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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地理教材对内地与港澳身份认同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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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内地、香港和澳门所选用的中学地理教材为研究对象，采用 NVivo 分析方法，讨论了地理教育与

居民空间身份意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尺度维度上，内地和澳门主流教材（人教版）主要立足国家

尺度但不排斥全球与区域尺度的地理叙事，而香港主流教材（雅集版）则弱化了国家尺度，重点放在全球

和城市尺度叙事上；在参与维度上，雅集版教材更具参与性，通过角色赋予的方式大量采用香港本地素材

进行教材设计，而人教版的参与性较差；在唤醒维度上，雅集版更具结构性，强调“我者”和“他者”的话语表

述差异，而人教版则更具情感性，常通过历史文化唤醒学生的民族和国家归属。概言之，内地和澳门地区

的主流教材更加强调国家和民族的观念，而香港的主流教材则形成了强烈的地域性以及国家意识与地方意

识错位。研究呼应了当下内地、香港和澳门地区复杂多样的空间身份意识，有助于教育与文化地理深层关

系的剖析，同时为维护统一工作成果、推进粤港澳持续健康发展和践行教育教材改革等工作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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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和现实依据 

在现代社会，学校教育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非常积极和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

表现在学校对人类知识和技能的提高从而成为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工具，而且还表现在对

人类经验、信念、品德、理想和价值等的唤醒，能够形成新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1]。然而，

既有的研究对学校教育的关注在跨学科领域展开的不够充分。具体来说，学界对学校教育的

关注大多来自教育学，主要集中在教育教学技巧等方面的讨论，而对学校教育涉及到的其它

学科议题的关注则比较欠缺。以地理学为例，其关注的主要议题为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人（尤其是在低龄段）对环境的认知主要都是来自学校教育。然而，类似学校教育对人的空

间身份意识的影响这样的研究问题却往往被（教育学和地理学）忽视。事实上，地理学对知

识生产和传播的过程关注由来已久。以文化地理学来说，这样的关注尤其明显。新文化地理

学者在对空间、地方、景观和文化的关注过程中，往往尝试通过“表征”的方式来认识人们

所生活的地理环境[2-5]。基于这一观点，Barnes 强调了直接经验以外的通过间接文本、符号

以及其它表征系统（如地图、杂志、照片、小说、电影等）来认识和了解世界的方式[6]。这

本质上是一个地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过程。总体来说，既有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对知识生产与

传播相关议题的讨论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积累。然而，较为遗憾的是，既有的研究过于关注

了日常生活这个场域。而学校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更加正规的场域，却因其习以为常的角色

导致了其在已有人文地理研究中被忽视。尤其是对于初级学校而言，学生的观念和意识正处

在塑造阶段，其对知识生产和传播还缺乏判断力。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生产和传播对于人意

识形态的塑造具有不可逆的影响。为了尝试探究中学地理教材对学生空间身份意识、身份和

认同的可能影响，上述依据将作为研究主要的理论基础和学理依据。 

    从现实意义来讲，内地、香港和澳门三个地区的国家和地方意识、身份和认同素来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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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值得深刻讨论的重要文化地理议题。自中国政府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以来，其被划

分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在其中推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使得两地享有高度的自

治权。但由于长期遭受英国殖民统治，香港本土意识中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在受殖民统治

期间，英国殖民者采取了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即通过文化支持，包括开办英式学校、出版刊

物等影响了香港文化，逐渐确立了西方文化和话语的霸权地位[7]。英国长期的文化霸权，尤

其是其对教育系统的干涉，对香港居民国家和地方意识的错位产生了深远影响。香港民意调

查显示：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香港居民的国家和地方意识近年来危机渐出[8]。而作为具有

相同历史地理背景的澳门，其国家和地方意识的演化却与香港大相径庭。澳门居民的中国国

民意识民意调查显示出日渐增强的亲和性[9]。这似乎也能从学校教育中寻得原因。受葡萄牙

殖民统治期间，葡萄牙殖民者的主要目的是寻求立足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中介，以期将澳门

变为贸易中转地，其专注于生活环境和以教会为中心的宗教交流基地的建设，并未将澳门视

为具有独立城市功能的地区进行综合建设。因此，受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澳门的公民教育

