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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李勇、惠小勇、石志勇、谢佼

巍巍秦岭，如巨龙般横亘于关中平原和四川
盆地之间。关中是秦汉唐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四川则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历代经济重
要支撑，出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需
要，两地之间的交通往来络绎不绝。千百年来，先
民们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坚韧，在万仞千峰间的秦
岭开凿出了条条道路，后经官方不断修缮，逐渐形
成了连通秦蜀的七大古道。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秦蜀古道随着时代变迁
湮没于岁月烟尘之中，但是秦蜀两地的交通方式
却在不断发展和变革。从民国时期修筑的川陕公
路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条国道再到高速公路，从
宝成铁路再到现代化的西成高铁，秦岭由天堑逐
步变成通途，秦蜀两地的时空距离被不断缩短，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嗟叹也将
被“秦蜀两地一日还”的新时代华章所代替。

揭开千年古道神秘面纱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脍
炙人口的诗句讲述了唐玄宗为了满足杨贵妃喜啖
荔枝的爱好，不惜派人从南方用快马为杨贵妃送
来荔枝的典故。而勾起人们好奇心的是，在交通条
件落后的古代，人们是怎样将荔枝快速从南方输
送到北方的长安？

“为了满足杨贵妃吃荔枝的爱好，唐玄宗专门
令人开辟了‘荔枝道’。它是秦蜀古道穿越巴山的东
线，开辟于唐天宝年间。‘荔枝道’大体由南北两段
构成，北段沿用原有的子午道，南段则为新线，由
子午镇向南经陕西镇巴、四川万源至重庆涪陵。”
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赵静说。

2011 年，陕西省文物局组织开展了秦蜀古道
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赵静和她的同事们
通过艰苦的野外考察，基本摸清了陕西秦蜀古道
的底子：过去被人们俗称为“蜀道”的道路，更全面
的叫法应该是秦蜀古道。它实际上是古代修筑的
关中平原通往四川盆地的 7 条主道路(分别为子
午道、傥骆道、褒斜道、故道、金牛道、米仓道、荔枝
道)的统称。

随着岁月流逝，秦蜀古道大多损毁消失，但在
川陕很多地方仍可以清晰触摸到它们过往的痕
迹。位于四川省广元市的翠云廊景区，郁郁葱葱的
千年柏树底下，就是曾勾连陕川的金牛道，相传刘
禅降魏后由蜀赴长安时曾在此地一棵柏树下避
雨。如今古柏依旧，林荫映衬下的青石板道路已然

经过多次翻修，但游人到此仍能感受到悠远的历
史感。

五年间持续不断的考古发现，让秦蜀古道渐
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考古人员发现，秦蜀古道遗
迹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由栈道遗迹、栈桥遗迹、碥道
遗迹构成，这三者构成的道路本体反映了秦蜀古
道在修筑过程中“逢山开道，遇水架桥”的特点。而
秦蜀古道的修建和使用始于殷商沿用至民国，前
后有 3000 多年历史，堪称中国古代交通史上的奇
迹。

古与今的“不谋而合”

“秦岭，天下之大阻也”，秦岭的险峻是秦蜀古
道开凿的最大障碍，以至于古人用“飞梁架绝岭，
栈道接危峦”的诗句形容古道修筑之难。

“川陕间的古代栈道盘旋于高山峡谷之间，因

地制宜采用不同的工程技术措施，或凿山为道，或
修桥渡水，或依山傍崖构筑用木柱支撑于危岩深
壑之上的木构道路，表现了古人适应复杂地形条
件的出色筑路技术能力。”陕西理工大学历史文化
与旅游学院院长梁中效说。

2016 年 10 月，长期研究古栈道文化的汉中
文化学者黄建中曾尝试在褒谷口的岩壁上复原一
个秦汉时期 40 厘米见方、深度 70 厘米的栈道壁
孔，结果工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凿出一个
达不到古代标准的栈孔。

“古栈道上有成千上万的栈孔，很难想象古人
是以怎样的智慧和坚韧开凿出来的。”黄建中站在
自己开凿的“栈孔”前感慨万千。

古栈道中的先人智慧，不仅体现在其修筑过
程中，还深刻表现在与后世不谋而合的线路选择
上。“事实上，近现代穿越秦巴山区的几条公路和
铁路基本上沿着秦蜀古道的选线在走。例如宝成

