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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greatly significant for students to learn humanistic geography course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humanistic quality. Aiming at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practice teaching in the past, 
this paper takes jinan as an intern research object, and proposes to optimize the internship route and 
highlight the subject of internship. To impro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o 
cultivate students' humanistic quality and other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s. In order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ing in learning urban history and culture, urban planning,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actice teaching, they can contribute to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urban planning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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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认识实习对学生学习人文地理专业课程，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针对过去实习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文中以济南市为实习研究对象，提出要优化实习

线路、突出实习主题；增进师生互动和重视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等几项教学改革实践对策。以

期激发学生学习城市历史文化、城市规划的兴趣，提高实习教学质量，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文

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作贡献。 

1．引言 

对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授课教师来讲，以济南市为实习对象的城市认识实习是

一门非常利于培养学生人文情怀并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课紧密结合的实践课程。基于

此，培养学生乡土情怀的城市认识实习的线路设计与教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实践价

值。 

2．城市认识实习线路设计与教学改革的重要意义 

2.1  有利于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 

城市认识实习是人地专业培养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实践教学环节，实习时间是大学二年级

第二个学期。这项实习对于学生进一步巩固课堂教学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方法，结合实际提高

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进一步学习相关专业课程打下坚实基础，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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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设计优化的以济南市为实习对象的城市认识实习的每一条线路，都突

出了城市丰富的内涵与魅力，从而可以转化为学生自己对城市文化与历史的认识与理解。从

而有效地提高实践教学的教学质量。 

2.2  有利于“城市规划原理Ⅱ”、“城市总体规划”等专业课课程的学习 

在人地专业的培养计划中，学生是在学习“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原理Ⅰ”等专业

课程之后，进行城市认识实习的。之后还要进一步学习人地专业领域以及相关领域的课程，

例如：“城市规划原理Ⅱ”、“城市总体规划”等等。基于此，城市认识实习在课程设置中

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城市认识实习高度概括和总结了学生在课堂已学习的理论知识，

通过实习学生可以将已学习的理论知识融入实践，更可以通过教学实践对将要学习的理论知

识进行认知，为今后课堂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2.3 有利于培养学生关爱城市的人文情怀 

城市认识实习教学重在多听、多看、多想，注重发现、积极思考。包括了城市的区位、

现状、发展历史、城市与建筑之间的关系，老街巷对城市文化的影响，建筑在某一特定环境

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这些丰富的内容可以通过教师的教学引领让学生来发现、来探讨、来感

受。这些内容的实习与教学，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并培养学生“关爱城市”

的人文情怀。 

3．济南市作为城市认识实习研究对象的优势分析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济南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文化积淀深厚，是中华文

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据历史数据显示，济南汉代筑城，晋时定邦，宋朝设府，清初开埠，

盘点历史，遗迹尚存[1]。 

3.1  济南具有独特的泉水文化 

济南因为具有独特的泉水进而形成了独特的泉水文化。济南市，简称“济”，因境内泉水

众多，被称为“泉城”，素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济南市仅老城区不足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分布着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潭等四大泉

群，100多处泉水。 

3.2  济南老街巷充满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 

老济南的每一条街巷都有斑驳的历史和动听的传说，老街巷充满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

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比如：趵突泉古称“泺”，于是趵突泉南门前的路就成了泺源大街；

舜泉呈“井”形，相传上古明君舜曾在此挖井，也称“舜井”，也就有了享誉济南的舜井街

的称谓。至今很多老街巷仍然较好的保持了原汁原味的老济南风情，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3.3  济南开埠历史悠久 

济南是中国历史上自开商埠的第一座城市。1904年胶济铁路建成通车后，清政府把西关

外一块长五里、宽三里的地方划出来作为济南的商埠区，当时济南纺织业较为兴盛，按照古

时织物“长者为经、短者为纬”的习惯，当局就把商埠区内东西方向的道路命名为“经”，

南北方向的道路命名为“纬”，意在鼓励济南的经贸发展。这在全国独一无二，是一种很独

特的创意[2]。如今济南老商埠区的街巷布局和近代建筑，仍然基本保持了上个世纪初的特色，

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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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认识实习线路设计与教学的现状分析 