并没有引起殖民者足够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葡萄牙对澳门教育的干涉主要是采用

宗教教育取代公民教育，其对地方意识的涉猎相对来说是较少的[10]。从上述历史情况来看，

教育对居民国家和地方意识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工作成果，研究立足内

地、香港和澳门三个地区的中学地理教材，探究其分别对三个地区居民地方意识形成的影响，

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依据，研究主要关注了内地、香港和澳门三个地区所选中学地理教

材的差异，尝试以窥豹一斑的方式建立其与三个地区居民的地方意识、身份和认同差异之间

的联系，进一步讨论（初级）教育与文化地理之间的关系。学校教材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

会的主导知识，且教材常常被认为是权威的，其对于下一代意识的成型至关重要[11]。过去

的地理教育教材研究多是基于教育学进行的，很少从文化和恐惧身份认同等视角展开。而香

港和澳门在教材的编写和选取方面也各自都有其独特的特征。研究通过三个地区主流教材的

对比分析，旨在讨论其地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差异性，探究它们如何参与地方身份和认同的

建构及其差异性，一方面有助于身份认同理念在不同社会背景条件下践行的可能性，促进三

个地区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另一方面有助于理解学校这个场域与文化地理之间的深层关系。 

二、 身份认同与空间身份意识 

    身份认同是一个跨学科概念，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关注。一般

来说，身份认同是指特定群体和个体形成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归属感，在一定的符号、理念和

行为方式的界定下，分辨出“自我”与“他者”的不同，进而产生系统的内整、排他与防范
[12]。这是一个以认知，情绪体验和行为模式等为特征的复杂心理结构，是个人或集体确定

自我身份的重要方式[13]。根据不同属性，人的身份认同又可进一步被细分。比较权威的细

分标准包括塞缪尔•亨廷顿[14]的六分法，即归属性的、文化性的、疆域性的、政治性的、经

济性的和社会性的身份认同，其中疆域性的身份认同可以被理解为地理性的。 

地理学（尤其是文化地理学）对身份认同的关注是多元的，其具体体现是既对不同尺度

地理单元的身份认同有所关注，又对基于产生空间位移的地理身份认同变化有所关注。具体

而言，文化地理学家对从家的尺度到社区、城市、区域和国家尺度的地理身份认同都进行了

持续的研究。如在家的尺度上，以鄂尔多斯城市新区为研究对象，在一个几近空白的地理单

元上，讨论了人们对“家”的归属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15]；在社区尺度上，关注了社区地

标景观对于社区认同构建的重要意义[16]；在城市尺度上，以北京和上海的两个艺术区为切

入点，探讨了对艺术区在城市地方性塑造过程中的作用[17]；在区域和国家尺度上，从流行

文化视角切入，借助大众媒介对人的空间归属感的唤醒，分析解剖了其背后的文化与地理价

值[18]等。此外，许多社会文化地理学家还关注了产生空间位移的人群的地理身份认同变化。

如中国城乡迁移大背景下城市新移民和外来务工者的地方身份认同研究[19，20]；以云南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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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对不同类型旅游移民地方身份建构的不同规律和机制的探讨[21]；从跨境的角度，对

在韩中国朝鲜族的社会网络地理特征对其中国认同对影响机制的细致破解[22]等。当然，研

究虽不能穷尽文化地理学对身份认同的研究，但从汗牛充栋的相关文献中，可以发现：空间

的身份认同依然成为文化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与研究更加相关的是，有一部分学者对基于中小学教育的国家和地方认同建构以及香港

和澳门地方认同研究进行了探索性的工作，但是仍有较大的讨论空间，这也是此研究尝试努

力的地方。具体来说，有一部分学者关注了中小学教育与国家和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如从

历史地理的角度，通过分析清末由国人编著和出版的地理教材，分析发现，“中国在世界上

的位置”、“中国自然资源”以及“中国所遭受西方势力东侵的屈辱和苦难”构成了清末地理

教材的主要话语，清末地理教育因此在传授地理知识的同时也成为知识分子建构国家身份的

工具[23]；类似地，付海鸿[24]、李智[25]和陈忠暖等[26]分别就二十世纪初期小学国文教材、改

革开放以来小学语文教材以及当下高中地理教材为例，讨论了地理知识生产和传播对于中国

国家身份认同建构的价值和意义。然而，既有的研究缺乏横向的对比研究，尤其是对内地、

香港和澳门这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文化地理背景下的相关议题的探究。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对香港和澳门的身份意识进行了讨论。如安东尼·冯（Anthony 

