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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与疫
情有关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引起
了读者的热切关注。

毕淑敏以 2003 年非典为背景
创作的长篇小说《花冠病毒》一度
登上热搜，在旧书市场其价格更是
一路攀升。在京东图书，它的二手
书价格高达两三百元，其2012年2
月首印版在孔夫子旧书网最高喊价
已达800元。

2020 年春天，法国出版界突
然发现，法国文学家加缪的著名小
说《鼠疫》销量突然上升，比去年
同期翻了好几倍。在中国，加缪的

《鼠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
时期的爱情》、理查德·普雷斯顿的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占据了当
当热销电子书top20的3个席位。

出版社快速做出反应，上海译
文出版社加印5万册《鼠疫》，《血
疫》也加印了5万册。

疫情文学不仅出现在各类推荐
书单中，媒体对相关内容的引用，
也提高了这些书的曝光度。而读者
身处疫情之中，自然十分关心这样
切身的话题，疫情文学阅读成为这
个时期特殊的文化现象。

人在什么时候最渴望阅读？面
临时代的危机、人生的危机、生活
的危机乃至心灵的危机，最容易激
发我们阅读的热情。

危机中，现实让人感到无奈、
焦虑、孤独乃至不幸，容易产生萧
瑟、落寞的心境。而艺术、诗歌和
爱能够触及内心世界，由此产生的
扩展到人类范畴的思考、情感会带
来心灵的平和与自信。

马尔克斯在 《霍乱时期的爱
情》中说：“哪里有恐惧，哪里就有
爱。”温暖、悲悯、坚定，这些人类的
美德和精神品质，成为我们共克时
艰、战胜病魔的力量。

在疫情初期重读《鼠疫》的科
幻作家陈楸帆说，人们可从书中所
记述的大瘟疫中汲取力量和经验教
训，进而反思自己的生活。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人类被
一些相近的难题和危机所困，有着
相同或相似的需求和渴望，也积累
了很多应对的共同经验和智慧。这
些共同经验、智慧和启示，就积淀、
保留和贮存在优秀人文作品之中。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社会各个
层面都在经受考验。在与疫情斗争
的过程中，“文化抗疫”的力量温暖
而坚定。除提供精神力量的文学类
图书外，知识类图书重新受到关注。

许多出版社第一时间火速出版
抗疫知识、心理疏导等图书。数据
显示，2020 年前两个月，“疫情防
控”主题的图书占到所有新知类图
书品种的一半。这些图书，抚平了
人们对未知的恐惧和焦虑，同时唤
起了人们对医学知识及其他新知类
图书的热情。

新知图书拓展认知边界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
新情况、新疑难来临，在没有前车
之鉴的情况下，高效应对、妥善处
置都有赖于思维能力推动知识转化
为解决问题的实践方法。因此，优
质的知识、经验储备与科学的思维
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人类对新知
的探索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

望星空，观山海，人们的阅读
需求不会总停留在信息、常识层
面，出版的本质也要求将更多建立
在准确事实基础上的知识性、思想
性、人文性强的内容，沉淀为宝贵
的经验，从实践与精神上给我们指
引——远到 1400 多年前的 《水经
注》，难以想象郦道元是怎样以“饮
河酌海”的气力为后人留下了这部
中国古代最为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
作；400 多年前，《本草纲目》 终成

“本草学集大成之作”，影响世界亿
万民众；300多年前，世界上首部农

业和手工业生产综
合性著作 《天工开
物》，在对生产技
术的探索中，传递
着人与自然的和谐
思 想 。 近 至 1944
年 ，《 生 命 是 什
么》 代表了薛定谔
从物理转向对生命
与 心 灵 的 观 照 ；
1962 年，《寂静的
春天》 将“世界环
境保护运动的里程
碑 ” 立 于 地 球 之
上；1976 年，《自
私的基因》 从进化

