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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论述了“数字地球”的概念及其特点 ,简要 分析了“数 字地球”对地理教育产生的 深远影响 ,提 出了我国

地理教育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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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地球”概念的提出
“数字地球”是美国副总统戈尔于 1998年 1月 31日在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所作的“数字地球—— 认
识 21世纪我们这个星球”这篇演讲中提出的新概念 . 它一经提出就引起各国各界人士关注 ,对此理解和定
义也各有春秋 .总的来说 ,“数字地球”就是信息化地球 ,是一个完整的地球信息模型 .它把有关地球的所有
信息加以整理 ,构建了一个全球信息模型 ,通过这个模型 ,再加上相应的一些技术设备 ,我们可以快速、形
象、完整地了解我们所在星球上任何一点、任何一方面的信息

[1 ]

. 就象戈尔在演讲中所描述的: “一个女孩

来到本地博物馆参观`数字地球’ 展览 ,她利用声音识别能力系统 ,可以询问有关土地覆盖、植物和动物种
类的分布 ,实时气候、道路、行政范围及人口等方面的信息 .她也能看到自己和世界各地的学生们收集的全
球环境的部分信息 ,这些信息能天衣无缝的融入数字地图或地面数据里 .她还可以不受限制地穿越空间和
时间 ,在虚拟的去巴黎、参观了卢浮宫等场景后 ,又通过细读`数字地球’ 表面的数字化地图、实时摘要、传
说、报纸等主要原始材料 ,回到过去学习法国的历史甚至于把时间线伸回到很远 ,从数日、数年、数世纪甚
至于到地质纪元 ,去了解恐龙的情况” [2 ] . “数字地球”概念的提出使人类成了地球真正的主人 ,也实现了
“信息就在我们指尖”的理想 .同时也给我们传统教育的模式、方法、内容、手段、目的等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
促成了一场新的教育革命 .
2 “数字地球”给地理教育带来的变革
由于“数字地球”是嵌入海量地理数据的多分辩率、三维的地球 ,它提供的海量数据和信息对教育特别
是地理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一影响 ,我们有必要先介绍“数字地球”的一些特点 .
( 1) “数字地球”的数据具有无边无缝的分布式数据层结构 ,包括多元比例尺、多分辨率、历史和现时
的矢量和栅格格式的数据 .
( 2) “数字地球”具有可以迅速充实、联网的地理数据库 ,以及多种可以融合并显示多元数据的机制 .
( 3) “数字地球”以图像、图形、图表、文本报告等形式提供数据、信息、知识等方面的服务 .
( 4) “数字地球”的服务对象覆盖整个社会层面 ,无论政府机关还是个人企业 ,无论科教部门还是生产
单位 ,无论专业技术人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
( 5) 用户以多种方式从中获取信息 ,运用带有传感器功能的特制数据手套 ,可以对“数字地球”进行分
[1 ]

类可视化操作 .
通过对“数字地球”特点的初步分析 ,我们对“数字地球”有了进一步地了解和认识 ,下面我们将从几个
方面来概要讨论“数字地球”在地理教育中产生的变革 .
2. 1 教学方式上—— 多媒体教学的实现
长期以来我们主要采用课堂教学方式 ,教师以一盒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奋斗在教学前线 .虽然近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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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出了一些新的地理教学法 ,但并未在根本上改变教师面向学生传播知识和技能的传统教学方式 . 特别
是地理课本中部分概念、原理相当抽象 ,学生理解起来很难 ,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 .
通过“数字地球”这一嵌入海量数据的信息实体 ,能把摸不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和神秘浩淼的宏观世
界生动、直观地显示出来 ,帮助学生把握概念、原理的实质 .例如通过调用太阳系的动态模型 ,我们可以清
晰地演示地球运动 ,地球在绕地轴自转的同时又绕太阳公转 ,地轴的倾角保持不变 . 在一定的程序控制下
我们既看到了地球运动的特点 ,又展示了正午太阳高度及昼夜长短的变化、四季的形成、五带的划分 ,这在
教学中称为难点、重点的内容 ,在计算机上只需简单操作一下就一目了然 ,而且在演示过程中再加上音乐、
动画、文本、语言讲述等 ,使学生在放松兴奋的体验中轻轻松松地就掌握了要领 .特别是通过鼓励学生自己
动手 ,身临其境变枯燥的课堂为娱乐的殿堂 ,在最大限度上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取得明显教学效果 .
2. 2 教学环境上—— 开放的实验室
传统的教学环境基本上是粉笔和黑板 ,有的再加上一些挂图和教学模型 .但地理作为综合性学科 ,实
践性强、跨越时空尺度大 ,由于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 ,我们真正能身体力行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这就使得理
论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产生了脱节 ,“数字地球”弥补了传统教学环境的不足 ,只需轻轻一点 ,我们就可以到
达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 ,甚至于任何一个时代 .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我们可以到达侏罗纪 ,在那儿不仅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自然景观、形状各异的恐龙和
其他各种动植物 ,还可以通过系统的声音识别能力 ,真实地听到恐龙和其他动物的叫声 ,甚至于通过对恐
龙的点击详细的观察任何一种恐龙的生活习性 ; 通过不同气候条件和环境的模拟 ,对其他动植物和恐龙的
种类及数量进行重新分配 ,从而观察不同分配方案和自然条件下恐龙的演化情况 ,为了解恐龙灭绝的原因
[3 ]