Fung）探讨了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来文化层面的因素对于香港居民空间身份意

识的影响，提出一个“国家和地方杂糅的”空间身份意识的模式来理解香港的地理认同[27]；

将香港的空间身份意识置于其复杂的历史语境下，司徒薇（Mirana May Szeto）分析了受

欧洲中心主义和华夏中心主义两种文化因素影响下的香港的身份政治的演变[28]。此外，大

众媒体和流行文化元素也是探讨香港空间身份意识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如，王庆华[29]和陈

薇[30]分别从传媒学的角度探讨了媒体舆论传播策略对于香港空间身份意识的建构和影响机

制；陈林侠从大陆影视作品的叙事以及在陆港两地的传播情况出发，讨论了大众媒体商业性

及其与地方身份意识之家的细致联系[31]等。然而，已有文献缺乏文化地理学视角的对澳门

空间身份意识的关注，缺乏内地、香港和澳门三个地区的横向对比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其

对文化视角的过于依赖导致缺乏对初等教育及其对空间身份意识的影响机制的关注。 

    鉴于已有研究不足，此研究尝试从中学地理教育角度（尤其是通过对教材的分析）来讨

论内地、香港和澳门三个地区居民当下的空间身份意识与（初级）教育之间的可能联系。下

文将具体从分析的数据及其分析方法、分析结果及其文化地理意义进行详细的阐述，以期为

文化地理研究和地理教材分析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三、内地、香港和澳门三个地区中学地理教材使用概况 

    1. 内地中学地理教材 

    内地的地理教材编写和使用标准为“一标多本”的审定制。根据正式出台的中小学课程

标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通过设立教材审查机构，对出版单位编制的各类教材进行审查与评

估，审定通过后便准予出版使用。在这一制度下，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教材的引导和监督是

严格按照《课程标准》和审查机构的要求进行的。内地的《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即《初

中课程标准》）是中国课程标准制定小组制定的，制定小组成员主要是高等院校的学者及中

小学教育领域的一线地理教师。当前，我国出版的初中地理新课程实验教材共有七个版本,

分别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人教版)、湖南教育出版社版本(湘教版)、中国地图出版社版

本(中图版)、广东人民出版社版本(粤教版)、商务印书馆版本(星球版)、山西教育出版社版本

(晋教版)以及大象出版社版本(大象版)。通过对 34 个省级行政区教育机构网站的访问分析、

邮件和电话咨询以及对来自 34 个区域的高校同学进行访谈发现：在内地，人教版的初中地

理教材使用比例较大，约占到 70%，而湘教版次之（约 10%），而其它版教材共计约占 20%。

由此可见，人教版教材在内地中学地理教育领域占绝对主导地位。 



大珠三角论坛                                                                    2020 年第 2 期 

 51 

    2. 香港中学地理教材 

    从香港教育局官网了解到，香港教材的选择方式主要为“选定制”。教育局负责编写每

个科目的教学大纲，出版商根据教学大纲邀请专家和一线地理教师共同编写教材。那些有意

纳入教育局“适用书目表”的出版商将把教材送交教育局审核，审查合格的教材将被列入教

育局编制的“适用书目表”，使得合适的教材可用于每个科目的学校教学当中。2017-2018

学年香港教育局的“适用书目表”列出了八套不同类型的初中地理教材，包括《地理看世界》

（香港大学出版）、《华夏地理》（华夏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地理与生活》（文达

‧名创教育编写出版）、《2012 版新世纪地理》（龄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17 版新

世纪地理》（龄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12 版初中互动地理》（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2017 版初中互动地理》（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以及《初中活学地理》（牛

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出版）。此外，学校教师可以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为本校学

生量身定制学习资料，即校本课本，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师也可以为学生选择书

目列表以外的教材。通过网站访问、邮件咨询以及访谈的方式发现：《2012 版初中互动地

理》（下称雅集版）为香港所采用的主流中学地理教育教材，使用率约为 80%。 

    3. 澳门中学地理教材 

    澳门的中学教育情况与内地和香港都有所不同。具体来讲，澳门采取的是“三文四语”

模式，即在澳门设有中文学校、葡萄牙语学校、中葡语学校和英语学校。但是，澳门大多数

学校都是私立的，主要由教堂或社会团体来管理。因此，正规教育的学校主要分为教会学校

和普通学校两类，学生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学校。在教材使用上，澳门地区不像香港