到文化，刷新了人类反抗自私因子
的世界观；上世纪80年代，《走向未
来》 丛书在译介
西学的同时，汇
集中国最优秀的
知识分子关于社
会科学与人文科
学 最 前 沿 的 思
考 ； 1992 年 ，

《第一推动》 丛
书横空出世，使
阅读科普从单纯
的个人爱好提升
为 一 种 公 共 使
命；2006年，生
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的“新知
文 库 ” 新 版 出
版，直至今日都
是新知类图书的
先 锋 与 表 率 ；
2012 年，《发现
之旅》 用历史上
伟 大 的 10 次 自
然探险打开了中国人的博物世界。

“新知”一词不算新鲜，而被概
括为一个图书门类大约就是从此开
始的。

带来多重阅读体验

据开卷数据分析统计，2015 年
至 2019 年 5 年间，在每年全国销售
排名前100的图书中，新知类图书的
占比提升了7%。

“新知”即“新的知识”，类似
于科普，但又不止于此。“新知”类

图书并不遵循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
分类原则，也没有严格的学科界
定，实际上，它更侧重于认知事物
的新观念、新视角、新方法，将之
植根于一些已知但未曾深思的领
域，我们就看到了 《枪炮、病菌与
钢铁》《如何阅读一本书》《刻意练
习》 等兼有历史、社科、心理甚至
文学趣味的新知好书。总体而言，
新知类图书着重讨论探索与发现的
动机、洞察与精进的门径、关注人
类生命成长与认知世界过程中的互
动关系，从而呈现理性思辨的人文
关怀图景。阅读《未来简史》《草木
缘情》 等书，在接收新知识、新观
念的同时，我们常会读到历史、经
济、文学等要素，享受多重的阅读
体验。这类经典图书的每一次出

版，都会引发人们对生命、科学、
环境、社会、博物的关注风潮。

目前，“新知”已成为诸多图书
榜单的固定分类，比如豆瓣 2019 年
度读书榜单“科学·新知”，新浪好书
连续多年坚持的“生活艺术新知类好
书”榜，很多出版社的年度好书评
选，也特别设立了“新知”一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
“新知文库”是读者心目中的经典，
它以“新兴话题、传奇故事和普遍
感兴趣的专门史”为旨趣，不论是
1986-1998年间的老版新知文库，还

是 1996-2004 年间推出的“科学人
文丛书”，都为2006年新版新知文库
的出版夯实了内容与读者基础。丛
书均衡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
例，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调整叙
事风格，在 2018 年出到了 100 种。

《音乐如何可能？》 之类的图书“既
是新知识，也是新知己”。

新知类图书也是商务印书馆工
具书与学术类图书之外的出版亮
点，这与商务百年的博物出版传统
密不可分。

以近代自然教育的开创者、商
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杜亚泉
为代表的先贤，秉承“揭载格致算
化农商工艺诸科学”的博物志向，
达成了以《万有文库》“自然科学小
丛书”200 种为典型的博物教科书、

工具书、学术经
典、大众读物、
图谱手册、杂志
的全方位出版。

商务印书馆
总 经 理 于 殿 利
说：“不同方法
认识世界，达成
不同的目标，便
形成了不同的学
科。所有学科又
相通，因为研究
的是同一个客观
世界。每个学科
因自己独特的价
值受到重视、尊
重和喜爱，又不
可避免有自身局
限性。新知类图
书就很好地体现
了学科之间各具
优势而又彼此完

善的特点。”
如今，自然文库、自然观察、

涵芬博物、探索·新知、科学史译
丛、科学新视野、生肖日历等共同
构成商务新知类图书的重点产品
线，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中国好书、文津图书奖、中国自然
好书奖等诸多中外图书奖项。《炼金
术的秘密》《世界图景的机械化》等
科学史经典丰富了学术出版的门
类，《草木缘情》《中国鸟类图鉴》

《几率》《脂肪的真相》 等则把博物
精神深入日常生活。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 《中国博物学评论》 杂志也已
正式发行。这些图书和刊物的编辑
多具有生物学、科技哲学、地理、
数学、化学等学科背景，都是热爱
自然的博物达人。

