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小俊，鲁迅文学院24期高级

研修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陕西省高层

次人才、西安市高层次人才“领军人

才”。获第七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

六届全国冰心散文奖、第三届柳青

文学奖。作品连续4年入选“中国散

文排行榜”“中国报告文学排行榜”，

被中国翻译出版社翻译成英、法、西

班牙等语言。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港路 1814 号宝龙城市广场一号楼广电大厦 ■总编办公室 E-mail:bhsbzbs@126.com 65622926 ■报刊编辑部：65622960 ■邮编：300456 ■广告热线：65622929 ■门市：65622968 ■发行热线：65622965 ■印刷单位：天津北方报业印务公司（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兴华十支路八号）

中国新经济文学主编：陈丽伟 责编：李勇 校对：戴超 制作：王金刚Prose8散文 2022年11月21日
星期一

泽被天下
■ 邢小俊

大约6亿年前的混沌时刻，大秦岭还是

一片汪洋，在汪洋的南北两岸，是华北板块

和扬子板块在长久地剧烈碰撞，这种南北方

向的巨大力量挤压着山脉崛起，大秦岭由此

彻底告别了浩瀚，平地而起，东西横亘，面积

广大，气势赫赫。它与昆仑山一脉横贯，绵

延数千公里，成为中国地理意义上的中央山

脉，两大母亲河的分水岭，南北地理和气候

的分界线。在她的统领下，中国的南方和北

方、东部和西部被陆地缝合。

它提携着两条世界大河——黄河、长

江，十指相扣，携手东行——这三个世界地

理奇迹，在地球上摆出“两河一山”的炫目大

格局。它用它庞大的身躯，为人类创造了一

个多样而丰富的中国，它是自然界对人类最

慷慨的馈赠，也是华夏历史最初的命脉。大

秦岭对中国到底有多大意义？或许没有人

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这座古老而宏大

的山脉，被赋予了太多太多的意义和价值。

秦岭是中华民族的根。这里有蓝田猿

人的身影，有半坡人种植作物、捕鱼打猎、制

作陶器的人类文明曙光。在中华民族的传

说中，有一位杰出的女首领华胥氏，即伏羲、

女娲的母亲。在大秦岭与渭河形成的半月

形地带中央有一支流，曰华胥河。这里，即

是华胥氏的本部，也是中华民族的本部，也

是中华民族的伊甸园。华胥氏带领华胥国，

足迹遍布以华山为中心的黄河流域，开创了

中华民族早先的盛世先河。伏羲女娲兄妹

结合，繁衍了生生不息的华夏子孙。炎黄两

帝，为民族带来了诸多技术和发明，堪称创

造了物质文明的领袖，精神领袖伏羲则一画

开天，创制了一部无字天书，就是华夏文化

的原始代码《易》。后来周文王顺承伏羲创

作《周易》。再后来，孔子述而不作，系统整

理出《易传》。《易》是中华文化的总根脉和大

道之源头。后世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华夏

族，国名曰中华。

距今 3100 年前，黄河中下游同时活跃

着夏、商、周三个部族，商末，商王朝的中心

辗转至殷墟一带。这时，关中腹地的周族崛

起，大秦岭是周人驰骋的舞台。由此，中国

历史进入了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大秦岭时

代，这一时代持续 2000 年之久。正是秦岭

北麓天然屏障的庇护和滋养，才使这片八百

里秦川之地久负“长安”之盛名，成为中国古

代历史上的龙兴之地，成为中华民族繁衍生

息的重要源头。一部中华文明历史的演进，

就始于斯。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之时，周

室衰，齐、楚、秦、晋始大，在今天水之南水草

丰美的汉水上游，西周的边陲，秦人先祖因

养马被封，“秦”字由此进入中国历史，“秦”