那样有本土地理教材。因此通常采用内地版、香港版或台湾版地理教材作为教学参考，并于

2015 年出版了《澳门地理》作为补充地理教材。澳门学校拥有自主选择教材的自由，学校

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教材。研究于澳门青年教育局官网上查询了澳门 35 间开设了中

学阶段教育的学校，并通过邮件咨询、电话访问以及对来自澳门地区的高校学生的访谈等方

式获取了其中 24 间学校的地理教材使用版本类型。分析发现，普通学校主要采用了人教版、

湘教版、中图版、雅集版和台湾版五种类型的地理教材，其中人教版使用率最高，约达 70%；

而教会学校主要使用了人教版、湘教版、雅集版和台湾版四种类型的地理教材，其中也是人

教版使用率最高，约达 60%。整体来看，人教版地理教材在澳门中学地理教育过程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 

四、数据与方法 

    研究发现，人教版地理教材在内地和澳门的使用率很高，而雅集版地理教材在香港的使

用率最高，各自都占到 70%左右。因此，选取内地、香港和澳门的主流初中地理教材作为

主要分析对象，即人教版地理教材和雅集版地理教材。其中，内地和澳门地区的教材选取

2012 年编订的人教版初中地理为主要研究对象，共分为 4 本，学生学习阶段为七年级和八

年级，主要由“认识地球”、“认识世界各大洲和国家”、“认识中国自然概况”、“认识中国四

大地形区”四大类内容组成；香港地区的主流教材选取 2012 年编订的雅集版初中地理为主

要研究对象，共 6 本（c1-c6），学生学习阶段为中一到中三，其中主要由六大核心议题组

成：“明智地运用城市空间”、“与自然灾害共处”、“粮食问题”、“水的烦恼”、“制造业的全

球转移”和“争夺能源”。 

基于上述数据，采用 NVivo 分析的方法对教材文本进行了编码处理（表 1 和表 2）。

首先，对人教版和雅集版地理教材反映的有关空间身份认同的描述分别进行了开放式编码，

进行文本主题和概念的揭示，每个编码被初始命名为一个自由节点。接着，进行主轴编码，

再次审视上一环节的自由节点进行二次编码，建立自由节点间的相互关联，由此分别形成了

若干独立群组。人教版六个群组：国家立场、国家疆域、国家定位、地理知识的情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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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唤醒以及民族自豪感（如表 1）；雅集版七个群组：全球公民、中国

描述、城市定位、地理知识的情景体验、日常生活中的地理现象、“异化的”空间表述以及

历史文化唤醒等（如表 2）。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上述两种教材及其独立群组间的联系，

并考虑教材编写主体、对象及其社会文化背景，最终将上述不同群组归纳为三个核心维度：

地理教材的尺度维度、空间知识传播的参与维度、空间归属的唤醒维度。最后，将以其中的

独立群组为分析内地、香港和澳门空间身份的基础，并从核心维度切入深度解析地理教材如

何参与到身份认同的建构中来。 

 

表 1：人教版地理教材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 

 

选择编码 主轴编码 
材料 

来源数 

参考点

数 
参考点例 

尺度维度 

国家立场 2 9 
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国家疆域 4 16 俄罗斯与我国有绵长的边界线 

国家定位 3 22 

21 世纪，我国加强工业研发和技术创

新，正在向制造业强国迈进；“伟大祖

国”辽阔土地上，组成统一和谐的中华

民族大家庭 

空间知识传播

的参与维度 

地理知识的情

景体验 
3 7 

理解土地基本国策，为土地问题提建

议 

空间归属 

的唤醒维度 

民族和国家的

历史文化唤醒 
4 27 黄土高原是古代文明的摇篮 

民族自豪感 2 6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

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 

 

表 2：雅集版地理教材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 

 

选择编码 主轴编码 
材料来

源数 

参考 

点数 
参考点例 

尺度维度 

全球公民 4 19 国民和全球公民身份认同 

中国描述 2 12 
中国能否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全国

人口 

城市定位 4 27 香港是个发展成熟的城市 



大珠三角论坛                                                                    2020 年第 2 期 