或实用，或经典，各出版社的
新知类出版异彩纷呈：科学出版社
的“20世纪科普经典特藏”、清华大
学出版社的 《癌症·真相》《山海
经》、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图灵新
知”系列、中信出版社的 《海错图
笔记》 和洛伦茨科普经典系列、北
京联合出版公司的“未读·探索家”
系列、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生命科
学”书系等，都是读者喜爱的好
书，畅销榜上的常客。

“新知”所代表的探索精神，贯
穿人类从古至今认识世界、改造世
界的历程，点亮了人类彷徨的迷
途，也点缀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阅读的碎片化常使信息过载，新知
类图书的阅读将人们认知与习得过
程拉回到一个正常的速率。

同时，我们也期待此类图书可
以打破选题同质化的倾向，以更多
打动人心的作品加速本土新知原创
高峰的早日到来。

人类需要“新知”的滋养，它
时刻提醒我们用积极的态度、崭新
的角度去观照世界与自身，向世间
传递鲜活的生命力量，激发每一个
孩子探索的好奇心，激活每一个成
年人对生活的热情。所谓“怕什么真
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或许
便是阅读新知类图书的终极要义。

伴随中国的人口发展变化，过
去狭义的人口学——人口统计学发
展成广义的人口学，不仅研究人口
统计，还要研究人口与经济、社
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
用机理。《新中国人口学研究 70 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按照广义人
口学的脉络进行梳理，回顾了新中国
成立70年来人口学研究领域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人口政策
的演变，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 1949-1979 年；第二阶段是
1979 年到 2012 年；第三阶段是 2013
年至今。

新中国成立以后，围绕人口的
争论一直存在，核心问题是人口增
长与物质生产资料的增长能否同
步。从社会学派的人口节制主义到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从对马寅初的
批判以及对批判的纠正，再到对低
生育带来的人口老龄化的重视……
可以说学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认
识经历了人口促进经济增长到人口
质量制约经济增长，又回到人口促
进增长的过程。生育率、人口增长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所以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认识和判断
需要从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发展出
发，离开经济发展阶段的约束，单
独谈论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是危险的。

随着研究深入，越来越多的学
者看到，人口结构而不是人口总量
更有意义。1980 年到 2010 年期间，

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即劳动年龄
人口持续增加、人口抚养比持续降
低的情况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
生了额外的贡献，通常称为人口红
利。中国之前经济高速增长中，人
口红利的贡献达到 25%。2010 年以
后，中国人口红利窗口逐渐关闭，
潜在增长率也出现逐步放缓的趋
势。此外，学术界越来越多地采用
人口差异化的视角来重构经济和金
融模型。

1980 年出台的独生子女政策并
非没有考虑到日后的老龄化和独生
子女家庭等社会问题。准确地说，一
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既非权宜之计，
也非永久之计，而是着眼于从严控制
一代人生育力的特殊政策。以25-30
年作为一代人，或者是一个周期。此
后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就是对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70 年 中 ， 传 统 的 狭 义 人 口 学
——人口统计学本身亦有发展，从
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转向调查人口
的统计方法、人口推断和预测以及
人口统计数据的质量评估，相关研
究突出了我国对人口预测的准确性
问题。其次，该领域针对生育模
式、死亡率和死亡模式也进行了研
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口死亡
率总体进入快速下降的过程，人口
平均预期寿命持续增长。这个领域
也包括了婚姻问题、出生性别比问
题以及人口流动问题。

我们看到了人口与社会之间的
双向影响，即宏观与微观的社会影
响因素推动了人口转变，而人口转
变也反过来推动了社会发展及新的
社会贡献的产生：包括人口增长、
人口迁移流动与社会，人口老龄化
与社会以及人口性别、人口结构与
社会的交互作用。

