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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考是学生在高中阶段所有考

试中最重要，且影响他们人生方向的一次

考试，故高考无疑是整个高中阶段教师与

学生最重视的考试。在高中地理复习阶

段，教师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

素养，使学生在学习地理知识的同时，可

以养成比较稳定的心理素质，进而提高

个人的个性特征以及心理品质，使得学

生在备战高考的同时具备地理核心素

养，让他们更加切身实际地去感受地理

带来的魅力，促进基础知识的掌握以及

加深对地理学科核心内容的理解。本文

叙述了地理核心素养的构成以及提高地

理核心素养的方法，希望可以为广大教

师提供一个参考，共同提升学生的地理

高考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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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是研究自然科学和世界地理

环境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门学科，其在

高考中占有一定的分数比例。随着近几年

课标的不断改革，各个学校已经不再局限

于灌输学生基本的地理知识，而是更加注

重学生地理素养的培养。地理素养是由地

理方法、地理知识、地理观点、地理能力、
地理态度以及地理情感等要素构成的。要

培养学生的地理要素，就要好好培养学生

学习地理的态度。地理要素是指一个人在

学习地理时所表现出来的学习行为，是有

关于学生个人学习的精神表现。而地理核

心素养是在地理素养的基础上，不仅仅涉

及学生的学习表现，更关乎到学生未来适

应社会的能力以及个人的发展方向。在培

养好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基础上，对学生

进行地理知识的灌输，强化其高考复习进

度，对学生备战高考有着事半功倍的效

果，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学生在地理高考中

的能力。
一、地理核心素养的构成

地理核心素养在地理素养的基础上，

是一种修养，一种气质，同时也是现代公

民的一种必备素质，以及国民素养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高中地理阶段，及时培养起

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地理核心素养主要包括人地观念、综
合思维、区域认知以及地理实践力四个

方面。人地观念就是人们对人地关系的

认识、理解和判断，是地理学和地理教育

的核心观点。在人地观念中人和地是相

互影响、相互关联的，人影响着地，同时

地也在影响着人，正确地理解人和地的

关系是我们解决地理问题的关键。地理

学科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涉及学

习的方面也很多，不仅仅包括自然、经

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内容，同时也包含

了地形地貌和地区气候。把地理学科的

内容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与学习，

有利于学生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理解，以

及对地理问题的分析。区域认知是地理

学习的重要内容，又是学习地理的重要

工具。现代的地图是区域认知的有利工

具，且其中包含的知识素养相当丰富，既

有传统的纸质地图，又有现代的电子地

图，这为学生对区域的认知提供了更广

阔的学习方法。地理实践力是学生借助

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在现实生活中进

行户外实践。
二、培养学生地理思维能力的方法

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是教育深化课

程改革的新指标，探讨研究地理核心素养

对于学生学习物理学科来说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培养好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

就能够使学生很好地从地理学的角度去

观察思考事物，并且可以很科学地运用地

理知识，去发现现实中的地理问题并善于

解决。在每一堂地理课上，教师都有任务

去激发且培养每一位学生的地理思维能

力，注重学生在这方面的发展，为其学习

扎实的地理知识打下基础，提升其在高考

中的能力。
1.贴近生活，激发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人类生活在地理环境中，我们的生活

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地理环境的性质以

及变幻时时刻刻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
生活上的感受是实际的、鲜活具体的，利

用学生切身感受的生活，来调动学生学习

地理知识是很明智的教学方式，教师应该

多多引入生活中的自然现象以及时事热

点，激发起学生的参与兴趣，让学生亲近

地理，使其感受到身边的日常生活中处处

隐含着许多的地理知识，体会到地理与现

实社会的结合，这样的教学方式能够有效

地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利于培养学

生的地理核心素养。例如，在进行“气候的

形成和变化”这一知识点教学时，教师可

在课堂上根据南北气候差异性较大的特

点，让学生自行在课堂上分享，引导学生

根据自身家乡的气候变化切身体会课堂

上的知识点。同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

思考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进行思维

拓展。
2.教学方式多样化。
一直采取传统的教学方式难免会使

学生对课堂失去兴趣，教师在备课过程中

可以更加大胆地采取新颖的授课形式，让

学生在日常沉闷的学习中感受到不一样

的学习方式，这样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

习热情，又可以使学生在有趣的氛围中轻

松地掌握地理知识点。例如，在学习到不

同地域有不同的风土人情时，教师可以让

学生在课堂上自由发言，让学生把自己看

到、接触到的不一样的人类文明在课堂上

分享。除此之外，还可以让学生把自身在

旅游中切身体会到当地文化的感受分享

出来，这样的上课方式激起了学生的讨论

欲望，让学生在发言中领略学习到不同地

域、不同的民族文化，同样能达到对学生

思维能力进行培养的效果。
3.多设计实践活动课。
面对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学科，教师的

