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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观地点介绍

1.楼观台

楼观台，是中国道教最早的重要圣地、道教楼观的发源地。位于秦岭北麓中

部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境内，是著名的圣迹游览地，号为道家七十二福地之首。

楼观台创始于西周，在魏、周、隋、唐各朝，都对皇室信道起到相当重要的

作用。鼎盛于隋唐，衰落于宋金，毁于宋末，振兴于今。老子在此著《道德经》

五千言，并在楼南高岗筑台授经，又名说经台。1978 年以来，楼观台开展旅游

事务接待，年均国内外游客 50 余万人次，共接待外国游客 2万人次。成为西安

的旅游热点之一。

https://baike.so.com/doc/3368622-354649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26904-556207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351949-1429292.html
https://baike.so.com/doc/1978683-2094022.html
https://baike.so.com/doc/1130186-1195591.html


2.火地塘教学实验林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火地塘教学试验林场，

始建于 1958 年，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要的教

学实验实习基地，同时也是重要的科学研究基

地，是国家林业局十大森林生态系统观测研究

站之一的秦岭林区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

站。地处秦岭南坡宁陕县境内，所在地区地形

复杂，其北界的平河梁为秦岭山脉的大支梁之

一，山势东高西低，从平河梁延伸出的两个大

侧梁将整个林场划分成三大部分。由于秦岭的

过渡带特征，使该站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有重要的保护和保存价值，在全国范围

内的自然资源保护、试验研究、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构建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地段。

生态站建立以来，曾先后承担国家攻关课题和多项省部级课题，主要开展了森林

生态学、林木遗传育种学、森林经理学、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保护等多方面的

实验研究和定位观测，积累了丰富的调查研究资料。“九五”以来承担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部级重点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

火地塘位于陕西省宁陕县境内，全场总面积 2037 公顷。森林覆盖率 91.8%。

全场活立木总蓄积量 157698 立方米。林场内的森林植被属温带针阔混交林和寒



带针叶林，森林垂直分布比较明显，树种繁多，达 450 余种。构成优势林分的天

然树种有冷杉、云杉、铁杉、红桦、华山松、油松、栎类、杨类、槭等；人工树

种有落叶松、油松、华山松、水杉。

3.宁陕县城

宁陕县，隶属于陕西省安康市，位于秦岭中段南麓，安康市西北部。总面积

3678 平方千米，是安康市土地面积最大的县。宁陕之名源于清代设置的“宁陕

厅”，取“安宁陕西”之意。属北亚热带湿润型气候，是中国南北气候的过渡带，



长江、黄河水系的分水岭。是陕西省会西安市南枕的绿色屏障，安康市的北大门，

关中通往川渝的交通要塞。

宁陕县山岭纵横、沟壑交错，地形复杂。秦岭主脊横亘于北境，平河梁横贯

境中，这两大主要山脉，构成了本县地形地貌的主要骨架。总的地形北高南低。

地势高差 2425 米，垂直差异很大。全县可分为高山、中山、低山河谷 3种地貌

类型。2018 年，宁陕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3.14%，绿化覆盖率 41.49%。境内自

然保护区一个，保护区面积 12372 公顷，全县森林面积 32.5752 万公顷。

4.十八丈瀑布

十八丈瀑布位于宁陕县城以北 15 公里 210 国道旁，是一个以自然山水为主

的景点，又名“石巴掌”、“响水崖”。走近瀑布，瀑布像人伸出的左手掌，隐约

可见一丝丝感情线，故人们又称它为“石巴掌”。过去沟内树木高大茂密，瀑布

水量充沛，站在沟口即可听到“隆隆”水声，亦称“响水崖”。

进入景区，穿树林、越小溪，大约 10 分钟就可见刀砍斧劈的悬崖，一道清

泉从崖头倾盆而下，形成高 60 米、宽 10 余米的水帘。帘上冲刷出偌大一个水潭，

潭水清澈，鱼蟹嬉戏其间，别有一番情趣。



二、宁陕县调研结果分析

1. 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

（1）受访者年龄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20 岁以下 3 12.5 12.5 12.5

