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12 月 27 日

编辑 志 先

投稿邮箱：
503094013@qq.com

高考文综

7版

高考地理“综合思维”主要考向例析
眉山第一中学

特级、
正高级教师 王怀福

“综合思维”是指运用综合的观点和方法认识地理环
境的思维品质和能力。纵观近年来地理高考试题，综合
思维的考查主要有三种题型：要素的综合、时空的综合和
地方（空间）的综合。
一、
要素的综合
对地理环境要素的综合分析，是我们认识地理环境
特点或地理现象成因的最基本的方法。要素的综合主要
考查地理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例 1】
（2019 全国卷Ⅰ）37．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
要求。

中海分离，成为湖泊。从气候看，该地处于西风带内，但
是由于大高加索等山脉隆起，阻挡西风从地中海带来湿
润气流，气候干旱，降水少，大陆性特征明显，蒸发量加
剧，湖泊逐渐向内陆湖演化。从水文看，山脉隆起使得注
入湖泊的河流减少，
盐度增加，
湖泊面积变小。
（2）湖水性质取决于补给与蒸发的对比关系。由于
位于末次冰期的晚期，此时气温略有升高，冰雪融化量增
加，但由于气温总体较低，蒸发量小补给大于蒸发量，所
以盐度低，
里海一度为淡水湖。
二、
时空的综合
时空综合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用动态的、变化的
眼光看世界。时空综合主要考查角度是分析地理事物和
现象的发生、发展和演化。
【例 2】
（2019 全国卷Ⅰ）霍林河发源于大兴安岭，为山
前半干旱区及部分半湿润区的平原带来了流水及泥沙。
受上游修建水库和灌溉的影响，山前平原河段多年断
流。断流期间，山前平原上的洼地增多增大。据此完成
9～10 题。
随着非洲板块及印度洋板块北移，地中海不断萎缩，
9. 修建水库前，营造该地区山前平原地表形态的力
里海从地中海分离。有学者研究表明，末次冰期晚期气 主要来自
候转暖，里海一度为淡水湖。当气候进一步转暖，里海北
A. 构造运动
B. 流水
C. 冰川
D. 风
方的大陆冰川大幅消退后，其补给类型发生变化，里海演
10. 断流期间，
山前平原上的洼地增多增大是由于
化为咸水湖，但目前湖水盐度远小于地中海的盐度。图 1
A. 地面沉降
B. 流水侵蚀
示意里海所在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
C. 风力侵蚀
D. 冻融塌陷
（1）板块运动导致的山脉隆起改变了区域的地貌、水
【考向】从时空综合角度分析霍林河流域内塑造地表
文和气候特征，分析这些特征的变化对里海的影响。
形态的外力变化，
及地表形态的变化带来的环境问题。
（2）末次冰期晚期里海一度为淡水湖，对此作出合理
【答案】9. B 10. C
解释。
【解析】第 9 题，由材料题可知，霍林河发源于大兴安
【考向】从地理要素综合的角度分析地壳运动对其他 岭，为山前半干旱区及部分半湿润区的平原带来了流水
自然要素的影响，理解自然地理环境具有整体性。
及泥沙，因此在修水库之前，霍林河从上游携带的泥沙、
【答案】
（1）山脉隆起，里海与海洋分离，形成湖泊（湖 碎石在此堆积形成山前平原（冲积扇），因此营造该地区
盆）。山脉隆起，导致里海汇水面积缩小，湖泊来水量减 山前平原地表形态的力主要是流水。
少，湖泊面积缩小。山脉隆起，阻挡湿润气流，导致干旱，
第 10 题，山前平原属半干旱、半湿润地带，因河流断
推动湖泊向内陆湖演化。
（2）气温仍较低，湖面蒸发弱；受 流使气候逐渐变得干旱，风力作用增强，风力的侵蚀作用
冰雪融水补给；补给大于蒸发。
使在山前堆积的泥沙不断被吹蚀、搬运，形成风蚀洼地，
【解析】
（1）从地貌看，由于山脉隆起，使得里海与地 随着风力的不断侵蚀，
洼地不断增多、增大。

三、
地方（区域）的综合
地方（区域）综合是研究不同尺度地方或区域不同要
素之间关联问题。从地方或区域综合的角度，主要考查
分析地方或区域自然和人文要素对区域特征形成的影
响，
以及区域人地关系问题。
【例 3】
（2019 全国卷Ⅲ）36．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
要求。

德国鲁尔区曾是以煤炭、钢铁产业为主的传统工业
区，经过综合整治，经济由衰落走向繁荣，环境污染严重
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善。目前，该区有 500 多万人口，50 多
座城市，老龄人口比重高居德国之首。该区医疗保健业
发达，拥有 100 多家医院、近万名医生及数以千计的保健
站、药店等。波鸿市人口近 40 万，是重要的生物制药基
地，多所大学的医学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09 年，鲁
尔区医疗保健中心落户波鸿市，并新建保健园。图 2 示意
鲁尔区的城市建成区和波鸿市的位置，图 3 示意鲁尔大
学、
生物制药科学园和保健园在波鸿市的位置。
分析鲁尔区医疗保健业发达的原因。
【考向】从区城综合的角度分析鲁尔区保健产业的区
位因素。
【答案】①鲁尔区以前污染严重，健康问题多，对医疗
保健需求高；
②老年人多，
对医疗保健需求大；
③该区经济
发达，
大学众多，
医学科研力量雄厚，
医学研究水平高。
【解析】根据材料可知鲁尔区以前以传统工业为主，
环
境污染严重，
加上老年人多，
对医疗
保健的需求大。材料中明确提出该
地经济发达，
有众多大学，
医学研究
水平处于世界前列，故可得知该地
高考导航
医学研究力量雄厚，
水平高。

