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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在 2020 年初的中国
引发了巨大的震荡。作为中国古代疫病史
研究较早的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剑
光在其新著 《中国抗疫简史》 中，以史性
的语言和详实的事例，向我们讲述了中国
是一个勇于并善于抗击疫病的国度。

在有文字记录的 3500 多年中，中国疫
病的流传成百上千，疫病的种类各式各
样。可以说，中国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
部与疫病作斗争的历史。《中国抗疫简史》
共分8章，该书系统梳理了从先秦到清末的
中国防疫抗疫历史、经验和思想观念，详
细介绍了主要疫病的流传、危害，以及当
时诸多颇为有效的治疗方法，以期广大读
者能从中借鉴防治疫病的方法和举措，做
好科学防护，为抗击新冠肺炎疾病而共同
努力。

书中提到，切断传染源，对病人进行
隔离是防疫最有效的手段。早在秦代，中
国人便开始了对防疫的研究。云梦秦简

《封诊式》 中，详细记述了麻风病的诊断、
报告、鉴定、隔离的完整制度。历代隔离
的场所有两种，“一种为疫病到来后临时性

建立的场所”。如宋神宗熙宁八年 （1076
年），杭州饥疫并作，苏轼提出的“以处疾
病之人”便是简陋的隔离医院。“另一种是
常设的隔离场所”。武则天时期，由政府出
面主办，有专门官员负责的悲田养病坊，
便是固定的隔离区。不仅病人要隔离，接
触者也要被隔离。

《晋书·王彪之传》 谈到永和末年，疾
疫流传，“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
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如果一户
人家有三人得同样的传染病，官员们即使
无病，也要过百日后才能上朝。这种隔离
措施，可以有效地把疫病控制在最小范围
之内，防止扩散，极为科学。

卫生预防，也是疫病防抗的重要举措。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瘟疫产生的原因和
传染的途径均与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续汉
书·礼仪志》 云：“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
东流水上，日洗濯祓除去宿垢灰为大洁。”
通过沐浴搞好个人卫生、强身健体，可以驱
除疫病流传的可能。汉代的 《论衡》 说：

“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孙思邈也告诫人
们：“不要吃生肉，吃动物的肉时一定要煮

烂”。饮食卫生是预防疫病的一个重要方
面，因为动物体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病菌，
特别是野生动物，非典和当前的新型冠状肺
炎病毒便是对人类最好的警示。

除此之外，还要对居室勤扫刷，定期
消毒，防止疫病空气传播。清代吴子存在

《鼠疫抉微》 中提醒人们要经常洒扫堂房，
厨房沟渠要整理清洁，房间窗户要通风透气
等。《夏小正》记载端阳时，“蓄药以蠲除毒
气”。秦国时，对外来入城的马车衡轭用火
熏燎，以防马身上未被消灭的寄生虫附在上
面。不管是平日，还是防抗疫中，只要勤加
防护，是完全可以阻止疫病传播的。

守望相助，是夺取抗疫最终胜利的坚强
支撑。在古代，疫病一旦产生和流传开来，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权都会采取一些积
极措施，进行防抗瘟疫的。比如，有及早检
查与强制隔离的，有帝王自责以树民众抗灾
自救信心的，有减轻民众经济负担安抚百姓
的，有传播普及医学知识提高民众防疫能力
的，有开仓赈济帮助老百姓恢复生产的，有
掩埋尸骨切断病源抚慰心灵的，还有收养遗
孤的……这些措施不仅是凝聚民众思想、赢

取抗疫胜利的法宝，也是政府部门科学组
织、勇于担当抗疫的豪迈气概体现。

3000多年的抗疫史，让中国积累了丰富
的抗疫方法和经验。面对疫病，我们的祖先
没有被吓倒。拥有着先进的医疗科学技术的
我们，今天更不会畏惧。只要我们弘扬中华
民族在抗疫中形成的同舟共济、坚韧顽强的
民族精神，坚定信心，科学防控，就一定能
够打赢疫情防控的阻击战。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
作家协会会员）

美国著名科学家弗里曼·
戴森的离去，如同一块小石头
打破平静的水面，激起一圈圈
次第展开的涟漪，已经涌现出
不少纪念文章。其实很多人对
他的了解，像我一样来自科普
领域。事实上在对科学本身的
理解上，以下几部高端科普对
我的影响深远而巨大——乔
治·伽莫夫的 《从一到无穷
大》、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地
球以外的文明世界》、詹姆斯·
特拉菲尔的《未来城》，以及
弗里曼·戴森的《宇宙波澜》。

我就是从这本书里知道，
弗里曼·戴森与卡尔·萨根一
样，都属于“不那么正经”的
科学家，总喜欢在自己的研究
领域之外再探讨些什么。8岁
的戴森也曾迷恋幻想故事，但
到14岁时便开始痴迷微分方
程了，自此以后数学一直是戴
森的强项。虽说戴森也曾像所
有孩子一样，认为自己直觉地
发现了所谓宇宙真理，但最终
他还是回归到正统物理研究的
道路。作为一名理论物理学
家，戴森的科学成就也算不
少，尤其是他发表于 1956 年
的论文 《自旋波》 被屡屡引
用，堪称物理学史上的重量级
论文，他自己也认为“自旋
波”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贡
献，只可惜戴森却与诺贝尔奖
擦肩错过。

但科学研究没有限制住戴
森的思维，他对各领域里的进
展都十分关注，著有《全方位
的无限》《武器与希望》《想象
中的世界》等诸多著作，当然
戴森自称最爱这部准自传式的