进行有益的探索 .
我们还可以通过头盔和手套到达南极 ,观看那巨大的冰川、神奇的“绿洲”、绚丽的极光以及半年不落
的太阳 ,甚至于钻到地球里勘探南极丰富的矿藏 .通过对南极风情的了解和恐龙灭绝原因的分析 ,培养学
生对环境、生态的保护观念 .在一定意义上“数字地球”改善了我们以往的教学环境 ,缩短了我们与地球的
距离 ,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地球、建设地球、改善地球提供了全开放的实验室 .
2. 3 教学途径上—— 远程教学的出现
“数字地球”全方位、多形式提供信息的特点使人们可以通过家庭学校、电脑大学、跨国课堂、全球学习
网等新的教育网点学习知识 .通过它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和教材、教师及其他学习者进行交流 ,这种交流可
以通过多种方式—— 如文本、声音、图像、视频、实际对象或虚拟对象 ; 多种途径—— 象电子、语音、视频信
笺 ,文本、语音交谈 ,视频交流或虚拟会见等 ,及时了解国内外地理发展动态 ,使我们真正地走出课堂、迈向
世界 . 另外 ,通过“数字地球”学生可以挑选优秀教师讲课 ; 同网上专家、教师、同学对话 ; 讨论问题 ; 还可以
到联网的图书馆查寻文献资料 ,共享信息资源等 .特别是目前受时空和经济的制约 ,大家能进行面对面的
交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社会地理教育事业的发展 ,而“数字地球”上的各种成果
使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能学到几乎所有的知识 ,不仅能及时掌握世界各地地理教育发展情况 ,而且能够各
抒己见、百家争鸣 ,大大改善了我们目前各行其是、交流闭塞的局面 ,拓宽了地理教育的发展道路 .
另外我们处在知识日新月异的时代 ,地理现象、地理问题层出不穷 ,作为一名地理教育工作者 ,更需要
不断吸收新理论、新思想来充实自己的头脑 .“数字地球”快捷、灵活传递信息的特点 ,以及全覆盖的服务方
式为此提供了可能 ,也为地理教育体系的更新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
2. 4 教育目标上—— 成为素质教育的基地
我国地理教学大纲中规定 ,“地理学科是一门基础课程 ,它以地理科学知识为基础 ,结合能力培养、思
想教育于一体 ,对学生德育、智育、体育的发展 ,民族素质的提高 ,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地理教育国际宪
章序言中说 ,“地理教育为今日和未来世界培养活跃而负责公民所必需” ,可见地理教育在素质教育中有重
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
总的来说 ,素质教育在个人能力开发上最重要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 这一能力主要包括
学习书本知识和实践技能的能力 ; 自我筛选、设计目标 ,自己寻找学习内容、确定学习方法与途径的能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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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我管理学习过程的能力 ,“数字地球”对此承担了重要角色 .
通过“数字地球”这一天然实验室 ,学生可以亲自使用地球信息网络 ,观察地貌、水文、气象、人文等因
子变化规律 ,培养他们动手操作和动脑思维能力 .特别是通过“数字地球”这一全球网络 ,学生可以随时与
外界沟通 ,有助于他们个性的发展 ; “数字地球”所提供的丰富学习资源 ,激发他们学习、思考 ,提高了自学
能力 ,促进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实现了“学会学习”的目标 ,加快了我国教育特别是地理教育向素质
教育转变 .
“数字地球”是信息化的产物 ,它不仅对地理教育有积极的作用 ,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产生
了一些负面影响 . 特别是“数字地球”的建成将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乃至社会道德准则和规章制度
提出了新的挑战 ,这无疑会冲击到我们地理教育甚至于整个教育体系 ,为我们地理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
要求 .
3 对我国地理教育发展战略的思考
由以上几个方面分析我们知道 ,“数字地球”是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产物 ,我们目前传统的地理教
育体制显然与之不相适应 . 为了迎接“数字地球”的到来 ,地理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系统都将面临一场深刻的
变革 .为此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
3. 1 教育设备的更新和教师队伍再培训
每一次重大的教育变革归根到底 ,都是由技术的革新来促成的 .“数字地球”给教育领域带来的巨大影
响 ,已引起各国政府和首脑的高度重视 .法国准备到 2000年小学每 30名学生配备一台电脑 ,中学每 15名
学生有一台电脑 ,高中每 10名学生有一台电脑 .马来西亚则准备建“多媒体走廊” .
基于目前我国教育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提倡以条件装备为突破口 ,优先保证教育设备的更新
需要 ,把有限的教育经费集中使用在改善教学设备和教育手段上 ,注重硬件和软件的引进 ,为新型的地理
教育创造条件 .
另外 ,怎样让现有师资与现代科技接轨也是目前待已解决的问题 .学校购置先进的设备 ,并不等于有
了新的教育形式 . 教师的技术素质跟不上 ,设备优势也不能发挥出来 ,再先进的设备也只能是工具 .因此为
了适应时代需要 ,教师要有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知识和新的能力 ,光靠粉笔和黑板是不行的 . 就目前
我国发展水平来看 ,进行教师短期培训应是上策 ,通过培训使教师掌握基本的计算机技能 ,真正成为学生
自主学习的“领路人” . 特别是经过进一步的学习 ,来编制地理小课件 ,既丰富了教学内容、调动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 ,又提高了教学质量 . 另外 ,通过多媒体走入课堂 ,逐渐使教师从繁重的重复性劳动中解脱出来 ,为
改变千百年来的传统教学模式提供可能 . 同时 ,“数字地球”所提供的海量信息对教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
求 ,怎样筛选和甄别有用信息 ,怎样确定学生上网和学习的时间等问题 ,还需要教师以后不断的摸索掌握 .
3. 2 教学观念的转变
“数字地球”为我们未来地理教育教学展示了美好的前景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观念的转变和更新 .