21-45 岁 6 25.0 25.0 37.5

45-65 岁 12 50.0 50.0 87.5

65 岁以上 3 12.5 12.5 100.0

总计 24 100.0 100.0

调查对象以中年、老年居多，年龄较大。宁陕县的大量青壮年涌向外界打工，

年轻人口大幅度流失，是导致调查对象偏向老龄化的重要原因。他们在年轻的时

候由于社会对环境的重视程度不够，现在年纪过大，忙于生计、思想固化等都使

得他们不愿对环境保护的行为上做出改变。与此同时，年轻的样本中得分往往较

高，他们了解更多的环境保护知识，有更多的交流手段去了解正确的环保意识，

也愿意去做出一些改变。



（2）受访者文化程度

频率

百分

比

有效百

分比

累积百分

比

有

效

文盲 1 4.2 4.2 4.2

小学 5 20.8 20.8 25.0

中学 9 37.5 37.5 62.5

大专或大学本科及以

上

9 37.5 37.5 100.0

总计 24 100.0 100.0

文化程度基本在小学以上，以中学和大专或大学本科为主，少数文盲。这与

秦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有关，该县位于秦岭，近几年高速公路的建成使其交

通相较不在闭塞，在生态环境的改善下，第三方产业将目光瞄准该地，旅游业得

到了大力的扶持，其他产业也相继落户，教育水平亦得到提高，受到过高等教育

的村民门回到家乡发展，这些都使得文化平均水平得到提高。另外，文化水平的

差异也在环境保护方面得到体现，各文化层次的居民在环境知识和行为规范的得

分亦不相同。



（3）受访者家庭收入水平

频

率

百分

比

有效百

分比

累积百

分比

有

效

收入中等的家庭（本地排名

21%-50%）

11 45.8 45.8 45.8

收入一般的家庭（本地排名

51%-70%）

13 54.2 54.2 100.0

总计 24 100.0 100.0

秦岭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开发带来的还有居民的收入的提高。其中一个原因是

旅游业的开发给居民带来的收入增加，也吸引了外来人口的入住；其二是收入相

较贫困的家庭工作繁重，疲于生计，不愿意耗费时间参与调查，导致调查分析存

在误差。收入中等的家庭，关于环境问题的得分相对较高，这是由于经济能力的

提升使之对生活的要求从温饱到小康，对生活环境的质量要求升高，提升环境知

识的意愿增强和有迫切改变周遭不环保行为的想法。

（4）受访者家庭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

频率

百分

比

有效百

分比

累积百

分比

有

效

主要依靠农业收入（纯

农业）

3 12.5 12.5 12.5

主要依靠外出打工，非

农业生产（非农业）

19 79.2 79.2 91.7

一部分依靠农业收入，

一部分依靠外出打工（兼业)

2 8.3 8.3 100.0

总计 24 100.0 100.0



家庭收入从以农业为主转向非农业，由于秦岭生态环境的保护，退耕还林的

政策的推行，农民们不能够单靠种地生存，不得不转向其他产业，而第三方产业

的发展恰巧给与了他们机会，并且由于走向第三方产业产生的经济利润比之农业

只多不少，导致居民大量的向第三方产业靠拢，以至于现在以纯农业为主的村民

寥寥无几。

2.环境知识、环境规范、环境行为总得分

在本次的调查访问中，秦岭山区居民对于环境知识、环境规范、环境行为的

认识是我们的重点调查内容。从统计好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地区居民对于

环境知识的了解程度较高，平均得分 7.96 分，大部分人都能够分辨出哪些是破

坏环境、对环境有危害的行为。在环境规范方面，秦岭山区居民平均得分 9.33，

从表格数据可以看出，极差较大，两极分化严重，部分居民对环境规范一无所知，

而少数居民全部了解。从表中第三行数据可知，秦岭山区居民的环境行为较好，

大部分居民都能有保护环境的行为，并且经常这样做。

3.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1）保护秦岭生态环境对居民家庭生产的影响



频

率

百分

比

有效百

分比

累积百

分比

有

效

环境好了，收入来源更多了，比

以前变好了（林业经济收入增加，生

态旅游等收入增加）

14 58.3 58.3 58.3

对生产的限制多了，收入来源变

少了，比以前更差了（耕地减少，采

伐林木减少，野生动物破坏等）

1 4.2 4.2 62.5

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9 37.5 37.5 100.0

总计 24 100.0 100.0

由调查数据可以直观的看出，58.3%的居民认为“环境好了，收入来源更多

了，比以前变好了。”4.2%的居民认为“对生产的限制多了，收入来源变少了，

比以前更差了。”37.5%的居民认为“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由此可见，保护秦岭生态环境对居民家庭生产大多产生比较正面的影响。对