 53 

空间知识传播 

的参与维度 

地理知识的情景

体验 
4 15 

写信给行政长官，为香港如何可持

续满足能源需求提供建议 

日常生活中的地

理现象 
2 3 

“中国内地”人移居香港造成人口

急增 

空间归属 

的唤醒维度 

“异化的”空间表

述 
6 25 

对“中国内地”和“本港”等概念

的强调 

历史文化唤醒 2 3 香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 

五、研究发现 

    1. 内地、香港和澳门中学地理教材中的尺度维度 

    基于对所选教材文本的解析，研究发现中学地理教材对于与空间身份意识相关的地理知

识生产和传播的途径主要是从三个维度来实施，包括尺度、参与性以及空间唤醒等维度。从

地理教材整体的关注点来说，尺度维度是其极其重要的宏观叙事维度，决定了哪些地理尺度

（如全球、国家、区域、城市、社区等[32]）是中学地理教育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从这个

角度来看，在内地和澳门地区通行的人教版地理教材与在香港地区通行的雅集版地理教材存

在显著差异性。 

    具体来说，人教版地理教材的叙事尺度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国家”尺度上，对国家

立场、国家疆域、国家定位等有极其详尽的记叙。由于我们国家国土面积广阔，全国大部分

地区使用同一版本教材，因此在人教版教材中较少提到一些极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地理参考

范例，对地方性地理教学的指导较为欠缺。因此，人教版教材针对某一地理现象的描述，通

常会结合全国各地的情况加以说明，使得学生对中国概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教材往往会通

过展示国家全域图，譬如“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域图”、“中国的人口分布图”、“中国的主要土

地利用类型的分布图”等，对中国概况进行系统地介绍。例如，在八年级（中国地理）的第

一章“从世界看中国”中，教材从疆域、人口、民族这三方面介绍中国的概况，描述了中国

在世界的优越地理位置、一个海陆兼备大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在八年级的最后一

章“中国在世界中”，教材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发展、改革开放、经济持续增长等举

世瞩目的成就，并说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其中，在对中

国经济的介绍中，列举了一系列排名靠前的领域，强调中国发展迅速的客观事实及其在世界

的位置，突显国力日趋强盛。通过展现日益强大的祖国，来塑造学生强烈的国家归属感和认

同感。当然，值得强调的是，虽然人教版地理教材在“国家”尺度的地理概况介绍上更为突

出，但是其并不排斥“区域”和“全球”等叙事尺度，往往将其它尺度的叙事嵌套在国家叙

事的网络中。 

    相对来说，雅集版地理教材的叙事尺度比较多元，其对全球、国家和城市尺度上的叙事

都进行了关注和强调。从编码结果来看，虽然雅集版教材对中国在国家这一尺度上的叙事有

所涉猎（教材对中国的介绍主要集中在教材 c3“粮食问题”和 c4“水的烦恼”，通过介绍中国的

农业和水资源的概况学习自然地理，但没有风土人情的描述），但对全球和城市尺度的地理

叙述更加侧重。一方面，研究发现香港教育局在官网“课程发展”模块列举了“中学教育的

七个主要学习宗旨”，被列于首位的是“国民和全球公民身份认同”。一般来说，对“全球公

民”的认同往往表现为对西方发达国家生活方式、消费文化及身份的模仿和认同。因此，各

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已经策略性地发展出全球身份和本土身份双重认同[33]。从雅集版的

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们更为侧重对“全球公民”的身份的定义，把香港国际化的特征具像化。

另一方面，重要的是，雅集版教材多采用香港本地教学素材，更多地从城市尺度去传播地理

知识和帮助学生认识自己身边的地理现象。以教材 c1“明智地运用城市空间”为例，雅集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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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以议题的形式就介绍了香港市区土地利用类型和分布情况，并以香港本地的图片和案例素

材介绍香港工业区、住宅区、商业区的分布，以香港当前的城市问题为例，探究香港城市问

题的解决及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在 c5 教材“制造业的全球转移”中对香港工业的描述中提到

1950 年代香港制造的玩具印有“帝国制造”而非香港制造；而在描述香港城市问题的议题

中，提到香港从 1960 年代开始从国际制造业中心蜕变为国际金融中心。整体来说，雅集版

教材通常把香港这个特殊的地理语境用来理解更加普适化的地理现象。相比其它空间，香港

在这一教材中被高亮化，被标记上了“制造中心”、“金融中心”等符号，这有助于学生在分

辨出香港与世界其他城市的区别，使得学生更好认识自己所生活的城市，获得身份意识并加

强其认同。但是，由于长期过分强调所在城市身份，而忽视了对中国国家意识的凸显和灌输，

尽管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已经 20 余年，其社会经济文化与内地的联系也越来越紧