铁路在秦岭山区基本沿着秦蜀古道中故道的线
路修筑，而上世纪 30 年代修筑的川陕公路宝鸡
至汉中段也基本沿着秦蜀古道修筑。”赵静说。

时代不断变迁，不同时期的人们试图打通
秦岭天堑的努力，在陕川之间造就了古今道路
并行的“奇观”。在距离汉中市区 15 公里的褒
谷口，危崖陡立，怪石高耸，316 国道在这里的
山间蜿蜒穿行，山脚下则是民国时期修筑的川
陕公路和古褒斜道遗迹；在四川境内，108 国
道与金牛道时分时和，若即若离，沿着金牛道
修筑的 108 国道部分路段 2008 年之前曾擦着
剑门雄关而过，让过往旅客在车上就能一睹其
风采。

秦岭渐由天堑变通途

随着中国逐步迈入现代社会，秦蜀古道的

交通功能逐渐消退。新中国成立后，陕川之间的
现代交通迅猛发展。1958 年，全长 669 公里的
宝成铁路通车，结束了陕川没有铁路连接的历
史。

为了打通秦岭之隔，新中国成立后陕川之
间先后建成了多条国道，但穿越秦岭的旅途仍
难言轻松。一些老司机如此形容途经秦岭的行
车之苦：“山高、坡陡、弯急、路窄，经常堵车，遇
到冬天下雪天，堵车时间就更长了，司机和乘客
都苦不堪言。”

2011 年，陕西至四川的高速公路全线贯
通，西安和成都的行车时间缩短为 9 个小时左
右。曾经“难于上青天”的入蜀之道，从此不再是
人们出行的畏途。

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陕川之间的众多城
市正告别过去的封闭状态。“一座山，两座山，刚
刚才过剑门关”，路险难行曾是四川省广元市发
展的极大障碍。作为四川的北大门，如今广元境
内有多条国道、高速公路和铁路通过，不久前刚
刚通车的兰渝铁路更是使广元成为沟通大西南
与大西北的铁路枢纽。广元农产品交易中心是
四川北部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如今在这里
可以买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而这都得益于
铁路和公路物流的快捷输送。

交通方式的变迁，印证着千百年来秦岭由
天堑变通途的宏伟历史画卷。而即将建成通车
的西安至成都高铁，将使西安至成都之间的旅
行时间缩短至 3 个半小时左右，中国人破解“蜀
道难”的历史将再一次被改写。

“秦蜀古道延续了千年之久，到了近百年
前川陕之间才有了现代公路，汽车也第一次开
进了汉中市。而从 2007 年西汉高速贯通到
2017 年西成高铁通车，川陕之间交通方式的再
次跨越只用了短短十年。从秦蜀古道到现代化
的西成高铁，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复兴之路。”陕西省汉中市委书记王
建军说。

国强才能路兴，秦蜀古道的变迁史，既是一
部交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时代的进步史。“前
几天我有幸作为张骞后人代表体验乘坐了西成
高铁，古代人翻越秦岭要用几个月的时间，而我
们这一代人却能乘着高铁在几个小时内自由穿
行。当年我的祖先张骞从汉中出发，经秦蜀古道
来到长安入仕，并最终开辟了‘凿空西域’的伟
业。如果他能够穿越到现在，应该也会和我一样
感到骄傲和振奋。”今年 34 岁的张骞 66 代后人
张东亮说。 新华社西安 11 月 30 日电

蜀道艰险成过往 山河今朝更风流
从秦蜀古道到西成高铁的时代跨越

▲一列试验列车在西成高铁嘉陵江特大桥上行驶（ 11 月 26 日摄）。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新华社上海 11 月 30 日电(记者王琳琳、马晓
澄、孙飞)用意念指挥台灯、无人机甚至小白鼠运
动，不用目测就能判断一个人注意力是否集中，瘫
痪病人动动脑子就能依靠机器重新站立……这些
似乎只有在科幻电影中才会出现的场景，如今部
分已经成为现实。

在美国，马斯克创立脑机交互公司；扎克伯格
成立项目组研发意念高速打字；几天前，来自不同
国家的科学家，在美国神经科学学会上展示利用
大脑植入设备调控情绪异常的初步人体试验结
果。

除了这些国际科研探索，在中国，去年航天员
景海鹏和陈冬在天宫二号上开展了由意念控制的
航天实验；11 月 9 日，科大讯飞对外发布了意念
控制家居的成果……

“意念控制”是科学还是超能力？其科学依据
是什么？在脑机交互的终极，人类大脑会被机器控
制吗？意念的信息破解，是否会导致一部分人控制
他人大脑的风险？

脑机交互的基本原理是对脑电

波展开分析

早在 2014 年巴西世界杯，一个身穿“机械骨
骼战甲”的瘫痪少年就通过意念控制开出第一球。
到如今，意念控制物体或实验动物的技术已越来
越成熟。

“意念控制”是如何实现的？这项技术的名称
叫“脑机交互”。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
究院主任王守岩教授说，“脑”指生命体的脑或神
经系统，“机”指信息处理或计算的设备，其表现形
式可以是安有电路的机械手臂、汽车模型、无人
机，也可以是插入电极的小白鼠、植入起搏器的
人。脑机交互将人脑与外界设备相连，最终帮助人
与自身和周围环境互动。

