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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新实验学院

秦岭生态文明教育调研报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王晓彤

【摘要】本文总结了秦岭生态文明教育获得的成果，总结梳理了秦岭

生态文化资源，并对秦岭生态文明的发展与传承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实践活动 秦岭 生态文明

【简介】秦岭，分为狭义上的秦岭和广义上的秦岭。

狭义上的秦岭，仅限于陕西省南部、渭河与汉江之间的山地，东

以灞河与丹江河谷为界，西止于嘉陵江 。广义上的秦岭，是横贯中

国中部的东西走向山脉，西起甘肃省临潭县北部的白石山，向东经天

水南部的麦积山进入陕西。在陕西与河南交界处分为三支，北支为崤

山，中支为熊耳山;南支为伏牛山 。长约 1600多千米，为黄河支流

渭河与长江支流嘉陵江、汉水的分水岭。

由于秦岭南北的温度、气候、地形均呈现差异性变化，因而秦岭

-淮河一线成为了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

秦岭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主峰太白山海拔 3771.2米，位于

陕西省宝鸡市境内。秦岭为陕西省内关中平原与陕南地区的界山。

一、活动总结

聚集火地塘林场，感受秦岭秀美山河

为期一周的秦岭生态文明教育活动由 2012年创建，至今已开展

了近六年，每年都会有大量西农学子积极参与其中。活动由 7日开始

至 14日结束，主要内容有楼观台，十八丈瀑布，城隍庙特色景点参



观，高山草甸游览，专题讲座授课，林场设施了解，社会实地调研等。

通过以上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增强小组团队意识，帮助了解当地特

色文化，提升自然科学理论素养，体现西农学子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习总书记曾说“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初入秦岭，同学们对

这句话有普遍认同感，此地空气清新，气候宜人，远处云雾缭绕，仿

佛身处仙境，悠然自得。初聚林场当晚的授旗仪式让学员们彼此相识。

旗手们的毛遂自荐与学员们的民主投票无疑拉近了大家的距离，接下

来的日子，“我们都是一家人”，大家相处融洽，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秦岭之旅正式开启。

相遇多媒体课堂，汲取生态环境知识

这些日子里，活动主题围绕“生态文明”展开，其中少不了知名

教授：常庆瑞教授，张磊教授，樊志民教授，张硕新教授，李卫忠教

授等。他们的授课方式生动有趣，将亲身经历与理论知识结合，突破

传统课堂令人昏昏欲睡的旧模式，授课语言幽默诙谐，循序渐进。同

学们在快乐的氛围里学习生态环境知识，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同时领

略师者为人之道。

“登陆西安，下载历史，外看颜值，内看气质”樊志民教授的接

地气且精辟的开场白引起了全场的掌声，“我们陕西有三大圣地：人

文圣地-黄陵，革命圣地-延安，农业圣地-杨凌”通过介绍，我们对陕

西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张硕新教授针砭时事，利用辩证统一思想讲

解森林抚育问题的利与弊，将植物耕种方式的选取与为人处世方法联

系，给大家上了堂自然人文课。“用大蒜检验蘑菇是否有毒，躲避黑



熊要绕道行走”李卫忠教授用他的经历让我们获得了野外生存小技巧。

“参加此次活动我真的收获了很多在学校无法学到的知识，相信这些

知识对我未来的生活极有益处，当初选择参与这项活动是属于我的小

幸运！”其中一名学员说。

身处秦岭大自然，体会绿色植物魅力

“终南阴岭秀，壁嶂插云天，云横秦岭家何在，试登秦岭望秦川”

