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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日益推进,初中地理教师越来越注重地理课堂教学的高效性。在初中地理课
堂教学改革过程中,教师需要积极探索满足新课程改革要求的教学方式,引进先进的信息技术,激发学生
的地理学习兴趣,提高初中地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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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new curriculum reforms, juni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er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fficiency of geography classroom teaching. In the process of juni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teachers need to actively explore teaching method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introduce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geography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juni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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