、教学内容

第三节　 人口迁移
二、课时安排

１ 课时
三、教材分析

本章第一节主要讲述人口的自然增长，实际上，由人口迁移引起的人口机械增

长也能引起人口数量的变化，同时人口迁移也改变着迁入地和迁出地人口的分布状

况，因此本节内容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教材针对人口迁移从概念到原理、从历

史到现实进行阐述，并从成因方面作了深刻探讨，使学生能够比较理性地思考和看

待人口迁移现象。

四、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１ 了解人口迁移的概念和分类。
２ 探究人口迁移的特点，举例说明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
３ 正确认识人口迁移的正面、负面影响。
４ 通过有关人口迁移的讨论，学会全面地、客观地分析某一具体的人口迁移

现象。

（二）过程与方法

１ 通过分析人口迁移与人口移动两个概念的关系，明确不同地理概念的区别与
联系，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

２ 通过剖析人口迁移的基本原因———推力、拉力作用，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各
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使学生学会正确看待各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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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１ 通过人口迁移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结合生活实际，解释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用科学的理念、发展的观点看待生活。

２ 激发学生探究地理问题的兴趣，养成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形成正确的世
界观。

３ 培养学生正确的人口观和环境观。
五、教学重难点

引起人口迁移的因素。

六、教法、学法

（一）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利用图片和资料展示、

播放录像等手段，加强学生感性认识，并引导学生阅读图表，分析问题，从而培养学

生总结归纳能力；结合实际，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培养学生创造性

思维。

（二）采用自主合作学习的方式，分组讨论，共同归纳总结得出答案，从而提高

学生的合作意识，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七、课前准备：划分小组，将学生分成 ６ 个活动小组，每个小组做好分工：发言
人、组织者、纪律监督者。

八、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播放录像：我国民工流动、伊拉克战争难民，引入本节课题。

【学生阅读】

回答问题：①人口变动的原因是什么？②什么是人口迁移？③短期旅行、农民秋
收后到城市打工、去商店买东西是否是人口迁移？

提示：人口迁移是指变更定居地时间为长期或永久，人口迁移≠人口流动，③中
的现象都是人口流动。

【活动参与】针对课文活动 １ 判断是否为人口迁移，各组讨论，发言人回答。
【展示】①图 １ － ９ “近现代世界人口迁移流动路线示意图”；②遍布世界各地的

唐人街；③我国当代人口迁移。
【承转】①②为国际人口迁移，③为国内人口迁移，引入人口迁移的分类。
【活动参与】针对课本活动 ２ 判断哪些为国际人口迁移，哪些为国内人口迁移，

以及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各组讨论，发言人回答。

【承转】人口迁移类型多种多样，引起人口迁移的原因是什么？引入下一个问题

———引起人口迁移的因素。

【学生阅读】课文第一、二段，回答问题：人口迁移的基本原因是什么？（推力

７７１湖
南
教
育
出
版
社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Ⅱ　 教师教学手册











与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探究】①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美国人口迁移的方向怎样？拉力和推力分别是什
么？②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美国人口迁移的方向怎样？拉力和推力分别是什么？

【讨论回答】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由于东北部老工业区环境恶化，西部和南部环
境优美，新兴工业发达，故人口从东北部向西、南部迁移；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随着
城市环境改善和老工业区经济的重建，出现了人口向老工业区和城市回流的现象。

【承转】从以上分析可知，引起美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环境生态因素。

【阅读回答】①自然环境因素中哪些是拉力，哪些是推力？②什么是环境移民？
三峡移民是否为环境移民？

答案：拉力为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水源方便，地形平坦，资源丰富；推力为环

境恶化、自然灾害。由生态环境条件恶化而引起的移民称为 “环境移民”或 “生态

移民”。三峡移民并不是环境移民，因为环境移民是被迫的，结果都是流离失所，背

井离乡。例如，图瓦卢举国移民新西兰。

【承转】自然条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是通过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来实现的。经济

因素对人口迁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阅读回答】①经济因素中的拉力、推力分别是什么？②经济因素主要表现在哪
几个方面？举例说明。