纪录片《大秦岭》中片首曲高度概括了古人对秦岭的直接感受。现如

今交通便利，几次实践活动中我们感受更深的是其高山巍峨，重峦叠

嶂，终灵毓秀，聚天地之精华，凝山川之灵气。从高大的乔木林到平

缓的高山草甸，结合刚学习的理论知识我们体会水热条件对植被类型

的影响。看到一望无际，遍布小花的草甸，大家纷纷掏出手机，为各

自的小分队留下值得回忆的合影。十八丈瀑布下，我们感受十八丈高

的泉水击打岩石的宏伟壮观。熊猫谷内棕色大熊猫与金丝猴已深入我

们的内心，每个学员心里都明白只有保护环境，爱护大自然，我们才

能拥有与濒临灭绝动物如此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在大自然中，我们卸

下了思想的一切包袱，给心灵放了个假。

调研佛坪县古街，了解村民自然保护意识

佛坪县古街古香古色，“客栈”,“裁缝”等字眼映入眼帘，仿佛

游人置身于古代。13日，我们进入古街为了完成秦岭生态文明教育

活动最后一项任务，此项活动意义重大，先前课堂学习的社会调研方

法此刻则派上了用场。同学们通过聊天对话方式获取有效信息并及时

记录，深入调查村民日常环境保护知识掌握情况与实施途径，及时分



析并给予有效的意见。当地村民热心回答，我们感受他们的民风淳朴，

促进了西农学子与村民们的浓厚情谊。

此次生态文明教育活动让喜爱自然的同学们齐聚一堂，共享知识，

分享快乐！一个从小到大生于北方城市的学员说：”真心感谢西农给

了我一个接触自然，感受美好的机会，秦岭之行将是个难以忘怀的经

历!”

二、对策建议

我们对宁陕县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调查结果做

了相关的一些分析。

1基本概况

（1）研究区域

宁陕县位于陕西省安康市西北部，秦岭山脉中段南麓，三面环山，介

于东经 108*49'~50'、北纬 33048'~49之间，属北亚热带湿润型气候，

是长江、黄河水系的分水岭。它东接商洛柞水、镇安，南连石泉、汉

阴、汉滨区，西邻汉之意。城关镇又名关口镇，是全县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它于 2011年 6月由宁陕县原城关镇、汤坪镇、旬阳坝

镇三镇合并组建而成，镇政府位于宁陕县城，全镇共有 12个行政村，

2个社区居委会，45个村(社区)民小组。总户数 7516户，总人口 20556

人。其中:农户 2640户，农业人口 9672 人。总面积 697平方公里，

东西宽约 50 余公里，南北长约 80余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18.5%;

其中，耕地面积 25383亩，人均耕地面积 1.498亩;林地面积 61.6万

亩。境内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森林覆盖面积达 80%，盛产香菇、木耳、



板栗、核桃、天麻等土特产，有包括平河梁、上坝河森林公园、十八

丈瀑布、太白神洞等在内的自然景观，老母台、城隍庙等在内的人文

景观。

（2）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以宁陕县城关镇居民(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为研

究对象。由于调查人员都只是经过简单的临时培训，缺乏从事问卷调

查的专业知识和实际经验。再加上调查时间、经费有限，故不能以城

关镇每一个社区为调查地点。

因此，样本选取时，采用了偶遇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等非概率抽样

法，以大街拦截的方式选取了调查对象。研究资料收集时，以问卷调

查法为主，结构访谈法为辅。在资料整理与分析过程中，先对收集到

的资料进行整理，然后使用 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对录入的数据进

行相关分析，最终撰写调研报告。

（3）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形式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在安康市宁陕

县部分乡镇开展了大量的预调查工作。其次，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

了解目前国内外有关环境行为问题研究的进展，逐步完善研究思路。

最后，制定了详细的研究方案，开展具体的调查工作，尽可能地获取

第一-手资料。本次调查主要以问卷的形式进行，问卷共涉及 6个部

分，具体包括被调查者个人及家庭的基本情况、环境知识、环境意识、

社区环境规范、政策法规和环境行为(见附录) .意图在考察居民环境

知识、环境意识、社区环境规范与政策法规等-系列因素的基础上，



探讨其对宁陕县城镇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

根据宁陕县城镇居民的实际情况，对“环境知识”交量的测量，

设计 10道判断题。每道判断题有 3个选择答案,分别是“正确”、“错

误”、 “不知道”。 被调查者对 10项陈述做出判断，每项实际判断

正确赋值为 1, 实际判断错误(包括“不知道”)赋值为 0.各项目值相加，

就得到“环境知识"的测量值。对“社区环境规范”和“政策法规”