字上部是“春”字头，下部是“秋”字底，暗合

“春秋”之意。秦人崛起而得天下，是秦岭故

事中的一件大事，亦是历史上的大事。此一

时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后世哲学思想

发展的事件。秦末，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因

汉水而汉中，因汉中而汉王，因汉王而汉国，

因汉国而汉字、汉族、汉文化……在大秦岭

的庇护下，周秦汉隋唐十三个王朝在此建

立，古都长安建都历史长达1100多年，皇皇

大唐被推向万国来朝的盛世峰巅，长安成为

中国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唐以后海外中国

人多自称唐人，遍布世界各地。数千年匆匆

岁月，这片热土发生的所有王朝兴替和文化

激荡，不仅成就了中华历史上的风华魅力，

也传承了中华文明悠久的绚丽与辉煌。大

秦岭护佑了古都的繁荣与成长，见证着人类

开国立制——父亲一样的秦岭，才有这样的

胆识和气魄。中华文明从大秦岭走来，从大

秦岭走向世界。它的山石林木，成为历朝历

代夯宫筑苑的础基和廊柱，它富饶的乳汁，

浸润着两岸的民生与风光，成为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秦岭是中华大地上重要的地理标志。

它横亘在中国腹地，由西向东逶迤，崇山峻

岭充实着它庞大的山系，铸就了中华大地南

北之分界的重要地理标志，它既是南方和北

方的气候分界线，又是南方和北方的结合

体，它将中国一分为二，又将中国合二为

一。秦岭磅礴绵延的身躯和包容万物的坦

荡襟怀，不仅展现南方北方纷繁多彩的迥异

风光，还展现了不同的民俗文化和丰富思想

内涵。

大秦岭的生态意义，不仅在于分水，更

在于涵养水、供给水。秦岭北麓有七十二

峪，这众多的峪口承接北麓溪、涧、河、流，能

够同时向黄河、长江两大母亲河注水。由于

地层原因，秦岭形成北仰南倾之势，北麓山

势陡峭，巍巍高峰，仰天而立，所以水流短促

而有力，势不可挡，冲积出了关中平原。秦

岭北部的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发

源于陇，流入关中后便接纳了秦岭北麓七十

二峪的水流，在秦岭东端汇入晋陕峡谷中奔

腾而下黄河，折流东去。秦岭南部的汉江，

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发源于秦岭南麓

的西端，一路东去，沿途汇集万溪千河，穿汉

中，通安康，收丹江，贯荆楚，一路东进注入

万里滔滔的长江。因为有秦岭的气候屏障

和水源滋养，才会有八百里秦川的风调雨

顺，这道巨大的天然屏障，阻隔了来自西伯

利亚的寒流或季风裹挟而至的黄土高原的

沙尘，在久远的弥散沉积中塑造了有“一马

平川”的关中平原。关中平原享有暖温带季

风气候，常年风调雨顺，四季分明，加之渭

河、泾河两条大河千百年来将上游的沉积物

冲刷堆积至此，土地愈加肥沃，宜耕宜农，富

甲一方。而秦岭以南汉中和四川盆地则完

全享受着秦岭的庇护和恩惠，降雨丰沛形成

一派江南景象。秦岭南北形成在饮食上北

麦南稻、在交通上的南船北马等差异。

秦岭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大秦岭

的主体在陕西，陕西又称古秦之地。关于秦

岭称谓最早的文字记载出自司马迁的《史

记》，秦岭又称南山或终南山。大秦岭是大

地智慧的“额头”，是荟萃各种思想，传承不

同文化流派的精神家园。佛教传入中国后，

多以大秦岭为中心，佛教八大祖庭其中七大

祖庭在它脚下，佛家寺院碑塔更是比比皆

是，更有道教存留七十二悬洞二十余道观，

为后世种下梵音和善果。秦岭北麓中段，有

一座古老的道观楼观台，2000多年前老子骑

着一头青牛缓缓而来，在此传授道德经，留

下洋洋五千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的思想精髓，造就了让无数人景仰

的哲学之巅。大秦岭自古就是一座隐山，一

直被认定为佛教的策源地、道教的发祥地、

隐士的集聚地，亘古以来就有隐逸之气和加

持力。在道教典籍中秦岭为大地的肺部，这

或许也是无数隐士选择这座山的原因之

一。从西周的姜子牙至秦末汉初东园公等

“四皓”，再至汉初开国功臣张良……其后如

药王孙思邈，仙家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

及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等，均丰富了它的隐

居谱系，大秦岭上的隐士也从来没有消失

过。秦岭博大幽深，很容易找到清净的地

方，适合修炼，成为天下少有的“隐士天堂”；

它灵异神秘，修行人容易获得非凡的体验和

证悟，千百年来一直是修行者心中的圣山。

诸多文明先河，如泾渭合流，汩汩东去，滋养

着天下苍生，华夏民族。

是秦岭的巍峨，造就了中国诗词艺术的

高峰和千秋华章。秦岭以坚强坚韧的风骨

和悲悯世事的情怀，滋养了诗人诗魂，让后

人拥有了更多闪耀着璀璨之光的文化自信