密，但是曾经的“违法占中”事件和近期频繁上演的闹剧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对中学生教育

失策所带来的隐含痼疾。 

    2. 内地、香港和澳门中学地理教材中的知识传播参与维度 

    地方身份认同是社会个体对某个空间的自我感知的一部分，通过对地方意义的体验和诠

释往往有利于其对地方身份认同的建构[34]。在特殊情境和文化的空间载体中，参与者通过

参与性的活动，能够深入地体验其营造的情境，并能够从这种体验中获得认同感[35]。从这

个意义来讲，学生如何在地理学习中学会确立自身社会角色及参与其中，是形成空间身份意

识的重要内容。因此，参与性也成为中学地理教材经常采纳的一种知识传播维度。然而，编

码分析发现参与维度在雅集版地理教材中的体现要更加强烈和明显一些，共计有 18 个参考

点；而人教版地理教材对参与维度的使用明显偏少，只有 7 个案例参考点。 

    总体来说，雅集版地理教材体现的地域性更强，它通常基于香港本地问题提出相关议题，

通过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角色赋予”形式在教材中传输香港的发展学生可以如何参与，向学

生呈现了一个饱满的全景式的香港景象。具体来说，雅集版地理教材采用“提出议题→香港

对应素材→参与香港建设”这样的学习路径进行。譬如，在教材 c1“明智地运用城市空间”

部分，其首先在第一节提出香港有什么城市问题？并在第二节上列举香港内城区衰落的特征，

接着第三节提问为什么香港出现这些城市问题？配合“实地考察”材料“内城区城市问题大

搜查‘湾仔’”及“活动”中“九龙东大变身”材料，学生对香港城市建设和规划进行探究，

提问市民可以为保护环境做什么。除此之外，雅集版教材 c2“与自然灾害共处”中练习提问：

当政府发出山泥倾泻警告时，我们市民应该做什么；教材 c6“争夺能源”中练习提出：写一封

信给行政长官，建议一些方法以可持续地满足香港未来的能源需求。总之，雅集版教材基于

香港本地问题，议题式提出疑问，并在教材中传输香港的发展我们可以如何参与。因此，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进行“角色赋予”从而参与到香港本土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 

    对比雅集版，人教版地理教材尽管在活动环节也有设计学生参与提供建议的部分，但其

空间身份意识参与性较弱。例如，人教版八年级上册“土地资源”这节的活动中，要求学生

理解我国的土地基本国策，并作为沙漠、雪山等难得用地的“土地规划者”，提出合理的使

用和保护措施；在七年级上册“人类的聚集地——聚落”这节的活动中，提问：如果作为旅

游者前往丽江，提出可以做些什么来保护丽江古城？尽管，人教版教材对学生有角色定位，

但却没有特征十分明显可参与地理空间定位，即缺乏“定点带入”，学生难以形成强烈的身

份意识和感情。 

    3. 内地、香港和澳门中学地理教材中的空间归属唤醒维度 

    除了参与维度之外，研究发现空间归属唤醒维度是中学地理教材对于空间身份意识塑造

最直观的体现。通过编码得知，中学地理教材的空间归属唤醒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达成：

一种是结构性的，构建出“异化的身份”从而凸显出“自我”；另一种是情感性的，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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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空间（或地方）的情感联结的重塑或强调来描述人的空间身份归属。 

    首先，雅集版地理教材对结构性的空间归属唤醒维度更加依赖（虽然也有少量的参考案

例佐证其空间归属唤醒不仅是结构性的，也有情感性的，但总体很少，见表 2）。这种结构

性的唤醒维度往往通过话语表述的方式对“异化的他者”或“我者”进行强调，从而更好的

定义和理解自己的空间身份意识，增强自我的地方认同[36]。具体来讲，雅集版地理教材在

描述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这两个区域时的话语表述颇为讲究。一方面，其对在国家尺度上的

地理知识的描述是没有附带情感的陈述，往往采用“他者”角度凝视，多用“南中国”、“中

国东部”、“大陆”以及“内地”等字眼，而非“我者”视角的表述（如“我们国家”、“祖国”