变量的测量，分别设计了 6道问题和 S道问题，每道问题均以李克特

i级量表法设置答案选项，分别是“很不同意”、“不太同意”、“说不

清”、“比较同意”与“很同意”.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问

题进行作出判断，并按照由“很不同意”到“很同意”的顺序对其赋

值 1、2、3、4、s.最后将各题选项分值相加，就得到“村庄环境规范”

和“政策法规”的测量值。

2、调查发现

（1）环境知识

对于“环境知识"的考察，环境知识变量的测量值为 6.84。“废电

池对人体无伤害”这一陈述，有 62.9%的人判断是正确的;“农用薄膜、

塑料袋是白色污染物”这-陈述， 有 88.6%的人判断是正确的:“ 含

磷洗衣粉不会污染水”这-陈述，有 53.6%的人判断是正确的:“二氧

化碳 导致温室效应”这-陈述，有 52.9%的人判断是正确的“汽车尾

气不会危害人体健康”这一陈述， 有 71.4%的人判断是正确的:“过

量使用化肥会污染环境" 这-陈述， 有 8.6%的人判断是正确的:“ 天

然气比煤炭更污染大气”这陈述，有 71.4%的人判断是正确的:“绿色



植物可以净化空气” 这一陈述， 有 90%的人判断是正确的;“焚烧

精秆没有危害”这一陈述， 有 63.8%的人判断是正确的:“单一树种

更容易导致病虫害”这一陈述,有 4.3%的人判断是正确的。

（2）政策法规

对于当前政策法规的考察，36.8%的城镇居民不同意“植树造林

是因为退耕还林政策的要求”这一观点，67.6%的城镇居民同意“政

策结束,还会继续植树”f 这一-观点。国家政策对于居民家庭经营种

植业的决策影响很大，但是否会继续经营取决于其家庭人口结构特征、

财产状况与收入状况等因素(见表 5).至于对“退耕还林政策实施的好

处”这-问题的看法，37.1%的城镇居民认为“改善了生态环境”，29%

的城镇居民认为“利用废弃耕地，避免土地撂荒”,34.3%的城镇居民

认为“补助款增加农户收入”, 2.85%的城镇居民认为“不再种地，生

活轻松自由”, 2.85%的城镇居民认为能够带米其他的好处。

（3）具体环境行为

对于具体环境行为的考察，从居民家庭使用的生活能源、垃圾处

理方式、对环保活动的参与度以及影响他人环境行为的情况等方面进

行。家庭能源包括煤炭、沼气、木柴和天然气四类，调查显示，使用

煤炭和沼气的均值较低，大多数城镇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已经不

使用这两类能源:木柴和天然气使用量较前者稍大，但使用频度尚未

达到半数以上.液化气和电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使用最频繁的能源。

因为这两种能源不仅使用成本低、利用效率高，而且 f相对清洁，对

环境的污染较小。可以看出，居民在生活中选择使用哪种能源与当地



的资源，自身的家庭经济状况密不可分。

在垃圾处理方式上，将垃吸倒在山沟里/河道旁、焚烧垃圾以及

自行填埋垃圾这三种处理垃圾的方式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很低，多数

居民不会通过这三种方式来处理垃圾。相反，将垃圾倒在垃圾箱里的

处理方式对应的受众人数最多。

Guagnano (1995) 等学者在研究垃圾回收行为时提出了 ABC 理

论，认为环境行为受个人的环境态度和外部条件这两类因素的共同影

响，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行为难以实施或者需嬰耗费大量的

时间，那么行为受到态度的影响就会变得很小，而受到外部条件的影

响就会变大。外部条件是指诸如便利性、社区垃圾回收箱的设置等客

观条件。由此可见，宁陕地区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这为居民选择较

为合理的垃圾处理方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助于维护山区的生态环

境。

从参与环境保护宣传讲座的频率来看，“从来没 有参加过”的人

数最多，达到 27人，占样本总数的 38.6%;“很少去过” 人数有 18

人，占样本总数的 25.7%;这两项的累积百分比为 66.2%,近乎占到了

样本总数的三分之二。可以看出，当地居民对环境保护宣传讲座的参