答案：拉力为经济水平高，迁入率高。推力为经济落后，迁出率高。表现：城市

化的推进，大型建设项目的布局，区域的大规模发展，交通运输。

【展示资料】深圳———年轻的特区城市、三峡工程建设、西部大开发等资料。

提问：人口迁移分别受哪些因素影响？

答案：城市化的推进、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的布局、区域的大规模开发等。

【活动参与】学生阅读课本 “我国流动人口已达 ２ ３６ 亿”的 “活动”内容，分

组讨论：①与以往相比，我国流动人口的特点发生了哪些变化？②为什么一部分流
动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有所增强？

答案：①与以往相比，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平均年龄更小，流动距离更长，流动原
因更趋多元化，也更青睐大城市。②流动方式由个体劳动力流向家庭化迁移转变。

【阅读提问】阅读课本材料：我国当代人口迁移、战争与巴尔干人口迁移。

问题：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我国人口迁移与巴尔干地区的人口迁移分别是由什
么因素引起的？

答案：国家政策、战争即政治因素。

【自主学习】①社会文化因素表现在哪些方面？
②下列人口迁移现象，分别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
Ａ 科技人员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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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印巴分治导致南亚次大陆出现规模空前的人口迁移
Ｃ 老张到深圳和儿子一起居住
（文化教育、宗教、家庭婚姻）

【活动参与】阅读教材活动，讨论回答：

①世界人口迁出国和迁入国有什么特征？（迁出国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迁入国
大多是发达国家）

②造成这种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发达国家经济发达，发展中国家劳动
力剩余，主要受经济因素影响）

③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我国人口迁移主要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经济因素）
【小结】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自然生态环境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

文化因素。在以上因素中，经济因素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

【探究】人口迁移对迁出地和迁入地分别带来怎样的影响？

讨论回答：对人口增长和分布产生巨大影响；对人口结构产生影响；对经济、文

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城市的环境、交通、住房等产生影响。

【总结】

人口迁移　
概念

分类
国际人口迁移{{
国内人口迁移

引起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　

自然生态环境因素

经济因素

政治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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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二：

第二章　 城市与环境

第二节　 城市化过程与特点

一、教学内容

第二节　 城市化过程与特点
二、课时安排

１ 课时
三、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１ 了解城市化的概念、标志以及意义。
２ 了解乡村—城市转型的概念和主要类型。
３ 理解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作用。
４ 理解并掌握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的异同，并能由此进一

步理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之路。

（二）过程与方法

１ 通过对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和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相关材料的学习，

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

２ 通过对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的异同”的探讨，培养学

生养成多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１ 在问题剖析过程中，激发学生探究地理问题的兴趣和动机，养成求真、求实
的科学态度。

２ 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的异同，培养学生的辩证
思维能力以及科学的城市发展观。

四、教学重点、难点

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的异同。

五、教学方法

（一）自主—合作学习：为使教学面向全体学生，实行小组合作学习 （根据实际

情况，每 ９ ～ １０ 人为一组，把班级分成若干组），引导学生团结协作，充分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本节课内容比较有条理，所以充分利用各种图片以及教学资料，加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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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性认识，并通过阅读图表、资料，引导学生分析，从而培养学生的总结归纳

能力。

六、学法指导

自主探究 ＋分组合作学习法　 顾名思义，就是自己主动去探索、研究，充分地
利用团队智慧来学习获取新知识的方法。一般地说，就是我们借助现有的学习材料

和查阅相关的图文资料，和老师、同学密切合作，有目标、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自

己动手动脑、主动探索，通过观察、列表、比较等方法获取新知识、新思想，进而归

纳、概括出事物的一般规律或特点，提高自身素养的一种学习法。

七、教学准备

（一）组织课堂

全班分成 ４ 个合作学习小组和 １ 个评判组，学习小组每组推举 ３ 名专家学生 （中

心发言人）和 １ 名噪声管理员，中心发言人编写 １、２、３ 号依次发言，噪声管理员的
主要任务是使讨论有效进行。在合作探究过程中，中心发言人的发言代表全组同学

的观点和见解，体现全组的智慧。评判组不但要自主获取新的信息，还要发扬合作

精神，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给各合作组的观点和见解以正确与否的评判，并记录

好各组的学习成绩。

（二）与学生共同制定课堂活动规则

活动规则：必答题每题 １０ 分，答错不得分，小组其他同学有两次补充发言的机
会，答对同样记分。抢答题每题 ２０ 分，答错不扣分，小组其他同学有两次补充发言
的机会，答对同样记分。风险抢答题答对得相应的分数，答错扣该题相应分数的一