社会因素及变革引起了生育率
的两次转变，生育率从上世纪 60 年
代的 6.25下降到世界平均水平以下，
使中国正式进入低生育国家行列。
同时人口转变也带来人口老龄化，
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
化、独生子女以及空巢老人群体等
问题对人口学、社会学的研究提出
新的要求和挑战。

与其他研究相比，人口资源环
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尚
不完善，现有研究更多关注人口与
环境污染及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关
系，如何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纳入统
一的研究框架还有待更多的探讨。
采用规范的理论经济学体系，构建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未来研究的
重要特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
经济研究所所长、《新中国人口学研
究70年》主编）

还记得第一次和别人共读吗？
第一次与我共读一本书的人是

外婆。
那时我还不认字，母亲给我买

了小人书，但她很忙，没时间给我
讲，我只能凭图片去理解故事，终
是有许多想不明白之处。

稻谷成熟的季节，外婆带着灿
烂的笑容来了。我便缠着外婆，问
她小人书上的情节。

外婆用枯枝一般的手与我一同
翻阅小人书，细致地讲解每一个神
话故事。我用崇拜的眼神望着外
婆，听得津津有味。

外婆回家后，我跟母亲说起与
外婆一起看书的事，母亲忽而笑
了。原来，外婆根本不认识字，是
凭借对于那些神话故事深刻的记忆

背出来的。
每每想到两个不认字的人如此

认真看书的情景，我便觉得好笑又
温馨。

最经常的是利用课间 10 分钟，
和同桌同学共读一本书，有时是流
行的热门书，有时是老师介绍的名
著。俩人阅读的速度接近是最好
的，谁也不用等谁。如果一人读得
快，又着急知道后面的内容，便掀
起书页先看了下去。等到上课铃
响，各自折起自己读到的那一页。
读得慢的那个总不忘对另一个说：

“下课后继续看，不准剧透啊！”
但有些时候，就是会遇上爱剧

透的同桌，尤其是爱剧透最精彩的
内容，让人特别抓狂。初二时，我
就遇到一个这样的同桌，所以每次

和她共读一本书，都像比赛一样，
我得强迫自己看得飞快才不让她有
剧透的机会。

还有一种人虽然读得慢，却仍
然爱“剧透”。她本意只是想讨论
看过的情节，可她说话方式偏像剧
透一样，就像绘声绘色地说一个你
早就知道的秘密，特别滑稽。

不管怎样，那些共读一本书的
日子总是愉悦的，让人心里有一份
轻盈的期盼。那些同学不但与我共
读了许多泛着墨香的书，更和我共
读了一本叫“青春”的书。

在大学图书馆里，我邂逅了一
本精彩的书籍，下意识地扬手对同
学说：“这本书好看，一起看吧？”
话音刚落，自己先愣了一下——已
经许久不曾与人共读一本书了。随
着物质生活的丰盈，那个全班人传
阅一本书的时代已悄然远去。读
书，变得更加自由，更加私人化。
同学笑了一下：“这多麻烦呀！书
架上不是还有很多吗？”“是啊！”
我喃喃自语。于是两人捧着完全一
样的两本书，各自阅读。

许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保持阅
读的习惯，只是再无人与我共读一
本书了，哪怕是坐在一起各自阅自
己那本书的也没有。

时常听同事说：“一起去电影
院吧！”却从未听到他们说：“一起
去图书馆吧！”相约去图书馆的
人，似乎只有中学生。

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会有人
再与我共读一本书呢？

直到有一天，3 岁的儿子忽然
跑到我身旁，手拿一本幼儿园发的
薄薄的书，扬起稚嫩的脸：“妈
妈，我们一起读 《大公鸡》 吧！”
听到这共读邀请，我心里的一颗种
子发芽了。

我们一遍遍地读着那篇课文，
读着读着，我感觉那些美好的往事
又复活了。

新知类图书：

存一颗格物致知之心
□ 魏 微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知文库”

疫情图书
为啥火？

□ 袁跃兴

·读者之声·

宏观与微观中的
人口与社会

□ 张车伟

何当共读一本书
□ 罗倩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