明清江南经济考查探究
成都市武侯高级中学 李 菲
明清史部分历来是高考重点，几乎每个题型都会涉
及。从 2011 年到 2019 年，选择题一共涉及 29 道，其他题
型 8 道，而涉及明清江南经济的题目有 10 题之多。鉴于
此，特撰写此文，
希望对广大高三考生有所帮助。
一、
必备知识
1.江南地区范围
我们一般界定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指的是苏、松、常、
镇、杭、嘉、湖七府之地。江南地区从地理单元而言，是一
个被山地丘陵和江河海洋包围的完整流域，北界长江、南
临钱塘、东滨东海，西面则是一系列山地丘陵组成的分水
岭。此区域物产丰富，水域发达，交通便利，气候适宜，农
耕经济高度发展。
2.开发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和异族统治导致大量中
原汉族南迁，不仅使江南地区由全国的边缘地区一跃成
为重要的经济区之一，同时也完成了对吴越民族的同化，
确立了汉文化在江南地区主导地位。江南经济开发，为
经济重心南移打下基础。隋唐以来，大运河的贯通进一
步加强了江南与中原的联系，同时也形成了江南经济发
展的空间主轴线，带动了沿线常、苏、杭等城市的发展。
安史之乱之后，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经济重心开
始南移。五代十国后，随着人口的南迁，江南地区进一步
发展，直到明清成为中国最富饶的地区。
3.发展状况
①农业
注重精耕细作，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农作物品种增
加，多种经营方式推广。新航路开辟后，大量高产作物玉
米、番薯、马铃薯传入并得到推广和种植，棉花、桑蚕、茶
叶等经济作物大量种植，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在
明朝中后期引进，单一的经营方式被打破，大量的土地开
垦。但经济作物的增加挤压了粮食的种植空间，
农业人口
相对减少。另一方面，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土地兼
并日益严重，
出现地权日益集中和自耕农佃农化现象。土
地所有权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势，
土地所有权裂变为占有权
和使用权的对立。这一时期，
出现的经营地主注重土地集
约经营，
注重改善雇工的待遇，
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同

时佃农和地主的契约关系也逐步发展完善。此外，明朝实
行一条鞭法，赋、役银合并，清朝取消人头税，推行摊丁入
亩，
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
商品货币关系不断发展，
白
银也普遍流通，
但是人口也急剧增加，
人地矛盾突出。
②手工业
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提高，棉纺织业、丝织业、
陶瓷等也不断发展，太湖流域不再局限于农业生产，而出
现生产专业化趋向，商品生产区域化分工明显。明朝中
后期在苏州丝织业领域，随着规模的变大，经营的方式出
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雇佣关系普遍，资本主义萌芽
产生，
私营手工业开始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
③商业
大量的农产品流入市场，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为
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在手工业发达的地区
和交通要地，产生大量的工商业市镇。明清时期的江南
不仅是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还具有全国商品流转
中心的作用，与全国其余地区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江南
地区的主要手工业也以满足外部市场为主要目的，促进
区域长途贩运的发展。江南所产的丝绸、布匹遍布天下，
甚至海外。与此同时出现了很多资本雄厚的商人集团。
④社会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市民阶
层逐步扩大，市民文化逐步兴起。同时财富观念发生变
化，
奢侈之风盛行。由于人生处境的变化和社会世俗生活
的影响，
文人世子也出现世俗化倾向。土地兼并和社会贫
富分化逐步加剧，
明清人口集聚增长，
但是粮食亩产增长不
足，
人口压力大，
同时江南地区赋税沉重，
民变多，
影响社会
的稳定和政府的财政收入。乡绅阶层形成，
宗族关系强化，
在社会基层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推动了地方
公益事业的发展，包括公共工程、慈善活动、灾荒救济、社
会治安、
民间纠纷调解等，
推动了当地经济、
文化发展。
4.发展的特点
①手工业以农业为基础带动商业的发展。②带动周
边地区发展。③促进全国商品流通网络的形成。④经济
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缺乏技术创新，无法引发生产力变
革发展。

5.发展的原因分析
①自然因素：京杭大运河贯通、水域发达，气候适宜，
土地肥沃，农耕经济发达。②政治因素：国家统一稳定、
赋税政策、政府重视（赋税之地）、人才集聚（回馈家乡）。
③经济因素：经济重心南移、生产技术不断提高。④思想
因素：工商皆本思想出现。⑤外部因素：高产作物传入、
西学东渐思潮。
二、
真题演练：
1．
（2018·全国Ⅲ卷）明朝中期以后，京城及江南地
区，雕印出版个人著作之风盛行，有人谑称：
“ 老童（生）、
低秀（才），胸无墨、眼无丁者，无不刻一文稿以为交游酒
食之资。”士大夫间也流行将书籍作为礼物。这种现象可
以说明当时
A．学术文化水平迅速提升
B．士人的地位显著提高
C．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广泛
D．崇尚文化的氛围浓厚
2．
（2019·全国Ⅰ卷）明中后期，大运河流经的东昌府
是山东最重要的棉产区，所产棉花多由江淮商人坐地收
揽，沿运河运至江南，而后返销棉布。这一现象产生的主
要因素是
A．交通方式的变革
B．土地制度的调整
C．货币制度的改变
D．地区经济的差异
3.（2019·全国Ⅲ卷）乾隆时江南地主“所居在城或他
州异县，地亩山场皆委之佃户”。苏州甚至出现“土著安
业者田不满百亩，余皆佃农也。上田半归于郡城之富
户”
。由此可知，
当时江南
A .土地所有权变更极为频繁
B .农业生产利润微不足道
C .个体农耕为主要生产形式
D .农业中商品化生产普遍
参考答案：
1. D
2. D

考点解析
3.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