半，小组其他同学有两次补充的机会，答对同样记分。每组回答结束必须说明回答

完毕，然后由评判组给予点评。

八、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课件】展示 “北京城市用地的扩展”图，说明 １９４９ 年以前、１９６５ 年、１９９０ 年
和 ２０１２ 年北京城市用地变化情况，让学生通过读图讨论问题：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
北京城市用地规模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让各小组讨论后自由

发言，教师归纳总结）

【过渡】北京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就反映了城市化的过程。为什么会

发生这些变化？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二）第一轮活动

【课件】展示相关的图文资料，让学生通过尽可能多的途径获得有关城市化的知

识信息。然后，每组有一个必答题展示本组学习效果，评判组给每个小组做出正确

评价。最后，教师做出总结性点评。必答题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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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组：什么是城市化？
２ 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哪些标志性特征？
３ 组：城市化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４ 组：什么是乡村—城市转型？可以分成哪些类型？
【问题小结】

１ 城市化是指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
２ 城市化的标志性特征为：①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②劳动力从

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逐渐转移；③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
３ 城市化的意义表现在：①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能够创造出比较多的就业机

会，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②城市化过程能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有利于改善
地区产业结构；③城市化有助于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工业化使城市化获得持续推
进的动力；④科技的进步和信息化的推进，使现代化大城市成为主要的科技创新基
地和信息交流中心；⑤城市文化向乡村广泛地扩散和渗透，影响着乡村的生产生活
方式，并提高乡村的对外开放程度。

４ 乡村—城市转型是指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主要有三种：一是乡村地区
转变为城市地区；二是乡村集镇转变为现代化城市；三是城市边缘的乡村转变为

市区。

（三）第二轮活动

【课件】展示有关城市化动力的图文资料，让学生尽可能获得相关知识信息。然

后，每组有一个必答题展示本组学习效果，评判组给每个小组做出正确评价。该轮

活动出现一个抢答题。最后，教师做出总结性点评。必答题设计如下：

１ 组：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什么？为什么？
２ 组：第一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化有何影响？
３ 组：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化有何影响？
４ 组：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化有何影响？
抢答题：历史上三次技术革命促进了工业的发展，那么，三次技术革命对城市

化的进程有何影响？

【问题小结】

１ 社会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２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明显过剩，农业人口向城市大

量转移。

３ 工业是城市经济的主要支柱，能够安排大量劳动力就业。
４ 经济繁荣的城市，服务业相对发达，能够安排大量劳动力就业。
抢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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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 第一次技术革命 第二次技术革命 第三次技术革命

开始时间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主要标志 蒸汽机的发明 电气化 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及普遍应用

科技发展 蒸汽动力代替水力
内燃机和电力广泛应用于

现代工业生产

普遍应用信息技术、生物工

程、新能源、新材料和微电

子技术

城市化

农业人口到煤铁产地从事

钢铁、机械、纺织等工

业，在煤铁产地出现城镇

大量农村人口到城市里从

事工业生产

农村劳动力过剩，城市能够

提高更多、更好的就业机

会，大量农村人口到城市从

事第二、三产业

（四）第三轮活动

【课件】展示图表资料 “世界城市化的推进”、学习材料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以及图片 “日本东京城市景观”“传统建筑与高楼大厦形成

鲜明对比”，使学生获得发达国家城市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差异的有关知识。活

动过程同前两轮。该轮必答题设计如下：

１ 组：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开始，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城市中心区萎缩，中小城
镇则发展迅速。试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２ 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合理吗？说出判断理由。
３ 组：试从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水平、近半个世纪以来城市化发展速度等方面，

讨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差别。想一想，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是

什么？

４ 组：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同特点，谈一谈城市
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抢答题：试分析 “经济越发达，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的观点是否

正确，为什么？

【问题小结】

１ 其原因主要是：大城市中心区环境恶化，地价上涨，交通拥挤，居住条件差；
城市边缘和小城镇基础设施完善，再加上高速公路的发展，私人小汽车的普及，许

多人在城市中心区和郊区之间做 “钟摆式”移动。此种现象又叫逆城市化。

２ 不合理。理由是：①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不是随国内工农业生产的持续
发展而提高，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因为农业提供不出足够的剩余产品维持城