与度不高，缺乏投入到环保宣传活动中的积极性。在这-点上,女性的

积极性远远低于男性，这可能与传统家庭分工“男主内，女姓外”有

关。调查中，当地居民基本上不参与对环境问题的上访或投诉。“关

注却不参 与”是当前居民环境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这可能与环境

问题上访/投诉的周期长、成本高有关，也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原则有关。

在生动制止别人乱倒垃圾的问题上,会“主动制止他人”的人数

有 42人(包括回答“约半会”的 5人、“大多数会” 的 20人、“每次

都会”的 17人占样本总数的 60%。可以看出，大部分居民在遇到别

人乱倒垃圾时，通常会采取动的制止措施，引导他人规范环境行为。

在向他人陈述环保的重要性上，调查对象的作答上也表现出较高的积

极性，有 57%的人会选择这么做。他们热衷于主动向他人宣传环保，

乐于高频率地讲述环保的重要性。但一旦遇到与他人发生冲突，他们

会立刻终止自己的行为。日常性环境保护行为只受群体/他人压力变

量的影响，而群体/他人压力、性别、受教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

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等因素则对参与性环境保护行为作用。

（4）总结

早期的研究中，一般将环境行为视为环境意识或环境态度的重要

维度。具有较高环境意识水平的人群其环境行为水平也高。在环境意

识上，难以达成共识。近年来，才环境意识的提升最终落脚点在于环

境行为的改进，将环境行为逐渐从环境意识中剥离出来，作为独立变

项单独加以探讨。本次调查立足于宁陕县城镇居民的环境行为，调查

显示城镇居民的环境知识不足，相关概念模糊:居民环境意识明显星

“政府依赖型”，自身意识水平不高，且隐含着发展经济、提高生活

水平与保护环境、个人环保意识觉醒与群体环保意识薄弱、个人投入

与国家投入、主张依法保护环境与法律知识缺乏等四对矛盾,进而导

致人们行为与意识在某种程度的脱节。社区规范有所提升,但参与环



保活动的总体水平较低。文化程度是影响人们环境意识与环保知识的

最关键因素，而环境知识水平、文化程度、对当地环境状况的感受等

又会影响其所采取的环境行为。

城镇是城市与农村地区的过渡地带。受地理位置、人口与资源分

布、政治与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东中西地区城镇化水平各不

相同，城镇居民环境行为特征以及影响因素之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宁陕县位于秦巴山区，自然资源较为丰富，“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是当地居民长期以来的生存方式。尽管山区城镇居民在某些方面环保

意识相对较弱，但从日常社会生活中看，城镇居民实际表现出来的行

为，对于环境保护来说，井不往往全部是消极的、被动的。居民长期

形成的环境知识、文化传统、社区规范、价值观念变迁、环境政策的

制定与实施等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对拓展与深化环境行为研究有着重

要的

当然，本次调查所选区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陕西省是由陕北高

原、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区三个部分组成，而调查只选取了陕南某一地

区某一城镇，另外在样本大小的确定、调查对象的选取等方面也存在

着诸多不足，从而会影响调查发现与相关的研究结果:其次，大多数

研究都只是对环境知识、环境意识、社区环境规范、国家政策与环境

行为等变量只是基于统计意义上的发现并加以描绘，缺乏理论关怀与

理论解释，较易陷入数据流与统计谬误。此外，侧重关注环境知识、

环境意识等变量的测量，忽视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制度、文化规范

等结构性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