等）。另一方面，雅集版教材在使用香港地理素材的时候却强化了“我者”的视角，多采用

类似“本港”的表述方式。如，在教材 c1“明智地运用城市空间”中的香港城市问题的解决中

提到：“巴士公司及电力公司可分别采用低排放巴士及较洁净燃料发电，以改善本港空气质

数”；教材 c3“粮食问题”中写道：“中国内地是本港新鲜食物的主要来源地”；教材 c5“制造业

的全球转移”中描述道：“中国爆发内战，大量移民从内地涌入香港，带来许多劳动力。当中

不少是拥有资金和技术的企业家，促进本港纺织业及塑料业等轻工业的发展”等。认知“自

我”的基点是“他者”，人往往通过他者、通过这种结构性的二元关系认识自身。因此，正

是在自我与他者所建构的话语结构中，促使人们能判定自己的位置和空间身份意识。 

    然而，相比雅集版地理教材对结构性唤醒维度的依赖，人教版地理教材更加倾向于通过

情感性的方式对学生的空间归属感进行唤醒（表 1）。这种情感唤醒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对文化同一性的强调以及对民族认同感的塑造。在文化层面，人教版教材惯常引用古诗、历

史典故，抒发地方感情，利用历史故事以及文化古迹引起共鸣，从而来表达中国一体的观念。

譬如，人教版地理教材在对“祖国的神圣土地——台湾岛”这节课的介绍中，引用了《乡愁》

一诗，表达了台湾与大陆之间浓浓的感情，在文字的右侧配以“台南市的郑成功塑像”图，

并结合“阅读材料”进一步说明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正如

解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文化的理解一样，文化是“人类自己编

织的意义网络”，作为意义的编织者时，“人”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始终为他所在的特

殊民族和地域习俗所塑造的[37]。人教版教材对地理知识的叙述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传达

出中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文化，促进了人们的家国意识以及中国理念的建构。 

    此外，人教版地理教材所引用的素材也通过塑造民族自豪感的方式不断强化学生作为

“中国人”的认同。虽然，民族被认为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这绝不是虚构的共同体，

而是与历史文化变迁相联系，并通过历史积淀而植根于人们深层意识中的心理建构[38]。人

教版教材第三和第四册开始介绍中国地理，第三册作为中国地理的开篇，其在第一章“从世

界看中国”便以疆域、人口、民族这三节课来使学生对中国产生初步认知。在对中国民族的

介绍中，融汇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以加深学生对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例如，在教

材的“民族”这一节内容中，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大家庭”被反复提及，而在行政区划中再

次强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重申国家民族的一体性。

同时，教材也极力赞美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表明各民族在建筑、饮食、风俗、

节庆、艺术等方面的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

区域自治地方在认真贯彻国家的民族政策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巨

大的进步和发展。教材中展现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是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历史基础。 

总之，内地、香港和澳门三个地区的中学地理教材（表现为人教版和雅集版）在地理

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维度上有较大区别（图 1）。从尺度维度来说，人教版地理教材的叙事尺

度主要立足于国家，对国家立场、国家疆域、国家定位等有极其详尽的记叙；而雅集版地理

教材的叙事尺度则相对比较多元，对国家尺度的叙事进行了很大的弱化，却强化了对全球公

民以及城市公民身份的尺度建构。从参与维度来说，雅集版教材较人教版更具参与性，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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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基于香港本地问题提出相关议题，并在教材中传输香港的发展学生可以如何参与，有助于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角色赋予”，以此参与香港本土身份认同建构；而人教版教材虽然

有涉及参与维度，但是其参考点少、定点带入较弱，对于学生空间身份意识的引导效果不会

很理想。最后，从空间归属的唤醒维度来讲，雅集版地理教材更具结构性，强调对“我者”

和“他者”空间的话语表述差异，从而凸显了香港的亲近性；而人教版地理教材则更具情感

性，常常将古诗、古迹、历史典故融入地理学习中，通过历史文化唤醒激活学生的中华民族

国家身份认同与归属。概言之，两种教材对学生空间身份意识建构各有特色，也存在各自不

足。其中，人教版透过国家观念，构建了强烈的民族和国家身份认同，雅集版则更具香港地

域性。雅集版教材对历史性和民族国家性的内容涉猎偏少，不利于学生建构自身的国家和民

族意识，容易引导学生产生地方意识和国家意识之间的身份错位。而人教版也存在对地方参

与性建构的不足，会导致学生难以形成乡土情怀，对自身长期生活的地理空间的疏离。一旦

雅集版教材所建构的自我具有中国的国家属性，便有助于将爱香港和爱国结合起来。而中国

大陆教材如果在人教版的基础学习上补充更多的乡土地方教材，也会有利于同时构建地方和

国家认同。 

 