和精神财富。我们可以从传承了几千年的

诗词歌赋中，领略秦岭的风韵，感受秦岭的

浩然之气。因心境不同，在诗人的眼里秦岭

呈现出不同的色调：在诗仙李白笔下，高耸

巍峨的秦岭山脉充满了奇幻诡谲的神秘色

彩。他在《古风其五》中写道：“太白何苍苍，

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尺，邈尔与世绝。”在

《蜀道难》中写道：“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

绝峨眉巅。”更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

感叹。而王维辋川别业之山水田园诗画，更

是将秦岭之美、乡野之趣揽于笔端，示于天

下，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徜徉在辋川的田

园之中，体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

精妙之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良

宵美景。白居易有“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

秋风吹白须”的感慨，韩愈曾吟唱“云横秦岭

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祖咏描

绘应考长安的艰辛路程“终南阴岭秀，积雪

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秦岭是中华民族的“生态命门”。山与

山不同，秦岭山域面积40万平方公里，是万

物生灵自由狂欢的乐园，生物多样，极为丰

富，被誉为天赋的“中国中央公园”。大秦岭

涵盖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亚寒带，

多样的气候造化了多样的物种。从亚热带

到寒带的植物，在大秦岭中均有分布，是一

座蕴藏丰富的宝库。 阵阵松涛，缕缕清泉，

鸟语花香，都写意着生机和活力，被称为“秦

岭四宝”的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藏匿

于自然保护区内，鬣羚、斑羚、黑熊、林麝、刺

猬、松鼠等哺乳动物以及数不清的各种鸟

类，均在秦岭的庇护下代代繁衍。秦岭无闲

草，素有天然药库之称，是名副其实的药源

植物基地，其中名贵中草药在各类植物中占

了很大比例。据《秦岭植物志》统计，秦岭共

有 3400 余种各种类型植物。从古到今，这

座山上的隐士，他们在查看星斗、冥想经

典、成就信仰之余，从来没有停止对草药的

寻觅、研制以及丹药的炼制。漫山松树新

鲜的松针在溪水中淘净后可以吃，口留药

香，是一味极好的中草药，常食可疗病，能够

充饥，延年益寿。出现在终南隐士食谱上的

就有松针、松脂、云母、黄精、灵芝、茯苓、何

首乌等。

秦岭以南，柑橘、茶、油桐、枇杷、竹子等

亚热带植物遍及山坡；秦岭以北，苹果、梨等

温带水果独占鳌头；潼关、太白的金，金堆城

的钼，蓝田之玉闻名天下；秦巴山的金、银、

煤、钒、铝、锌等矿藏深厚。秦岭东、西有两

个汤峪，古为皇室独宠，今归百姓共有。它

是中华脊梁，是中央山脉，是值得万世敬仰

的中华父亲山。

大秦岭，就是这样一座内涵丰富、历久

弥坚的山脉，它隐藏着中国的生态密码，隐

藏着中国的人文密码。它横亘在中华大地

上，也横亘在国人的心上。因为大秦岭发挥

着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维护生物

多样性等诸多功能，所以它的生态环境保

护，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安全保障

具有重要意义。原始文明时期，由于自身力

量的弱小，人类对自然充满了敬畏和恐惧。

农耕文明时期，人类在顺从自然中获得收益

和提升，同时对自然的征服欲望也开始膨

胀。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在征服自然中

获得极大的物质满足，但自然资源急剧消

耗，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空

前紧张。回顾历史，秦岭生态环境的破坏曾

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这种破坏

在秦朝已经出现。杜牧《阿房宫赋》有云：

“蜀山兀，阿房出”，为了建设都城，蜀山的树

木都被砍光了。汉唐时期，位于秦岭北麓关

中地区的都城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

增长，都城的兴建、宫殿的修筑，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巨量薪炭需求，导致秦岭森林植

被急剧减少。因为森林植被遭破坏，无法有

效涵养水源，关中地区的水旱灾害明显增

加，河流流量普遍减少，昔日“八水绕长安”