教学不仅仅是局限在课堂上，还可以时常

设计户外社会实践课，让学生切身去感受

课本中的知识，动手去实践与解决学科知

识，这对于学生学习地理知识以及培养其

地理素养来说十分重要。例如，在学习到

气候对植被生长的影响时，可以设计一堂

实践活动课，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在学校里

参观校园的美景，直接可以利用校园里有

的生物进行植被生长环境等的讲解，让学

生领略到校园的特色景观，激起学生对大

自然的热爱。可以引导学生针对气候对植

物生长造成影响的原因进行对比分析，并

基于地理实践能力培养，提升地理高考思维能力
福建省尤溪一中 张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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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仿写 写作 基石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曾指出：“语文

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只有通过

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这
句话道出了语文学习的真谛，也告诉我们

仿写是写作入门的必经之路。借助文本中

的言语形式进行语言内容的仿写，是提高

学生表达能力的有效途径。在低年级段如

何借助仿写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呢？我在

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以下几点：

一、借助图片进行仿写

学生年龄尚小，生活阅历不足，在表

达上往往受到局限。借助孩子们喜闻乐

见的图片，可以拓展他们的视野，打开话

匣子。
如：《小蝌蚪找妈妈》中，让学生用

“披”说一句话，学生除了说自己或老师披

了一件衣服外，再无其他。为了打开思维，

我出示了“行人披雨衣”“披黑斗篷的女

巫”“红披风的蜘蛛侠”“披铠甲的勇士”等

图片，学生有了话题，用“披”这个动词的

说话训练也变得扎实有效。
图片的拓展也极大地发挥了孩子们

的想象力，他们写出来的句子生动形象，

富有神采。
二、结合生活进行仿写

低年级学生的观察力弱，借助教材，

给学生提供情境，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细致

的观察能力，更能激起他们表达的欲望。
如：《我是什么》一文中，就“平常我

在池子里睡觉，在小溪里散步，在江河里

奔跑，在海洋里唱歌、跳舞、开大会”一句

进行仿写。我让学生说说还在哪些地方

见到过水或变形的水，学生根据自己的

生活经验，谈到了“露珠”“霜雪”“窗花”
“雾凇”“冰凌”等自然现象，再模仿课文

的表达，学生写出的句子这样富有诗意：

我有时在荷叶上滑滑梯，有时在窗户上

画画，有时在树枝上开花，有时在房檐下

吹喇叭。

三、赏析后进行仿写

利用课文中的句子练习，让学生体会

作者的表达方式。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生动形象的句子往往是通过比较才被学

生所体悟的。鉴别欣赏之后，学生的仿写

更高效。
如：《纸船和风筝》课后练习出示了两

句话：

1 .纸船漂到了小熊家门口。
2.纸船漂呀漂，飘到了小熊家门口。
通过对比，学生很容易就感受到纸船

漂的时间很长。后来的仿写也就有了情感

的强化。“春风吹呀吹，吹绿了田野，吹红了

桃花。”“小溪流呀流，终于流进了大海。”
“小葫芦长呀长，终于赛过了大南瓜。”“我

们盼呀盼，终于等来了一场大雪。”
仿写是学生习作的起始，是写作的基

石，在易于模仿的地方多些仿写的环节，

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久而久

之，学生的写作水平就会得到提高。

通过查阅资料等方式，针对该地理问题进

行深入分析，同样能得到提升其思维能力

的效果。一堂成功的社会实践活动课会让

学生对当堂的知识印象非常深刻，同时也

培养起了学生的独立思考以及动手实践

的能力。
三、基于核心素养备考，提升地理高

考能力

每年高考的题型与考点，教师都需要

将其研究分析，归纳总结。作为带领学生

备战高考的地理教师，更加需要对高考考

题方向进行透彻的分析，认真研究复习方

法，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学生

的地理核心素养进行高考备考，提升学生

们的地理高考能力。
1 .教师自身的提升。
身为带领学生备战高考的教师，必须

不断地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完善自身在

地理学科方面的核心素养，不断研究分析

历年高考出题的方向，总结归纳出一套适

合学生们备战高考的复习策略。不仅如

此，教师还要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教育观

念，学习新的知识，丰富自身的个人魅力，

在带领学生备考的过程中鼓励学生多研

究、多独立思考。
2.学生自身的提升。
作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其必须

要重视且清晰自己的目标，通过多样化

的学习方式去培养自身的地理核心素

养，积极配合教师的教学，积极参与课堂

互动以及社会实践活动，注重自己地理

核心素养的培养，在复习过程中不断利

用地理科学的思维方法，独立思考，重视

地理学科的学习。
高考地理的高效率复习，需要先培养

起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利用此素养渗透

到每一次对地理学科的学习与复习之中，

不断历练以及巩固每一块知识点，逐渐提

升自己的理解与答题能力，使得学生在高

考中的解答能力得到有效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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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写———写作的基石
河南省清丰县固城乡中心学校 李君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