于其中感觉以前一样的居民，其生产活动主要与生态环境无关，不会受到政策影

响，如外出打工等。对于少部分产生负面影响的居民，其生产活动主要是采石砍

树等对秦岭环境危害较大的工作。这样的结果也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正确性，保护生态环境带来的经济收益，正在细致入微处改善着居民的生活。



（2）保护秦岭生态环境对居民家庭生活的影响

频率

百分

比

有效百

分比

累积百

分比

有

效

生活比以前更好了 21 87.5 87.5 87.5

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

变化

3 12.5 12.5 100.0

总计 24 100.0 100.0

由图表可以很直观的看出，保护秦岭生态环境，居民家庭生活明显得到改善。

认为“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的，仅占很少一部分。认为“生活比以前更

差了”的居民人数为零。

由此可见，在改善居民生活这一方面，保护秦岭生态环境的正面影响是毋庸

置疑的。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居民生活环境的好坏，人民生活环境的改善

也证明了保护秦岭生态环境的正确性。

4.家庭收入与家庭类型对于环境行为的影响

（1）家庭收入对于环境行为的影响

收入越高的家庭对于环境的保护力度越大，做出有利于环境的行为越多。

（2）家庭类型对于环境行为的影响

以纯农业为生的家庭，对环境的保护处于平均水平。以非农业为主要收入的

家庭，做出有利于环境的行为相较于其他家庭较多。而以兼业为主的家庭，做出

的有利于环境的行为最少。



三、组员心得体会

能够作为第九届秦岭生态文明教育课程的一个参与者，我无疑是十分幸运的。

同时，更加荣幸的是可以听到许多学校里对秦岭有很深入研究的专家教授的讲课

以及校长吴普特先生的教诲。而在种事情在平时是根本难以实现的。通过参加这

门课程，我才对秦岭可以说是有了一个真正的了解，它让我对于秦岭的印象不再

仅仅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它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开始具体而鲜活起来。在为期七

天的秦岭生态文明课程的学习中，我不仅近距离的感受到了秦岭的生态之美，同

时也深切的感受到了秦岭所蕴含的文化之美。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只有亲自在秦岭生活过几天，才可以对他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了解。同时，通过

此次课程，我的生态文明意识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也清楚的意识到，作为一个

农林高校的大学生，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与宣扬者。

（董）

短短一周的秦岭之行转瞬即逝，但是其中蕴含的经历和知识却永生难忘。从

第一天停留参观楼观台，仰视秦岭之美，感受道家之文化，第二天徒步攀登至高

山草甸，虽疲惫劳累却不言放弃，最终见识高山灵秀、山云动人，到下午走进课

堂，倾听教授讲课，美景至精课，这是一场视觉盛宴，也是一场精神盛宴。回顾

秦岭之行，爬山看景，教室聆听，实地授课，外出调研。在景色当中看到的是。

天地广阔，万物灵秀，山川河流，雄浑壮阔，不由心胸开阔；在课堂中学到的是

秦岭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生物多样性丰富有趣，道家思想深厚博学，一山一树

一草一木飞禽走兽皆有灵性。实地授课更是身临其境，加深影响看到了普通生活

中不会注意到的红桦，从前不知有何用的科研工具等等。而外出调研，深入陕西

省宁陕县的平民百姓的环境行为和对秦岭改善的态度。经历多样，感受颇深，这

次秦岭在我的印象中也不只是一座古老遥远的山脉而更显贴切，更显亲和，更让

我永生铭记。（肖）

在我的记忆中，秦岭就是中学地理课本上的一条线。那时秦岭淮河这个词在

我心中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十分机械的代名词——它将中国分成了南方和北方。

其次我并不认为秦岭有多么神秘，因为我的家乡就是在武陵山腹地。然而就在这

个大一结束的假期，我来到了这里，让我惊叹不已的是它的深厚文化，它的地理

意义。与秦岭接触的七天让我重新认识了秦岭，不再是过去对秦岭文字描述的阅



读，而是真切地走进它，接触它，感受它。在火地塘的这些日子，给我留下深刻

印象的莫过于那山、那水、那林地。曾几何时，不管是各种事物的分界线还是秦

岭的垂直地带性，都背的滚瓜烂熟却从没体会过；而这次，当我爬上了高山草甸，

从山脚的落叶阔叶林到山顶的草甸，真正体会到了秦岭的垂直地带性变化。游草

甸，踏林场，至少在这个充满城市喧嚣的世界是很惬意的。因此，珍惜爱护环境，

保护秦岭生态环境很是必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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