 

 

 

 

 

 

 

 

 

图 1. 地理教材的身份认同建构路径 

 

 

六、结论与讨论 

    从与内地的交流情况来看，回归祖国后的香港和澳门在国家身份认同方面还是存在差异

的，这既有“先天性”的历史原因，但“后天性”的教育选择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由于英

国殖民历史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香港本土意识具有明显的无根性和游离性[7]。香

港较澳门有着更强的本土性和狭隘的地方性，英国殖民期间对文化霸权的运用更加严厉，加

上其较强的自主性，香港地理教材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在教育方向上做到比较大的改动，表

现为地理教材中的身份定位与话语表述很少传递中国历史与文化在其中。而澳门在葡萄牙殖

民期间的教育管制较弱，多元化碰撞使得澳门融合丰富文化，加之澳门本地自然资源缺乏，

国际贸易没有香港繁盛，更为依赖中国大陆的支持。从研究所分析的内地、香港和澳门中学

地理教材的使用情况来看，教育的确在塑造它们三个不同区域对于“中国”的国家意识以及

区域和地方等空间身份意识层面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实实在在地对三个地方居民的空间身份

意识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诚然，研究并不是去讨论中学地理教材对于三个区域居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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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意识的直接影响，只是尝试从内地、香港和澳门三个地区居民当下复杂的空间身份意识

出发，去从初等教育中寻找原因，而分析的结果很好的印证了这一假设。 

    学校教育作为社会发展和重建的重要场所,应当为国家文化安全、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

改革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文化环境。处于初等教育阶段的青少年更易受到学校教育的直接且

明显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学校教材、教师的引导，将对学

生意识形态的塑造等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就要求学校教育承担起青少年的身份及文化教育，

引导学生传承文化传统、解读民族精神、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并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

信心，从而使得学生对自我身份产生全面而深刻的认知，增强其国家民族身份认同感和地方

认同感。 

    身份认同向来都是多重的，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与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人们的社会身份

也就越来越多重。香港、澳门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制度政策原因，其身份的多重性固然

更加复杂。但随着中国政府对其恢复行使主权，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既是具有地方意识

的香港人/澳门人，也是具有国家和民族意识的中国人，香港和澳门两个地区的地域文化认

同与国家认同的重叠部分越来越多。人教版和雅集版地理教材根据各自使用对象的差异建构

了不同的地理知识生产和传播维度，对身份认同的建构方式和内容各有特点。本文通过文本

分析的方法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去审视教材，从地理教育领域认知内地、香港和澳门三个地区

身份建构与认同，以期为内地和港澳关系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此外，研究也期望未来

相关职能部门的教育教材改革能够关注到这一现象，并从现实的角度为构筑我们国家共同记

忆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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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textbooks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o,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NVivo analysis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 between 

geography education and the awareness of people’s space identity. First, for the strategy of scal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mainstream textbooks in Mainland China and Macao stands majorly on the scale of 

“state” but never refuses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scales for narrating the geography, while the 

mainstream textbooks in Hong Kong weakens the geography narration on the scale of “state” bu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scale of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city”. Second, for the participating strategy, the 

YJ version seems to be easier to get the student to be involved, and this version is endowed with more 

local elements. Specifically, the YJ version is largely designed on the basis of the local geography 

materials; but on the contrary, the PEP version is designed with less participating materials, so that it has 

less impact upon the forming of place identity. Thirdly, for the awaking strategy, the YJ version is much 

structural, adopting a binary discourse framework of “otherness and us” from which the locality of Hong 

Kong is built up, while the PEP version is more emotional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rousing of students’ sense of nation and state. In a short word, the mainstream textbooks in Mainland 

China and Maca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of nation/state, while the mainstream 



大珠三角论坛                                                                    2020 年第 2 期 

 60 

textbooks in Hong Kong formulate the strong sense of locality. This finding has responded to the current 

conscience of place identity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o, contributed to the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education and cultural geography. On the practical level, this study 

has provided reference for the maintaining of the achievement of the united front as well as the practicing 

of education and textbook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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