市人口的增长，城市也吸收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②工业生产和城市拓展对当地生
态造成很大破坏，结果导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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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比较：

国
家
类
型

所
处
阶
段

起
步
时
间

目
前
速
度

发
展
水
平

城市人

口比重

城市

化与

经济

发展

原　 因 后　 果

发
达
国
家

后
期

早 慢
较
高

大
相
适
应

农业向现代化方向

发展，大批农业劳

动力向城市迁移

①大城市中心区表现出衰落，城
市外围地带建设了比较多的卫星

城；②市区范围明显扩大，城市
边缘地带发展较快；③出现了高
水平的大城市连绵带；④注重营
造高质量的人居环境，城市绿化

率保持较高的水平，重视保护城

市的历史文化和文物古迹

发
展
中
国
家

中
期

晚 快
较
低

小

不
相
适
应

城市经济畸形发

展，人 口 增 长 过

快，农 村 劳 动 力

过剩

①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
给城市就业、基础设施建设和进

一步发展造成很大压力；②工业
生产和城市拓展对当地生态造成

很大破坏，结果导致城市人居环

境质量大幅度下降

　 　 ４ 城市化的发展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城市化水
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城市化的速度也就越快。

抢答题：这种观点是有条件的，只能说是一般规律，但不能说是绝对规律。在许

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就不是遵循这种规律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明显

超过了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工业发展水平，城市总体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

后。南美洲国家这种状况最为突出。另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则表现为城市化进程落后

于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程。如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就属于

这种状况。

（五）第四轮活动

【课件】展示 “我国六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图，结合课本阅读资料 “中国的

城市化”，使学生获得关于我国城市化的新知识新信息，活动同前三轮，该轮必答题

设计如下：

１ 组：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在速度、动力方面有什么特点？
２ 组：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在产业结构变动、人口流动方面有什么特点？
３ 组：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在城市建设、环境生态保护方面有什么特点？
４ 组：现阶段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工业化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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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小结】

１ 现阶段我国城市化速度呈现加快的态势，其动力主要来自改革开放带来的经
济迅速发展。

２ 现阶段我国城市化促使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从而带动人口从内地
流向沿海，由山区流向平原，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农村流向

城市。

３ 现阶段我国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在环境和生态保护方面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城市生态环境也得到初步改善，但城

市生态环境仍不容乐观。

４ 现阶段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基本协调，但也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我国人
口众多，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是城市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而工业是

我国城市经济的主要支柱，能够安排大量劳动力就业并为服务业提供广阔的发展

空间。

评判组代表总结发言，综述该节课所得到的总体信息。评判组公布前四轮各组

的学习成绩。

（六）信息反馈

【课件】展示 “风险抢答”题，每题答完后由评判组给予点评，然后教师展示答

案。试题设计如下：

１ 衡量城市化水平最重要的指标是 （　 　 ） （１０ 分）
Ａ 城市人口增加，乡村人口减少　 　 　 　 Ｂ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Ｃ 乡镇企业规模的扩大 Ｄ 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大
２ 关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特点，叙述错误的是 （　 　 ） （２０ 分）
①城市化总体水平较低　 ②城市化起步晚，发展很不平衡　 ③城市化起步早　

④出现逆城市化
Ａ①②　 　 　 　 　 Ｂ③④　 　 　 　 　 　 Ｃ①③　 　 　 　 　 Ｄ②④
３ 下列关于城市化的叙述，正确的是 （　 　 ） （２０ 分）
①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重大多在 ７５％以上　 ②发达国家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主要

是由于交通工具的现代化　 ③大城市发展迅速和中小城市发展缓慢是当今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点　 ④英国是世界上城市化发展最早的国家

Ａ①② Ｂ③④ Ｃ①③ Ｄ②③
４ 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最快的时期是在 （　 　 ） （１０ 分）
Ａ 产业革命后 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
５ 读 “某大城市 １９６８ 年、１９９０ 年、２０１０ 年的同比例尺平面示意”图 （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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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下列问题。