我们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 ,对于我们教育特别是地理教育的目标不再是单纯的传授知识 ,而是教会学
生获取知识、运用知识、创新知识的能力 .这也是能从一种现象中引起多种思考方式 ,从宏观上综合看待、
发现问题 ,并通过思考和创造性发挥解决问题的能力 . 21世纪是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知识经济时代 ,人
类将面临许多新问题 ,如人口、资源、环境城市化、自然灾害、种族歧视等 ,其中有许多问题都有很强的地理
成分 .这些问题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 ,我们地理教育虽不可能解决 ,但应结合这些实际问题 ,给人
以思考、认识、判断、处理地理问题的意识、方法与能力 ,使地理教育切实有用 .
另外 ,教师不再是课堂的主体而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 ; 他的注意力应更多的集中于解决问题而不是课
堂讲授 ,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注重知识的提炼 ; 他负责设计、编排各种教学活动 ,给学生创造读图、用图的机
会 ,做好学生自主学习的领路人 .特别是通过运用电化教育、多媒体等多种教学手段 ,重视学生参与 ,重视
实践活动 ,课内外结合 ,着力培养学生自己获取地理信息的能力和实践能力 .
3. 3 重视地理教育
“数字地球”的提出使我们地理教育者大有用武之地 ,同时对地理教育的环境、方式、目的又是严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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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怎样使地理教育走出低谷与高科技时代接轨 ; 怎样提高全民的地理素质 ,可持续的发展我们的经济 ;
怎样把我国由“教育大国”变成“教育强国” ,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 ,也不是个别教师或学校就能解决的 .
地理教育不只是地理教育者的责任 ,也是全社会的公共事业 ,需要全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更需要政府的指
挥棒 .日本虽然本土狭小、资源有限 ,但由于他们一贯重视地理教育 ,旨在培养综合性人才 ,以其有限的资
源发展起本国的强盛经济 . 我国虽是地大物博 ,资源丰富 ,但随着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地理问题的出现 ,
同样需要有地理素质的综合人才 ,特别是 21世纪是可持续发展的时代 , 21世纪的公民应具有人地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观念 ,因此重视地理教育也是势在必行的 .
4 结束语
“数字地球”是地球科学、信息科学和空间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交融的前沿 .“数字地球”的建成和发展
将为地理教育带来广阔的前景 ,我们应该改变观念 ,以全新的地理教育思想和战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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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i s paper describes the concept of “ Digit al Ea rth” a nd it s characteristics, It brief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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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le st erile li nes and thei r cor respo nding mai ntai ners of wheat w ere t reat ed under
higher t em perat ure. Af ter t ha t the mi tochondrio ns poly peptides a nd the di ssolv ed pro tei ns w ere
abstracted and a naly zed by SDS-P AGE. It w as f ound that the mit ocho ndrio ns po lypeptides of m ale st erile
li nes and co rrespo ndi ng m ai nt ai ners all tended to the same SDS-PAGE pat t er ns as each o thers. The
unst eady A-ty pe Fan91 male sterile li ne show ed the si gni fica nt fer ti li t y rest o ring af t er heating shock. But
the steady CM S-T lines and thei r maintainers didn 't show t he changi ng o f ferti li ty af ter shor t time 's
heating shock. Anal yzed the natural cont ro l 's SDS-PAGE pat terns, i t w as found that the mit ocho ndri ons
poly peptides of CM S-T , A-t ype male st erile li nes decreased si gni fica nt ly co nt rast wi th thei r
cor respo nding m ai nt ai ners. That is, t he st ruct ure and f uncti on of the mit ocho ndrio ns i n mal e sterile li nes '
pollens had lo st sig nifi cant ly w hen the pollens dev eloped f rom uninuclea r period to bi nuclear perio d.
Key words: wheat ( T . aestivum ) ; hea t shock t reat ment; ferti li ty ; male sterile li ne; maintai ner;
SDS-P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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