4.1  实习线路设计主题不突出，内容不充分 

目前城市认识实习授课教师在实习线路设计与教学中，主要是根据实习目的与要求以济

南市为实习对象进行实习地点的选择与实地考察，资料收集以及文字叙述。实习内容缺乏结

合城市历史与文化知识的全面扩展，实习线路设计主题不突出。 

4.2  讲授方式单一，缺乏师生互动 

在城市认识实习讲授过程中，实习教师主要采取的是传统的讲授法的方式，这样的授课

方式使得实习教学成了教师一个人的舞台，单调且缺乏活力。学生感兴趣的会听讲，不感兴

趣的或许根本不知所云。这样很难培养学生学习人地专业以及今后相关课程的兴趣，培养学

生的乡土情怀更是无从谈起。 

4.3  缺乏对学生人文情怀的培养 

很多高校教育工作者认为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已

经形成，无需再重视他们精神世界的教育了。所以在城市认识实习中，一般缺乏对学生人文

情怀的培养。其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中国发展心理学界一般把青少年期界定为十一

二岁到十七八岁这段时间[3]。大学生正处于从二元思维转向多元思维的关键时期，他们的人

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仍然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5．城市认识实习线路设计与教学改革对策 

5.1  优化实习线路，突出主题 

提高城市认识实习的教学质量，实习线路的设计与优化是其基础和先决条件。笔者以济

南市为实习研究对象，通过几年的实地考察与调研，结合人地专业学生课堂理论学习状况，

对城市认识实习线路进行了全面设计与优化，突出了济南的泉城特色和乡土主题。具体设计

优化了五条实习线路（见表1）：（1）老城古韵：感受和理解济南的历史发展、文化特色、

老街巷肌理以及古建筑的风采；（2）泉城明珠：感受和理解济南古典园林的组成要素、建筑

特色等以及老济南的泉水文化；（3）近代风貌：感受、理解济南近代开埠发展历史、文化特

色以及中西合璧式的近代建筑风采；（4）西部新城：认识并深入理解现代城市公园的规划布

局特点，城市公园的功能以及感受西部新城的发展变化；（5）大学风采：认识并理解西方哥

特式建筑的特色以及大学校园中轴布局的内涵与特色。 

表1  城市认识实习设计线路 

实习线路主题 实习线路内容 

老城古韵 
泉城广场——清巡抚旧址（珍珠泉即省人大门口）——老街巷（芙蓉

街、后宰门街、县西巷、曲水亭街、鞭指巷、将军庙街等）——文庙

泉城明珠 
大明湖南门牌坊——暇园、奎虚书藏——老舍故居——辛稼轩祠——
大明湖东南门——鸳鸯亭——铁公祠——佛山倒影——历下亭——佛

山倒影——北极阁——汇波楼 

近代风貌 

原胶济铁路济南站博物馆——蔡公时纪念馆即济南开埠纪念馆——经

二路：基督教青年会旧址、交通银行济南分行旧址、德华银行旧址、

山东邮务局旧址、德国驻济南领事馆旧址、瑞蚨祥绸布店、亨达利、

隆祥布店（西记）旧址、宏记堂西号 

西部新城 
济南高铁西客站——济南市省会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图书馆、群众

艺术馆——济南市西郊森林公园 

大学风采 
济南洪家楼广场——洪家楼教堂——山东大学老校学区——山东师范

大学老校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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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加强实习教学活动中的师生交流与互动 

实习教学过程中为了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笔者结合实习教学内

容，尝试了“开放式”教学模式中的一种教学方法即“激趣—讲解—问题—反馈—矫正” [4]。

具体做法是：先结合实习内容设计1～2个可以引起学生兴趣与共鸣的问题，在讲授过程中，

先通过内容的介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把问题布置给学生，鼓励学生思考并回答问题；

然后对学生的回答进行矫正和提炼。以讲授济南老商埠区为例，笔者首先介绍了其发展历史，

然后给学生布置问题思考总结老商埠区建筑的特点以及与老商埠区历史文化的关系。之后带

领学生参观、讲解老商埠区有代表性的建筑，例如宏济堂药店西记、丰大银行旧址、胶济铁

路济南站等等。参观讲解之后让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想所感畅谈对问题的理解。这个环节极

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热情，学生踊跃畅谈自己的理解与收获。最后笔者将这些内容进行评价，

进一步提炼出老商埠区的历史文化与建筑特色。 

5.3  重视培养学生“关爱城市”的人文素养 

大学阶段正是学生们重塑自我的关键时期，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对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给

予足够的重视。而城市认识实习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实习教

学中笔者不仅关注如何传授给学生知识和理论，更关注培养学生“关爱城市”的人文素养，

并且贯穿整个实习阶段。例如在带领学生探访济南明府城老街巷中的将军庙街时，深入浅出

的从将军庙街现存的宗教建筑到曾经的多种宗教建筑兴盛再到这条街发展历史进行了讲解，

让学生生动直观的感受到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引起学生的共鸣。然后，结合实

习任务布置学生自己探访考察某一条老街巷并作实习汇报。通过实地讲解和汇报反馈，潜移

默化地培养了学生“关爱城市”的人文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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