的盛况难以再现。关中平原曾经有许多著

名湖泊，唐以后也逐渐堙废。明清时期，数

百万流民涌入秦岭和大巴山区，垦山种植玉

米、红薯等作物，兼营木厂、炭厂、铁厂、造纸

厂，秦岭山区的原始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

从而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进而影响了当地

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近因山中开垦既遍，

每当夏秋涨发之际，洪涛巨浪，甚于往日，下

流壅塞则上游泛滥，沿江居民沈灶产蛙亦其

常矣”，类似记载在清代的地方文献中比比

皆是。明清以后秦岭地区经济的贫困落后，

与秦岭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紧密联系。

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科技的

高速发展，三秦大地日新月异，经济走上了

高速路，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人口，使得大

秦岭得以休养生息，森林生态系统的自然修

复和人工修复皆取得进展。历史上秦岭森

林资源曾被过度利用，如何建立秦岭生态保

护的长效机制，上升为国家战略。

1965年，在秦岭主峰太白山，建立了陕

西省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太白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目前，秦岭范围内已建成各类

自然保护地118个。在1998年长江大洪水

之后，秦岭全境停止了采伐，全面实施天然

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曾经兼具采伐

和培育森林双重目标的数百个国有林场，整

体转制，以保护和培育森林为主要目标，建

立了国家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上百处，建

立国家森林公园数百处，建国家地质公园数

十处。2007年，陕西为秦岭立法，实施《陕西

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靠山吃山、乱搭乱建、乱砍乱伐、乱采乱

挖、乱排乱放、乱捕乱猎，种种乱象丛生之

下，山何以堪？现实的教训让秦岭迎来了生

态环境全面整治和最严格的保护措施。在

由乱到治过程中，“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逐步深入人心。近百万公顷自然保护地

实现各类生态系统全覆盖，珍稀濒危动植物

人工种群育保取得新突破，秦岭大熊猫野外

种群增幅、密度、DNA 调取率均为全国第

一，朱鹮从秦岭飞向世界。

进入 21 世纪以来，水已经成为大秦岭

最重要的生态产品，因为水，大秦岭与大关

中、大西安结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再现

了“八水绕长安”。因为水，大秦岭成为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绿水青山，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金山银山。秦岭山区不仅保护好了生

态，还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脱贫致富。

2011年，陕西启动秦岭山区移民搬迁，将居

住在秦巴深山遭受地质灾害威胁和贫穷困

扰的240万群众搬迁易地安置，不仅使脱贫

攻坚走出坚实新路；2014年起，陕西又实施

引汉济渭工程，打通秦岭隧洞98公里，引汉

江之水进入西安，从根本上缓解关中渭河沿

线城市和工业用水的水资源问题，将使1400

多万人口受益。如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

不再依赖大秦岭的木材薪柴，人们正在努力

还秦岭以宁静，还水以清洁。大秦岭发展的

方向不再是生态资源，而是生态环境。

秦岭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说的是秦岭太

白绝顶，有一处大约6000平方米的湖泊，叫

大爷海。大爷海幽邃碧蓝，深不可测。湖上

有一种叫白顶溪鸲的鸟，专心守护着大爷海

明净的湖面。水面上稍有落叶，它便立即衔

走，不让任何杂物污染，也正因如此，大爷海

才这般清澈。相传曾经有位美丽的姑娘，为

追随逝去的心上人而跳湖，后来化作了一只

美丽的小鸟，起早贪黑守护在这里。这凄美

的传说，蕴涵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忠诚。

生态兴则文明兴。保护好秦岭生态环

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秦岭博大而多彩，古木

参天不厌细藤缠绕，溪流涌动却海纳浮游生

命，鲜花绿草，飞禽走兽，万类静处，怡然自

得。若问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到底有

多么重要，答案就在这份宁静与和谐之中。

秦岭深刻地展示了全国生态保护的意

义，深刻地暗喻了生态保护之于“国之大者”

的意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

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巍巍大秦岭，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使命，承载着中国“绿色发展”的生态

文明理念，穿越历史的瀚海烟云，以前所未

有的气势和精神，向新时代奔腾而去！

从人间草木，到云上风光

中国新经济文学中国新经济文学
与新时代同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