“人类大脑是带电的。我们看见阳光、听见鸟
鸣、闻到花香，这些感觉要让大脑感受到，必须先
转变成电信号，然后电信号沿着长长的神经纤维
一路传到大脑，大脑再产生脑电波指示，给出动作
指令。”王守岩说。

脑机交互的基本原理就是对脑电波展开分
析。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脑认知与脑疾病
研究所所长王立平介绍，其具体步骤是：第一，通
过开颅手术将电极植入颅骨内，或者在脑袋上带

上头环采集脑电波。第二，将脑电波的复杂波形转
换成数据，再降噪、解析。第三，将解析好的信息编
码，发出动作指令。第四，将外界感知的信息通过
刺激装置反馈给大脑。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脑科学研究院院长、美国
医学生物工程院院士尧德中等专家介绍，脑机交
互的第一步是脑电波采集；第二步脑电解读是目
前国内外企业和研究院所技术竞争的关键；第三
步信息编码是脑机交互的重点，也是科学研究前
沿；第四步将结果反馈为大脑能读懂的信号，则还
在探索阶段。

科幻照进现实的脑机应用：医

疗、教育、交通

目前，脑机交互技术已应用于医疗、教育、交
通等多个领域。

——— 医疗。在上海华山医院，当帕金森病患
者对药物产生耐药性时，医生会建议采用基于
脑机交互技术的特殊治疗。即开颅插入电极，电
极发出电脉冲，可调节或修正特定脑区异常神
经活动，缓解病人震颤、行动迟缓、平衡力差等
症状。

王守岩说，目前这项技术对帕金森病的治疗
效果比较明显，而对于老年痴呆、抑郁症、自闭症

等其他脑疾病的临床改善，效果还不理想。
脑机交互技术还可用于辅助治疗渐冻症、

瘫痪等肢体无法活动的患者。今年，“一念即达”
智能轮椅亮相腾讯创新大赛，智能轮椅的研发
者之一、天津工业大学学生马帅介绍，大脑功能
正常的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只需坐在轮
椅上，就可以根据脑电和眼电信号改变轮椅方
向和速度。

——— 教育。获得国际消费电子展最佳人气
产品奖的 BrainCo 公司开发了一款脑机交互头
环。学生在课堂上带上头环，老师就可实时监控
学生注意力情况。

“相比其它脑活动，注意力是否集中的脑电
特征比较明显，通过脑电监测可以掌握。”公司
创始人韩壁丞介绍，目前北京、武汉等地部分学
校已试用这一产品。

——— 交通。在刚刚结束的深圳高交会上，上
海帝仪科技有限公司展示了一款供列车司机佩
戴的特制安全帽，内置生物电极和信号处理模
块，可实时采集、处理司机脑电信号。

该公司负责人孙虎说，通过对司机脑电信
号进行监测、分析，可第一时间识别并预警司机
疲劳状态和健康状况，确保行驶安全。该产品已
应用于上海铁路局下属合肥等机务段的高铁司
机值乘保障。

人类大脑会被控制吗？

脑电波既然可以被解读，“读心术”和“思想传
输”是否会成真？未来，他人或者机器是否能控制
我们的大脑？专家认为，基于脑机交互技术的“意
念控制”有科学依据，但尚处于研发初级阶段。

“带上头环一天就能学会新的语言；植入芯
片就能读取大脑的信息、甚至删除记忆，这些目
前无法实现，因为人类还没有真正破解脑电波。”
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高小榕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脑科中心主
任张建民说，人类的大脑有 1000 亿个神经元、
10000亿个“配套”神经胶质细胞。人脑的思考、情
绪、记忆等高级功能分别涉及多少神经细胞、有
多少神经环路参与其中，科学家目前所知甚少。

即便如此，不断发展的脑机交互技术已经
遭遇无法回避的伦理争议。王守岩、高小榕等专
家认为，在对脑机交互技术的管控上，可以参照
国际通行做法，在发展初期按医疗器械方法管
理，同时禁止将脑机交互数据联网传输、禁止远
距离程控，宜采用硬启动手段，最大化防止黑客
入侵、预防潜在风险。此外，政府部门应加紧研
究该技术对社会、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影响，进
行合理引导和规范。

“意念控制”走向实用，我们的大脑会被控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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