（１）该城市从 １９６８ 年到 １９９０ 年城市的变化特征是：（３０ 分）
① 　
② 　
③ 　
（２）该城市从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００ 年城市的变化特征是：（４０ 分）
① 　
② 　
③ 　
④ 　
（３）分析上述三图，未来城市变化的主要趋势是： 。（１０ 分）
（七）评判组合计分数并公布本次课堂活动的优胜组。

（八）【课堂小结】学生总结本节课学到了什么知识，习得了什么方法，以达到

即时反馈和及时巩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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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双语学习参考译文

第一章　 聚焦人口

随着世界各地出生率的普遍下降，“人口爆炸”的危机似乎正在逐渐减弱。然而

世界一半的人口年龄在 ２５ 岁以下，就算这年轻一代的妇女每人只生育两个孩子，世
界人口仍将保持持续的增长。

联合国预言平均家庭人口数量将决定世界人口数的增长，就像下图所展示的那

样，即使平均家庭人口数出现微小的变化也将给世界人口增长带来巨大的影响。

Ａ １ ６ 个孩子或以下　 　 　 　 Ｂ ２ 个孩子　 　 　 　 　 　 　 Ｃ ２ ５ 个孩子

Ａ 世界人口数量将在 ２０５０ 年达到最大值 ７７ 亿。
Ｂ 世界人口数量在 ２０５０ 年将达到 ９４ 亿，下个世纪达 １１０ 亿，然后基本保持

稳定。

Ｃ 世界人口数量在 ２０５０ 年将达到 １１２ 亿，并继续增长，在 ２１５０ 年达 ２７０ 亿
之多。

第二章　 城市问题

城市是文化、经济、政治、人口、交通和通信中心。大多数人会在城市里找工

作、谋生和积累财富，同时也在这里享受丰富多彩的生活。然而，城市里存在着许多

的问题，比如较差的居住条件、环境污染和拥挤不堪的交通。

在发展中国家，数百万的人们依然居住在不符合标准的住房和拥挤不堪的棚户

之中，即使在发达国家，居住条件也不容乐观。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期，美国的城市
中就有 ５ ５％的住房低于居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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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的大量增长和不断增加的汽车数量，使大城市里的出行变得越来越困

难。交通堵塞常常耽误和困扰着人们。各个城市也在花大力气解决这些问题。然而，

人口的增长，资金的匮乏，建设的巨额成本和其他的因素仍然不断地在制造着新的

城市问题。

　 　 居住条件差是目前最严重的城市问题之一，
尽管各个政府都在花大力气提高居住质量，但

大量的棚户住房依然存在

　 　 在城市，出行往往非常困难，人们不得不挤
在人满为患的火车和公共汽车里或者在拥挤的路

面上驾驶

第三章　 欧洲的工业活动

欧洲是世界上制造业产量最大的大洲。其中高度发达的一些国家利用最先进的

适用技术生产着数量巨大的产品。同时，许多国家又因其高技能的劳动力而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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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先进技术和熟练工人可以使欧洲国家原材料不足的缺点得到弥补，如法国、意

大利等国家的原材料几乎耗尽，必须大量进口诸如铁矿、木材和石油等原材料。

欧洲的大型工业区主要分布在其制造业方面处于领先的五个国家中，其中世界

上最著名的工业中心，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区之一就是坐落在德国西部的鲁

尔区。该工业区以鲁尔河命名，这里蕴藏着储量巨大的高品位煤炭，同时它还拥有

由铁路、运河等组成的四通八达的高效运输网络。鲁尔区主要的工业产品是化工产

品、钢铁、机械以及纺织品。

第四章　 环境污染

各种形式的环境污染正在以多种方式危害着我们的地球。由于环境中的各个部

分都是相互联系的，所以就算是单个的自然环境因子遭到破坏，其他的部分也会受

到波及。

原油泄漏污染水体并毁坏海滩，同时它还会包裹住鱼类、鸟类以及海洋生物，

并夺去它们的生命。

农药会破坏土壤的

生产力，同时它也会渗

入到地下水和其他的水

体系统中危害水生生命。

喷洒的杀虫剂会随风传

播到很远的地方，同时

还会经由食物链的传播

对人类和野生动物造成

危害。

酸雨会造成鱼类的

死亡，建筑的污损以及

森林和土壤的毁坏。

室内空气污染，包

括吸烟和有害的刺激性

气体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例如，人们如果大量吸入具有放射性的岩石产生的氡

气就易患上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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