《宇宙波澜》。
作为一名涉猎极广的学者，戴森在《宇

宙波澜》中，从冯·诺依曼的自动复制机和
克隆技术研讨了“星际绿化”的可能，由地
外生命存在的证据推导出宇宙文明的三种类
型，最终笔锋一转，又落实回人类应如何利
用小行星和彗星走出地球的不同方式。不过
作为一名科幻作家，笔者格外注意书中对科
幻的提及与引述——斯坦利·库布里克的

《奇爱博士》，卡列尔·恰佩克的《R.U.R.》，
奥古斯都·赫逊黎的《美丽新世界》；第十五
章干脆以H.G.威尔斯的名作“莫洛博士岛”
来命名；而在第十七章“遥远的镜子”中，
戴森则详述了库布里克拍摄《2001：太空奥
德赛》的细节。

1966年春，库布里克正在伦敦北面的米
高梅摄影棚里进行拍摄，他特邀戴森前来担
任一名“演员”。库布里克本希望在影片开
头时出现一些采访著名科学家的镜头，让他
们讨论人类遭遇地外生命的可能，以使影片
看起来更为可信。于是戴森应邀出镜，作为
科技背景，在他身后是一台巨大的计算机。
不过几个月后，戴森收到一封道歉信，告知
他那段胶片已被遗弃在剪辑室的地板上了。
戴森后来在观看影片时，常常思考这样一个
问题：自己没能站在计算机前把某些思想传
递给观众，究竟应该觉得遗憾还是高兴？最
后他决定选择高兴，因为他认为库布里克无
需他的帮助即可很好地表现出作品主题。

2004年3月，我在动身前往埃及之前，
决定挑一本书在旅途中陪伴自己，结果就选
中了《宇宙波澜》。当时手头还是上海科学技
术文献出版社1982年的译本（三联书店1998
年重新出版了该书译本），而我上一次阅读至
少是在10年之前。我躺在尼罗河的游轮上，
在阳光下品味着脍炙人口的《宇宙波澜》，其
时我内心所获得的愉悦，绝不亚于戴森当年
阅读派吉奥的《微分方程》时的感觉。

（作者系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科幻和科
普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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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初，由TBS电视台和东宝映画联
合制作的《感染列岛》在日本上映，次年登
陆中国银幕。当时被媒体介绍为科幻片，我
也是带着这副有色眼镜去看的，感觉它很不
科幻。而且剧情散乱，节奏缓慢，缺乏高
潮。当时，这也是很多中国观众的感受。

10年过后，我和无数中国人都置身于新
冠肺炎疫情这部超级实景剧当中。再翻出这

部电影来看，感受已经完全不同。《感染列
岛》和晚两年上映的美国电影《传染病》一
样，都是记录片式的防疫电影。如今新冠肺
炎疫情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在这部电影里
有所展示。

影片没有铺垫，直奔主题。开局便是菲
律宾村落出现疫情，日本医生到场防治。疫
情原因是个谜，在影片中间给出答案——野
外的蝙蝠传染了人。想当年，中国观众对这
个答案基本无感，甚至有人嘲笑电影小题大
作，区区蝙蝠能整出这么大的事？今天，我
们不得不佩服制作者的严谨。

当病情传到日本后，男主角松冈刚的医
院成为第一暴发点。接下来完全是标准的防疫
过程。医生们穿起防护服，挨个查问病人的接
触史。影片中的病毒被设定为变异的流感病
毒，它的症状表现参照了当年的非典。影片中
多次出现病危时的救治过程，也完全参照非典
的救治过程，有呼吸机，有叶克膜。当年看到
小林荣子出入军营，接受体温测试时，中国观
众基本没人见过体温枪，今天，这种仪器已经
如影随行般的普遍。片子里甚至有“方舱医
院”的影子，只不过设在办公场所，面积狭
小，没有武汉方舱医院的规模。

影片最后，女主人公提示可以用治愈患
者的血清进行治疗。还解释说这是一种未经
公认的疗法，欧洲医生不同意使用，但是扎
伊尔医生在危险关头用过，有成功案例。想

当年，有些观众以为这是制作人在胡编，用
来比喻“血脉相连”之类的主题。今天才知
道这不是艺术夸张，恰恰是科学结论。

女主人公小林荣子来自世界卫生组织，
空降到日本指挥医院的防疫工作。当年很多观
众都不知道这个角色有什么用。现在，我们每
天都看到世卫组织官员奔走于防疫第一线，才
能理解小林荣子的价值，她是防疫体制的代言
人。将普通医院转成隔离医院，在医护中组织
志愿队，小林荣子的举措作为电影情节有些乏
味，但它逼真地演示了标准防疫流程。

影片中流感病毒的致死率设定为 30%，
看上去十分夸张。但在影片上映几年后暴发
的中东呼吸综合征，致死率就是27%。只不
过高致死率通常伴随着低感染率，很难象影
片中那样引发全社会的瘫痪。

《感染列岛》甚至离开防疫前线，描述疫
情带来的社会矛盾。先是医院本身，小林荣
子要求全院实施隔离，被院长抵制，理由是
不能干扰其他医疗资源的运转。大凡疫情，
必然形成对患者的歧视。电影里，日本人最
初把传染源设定为一家养鸡场，怀疑是这里
的禽流感导致疫情。结果养鸡场一家人被邻
里和同学歧视，场主自杀。

影片中有个业余生物学家不惜偷盗病毒
标本，为的是测试基因序列。他还有句台
词，说这种时候测试序列就像竞赛。也只有
在今天，我们才能理解他的行为动机。

当然，《感染列岛》也不是每处情节都很
严谨。和后来的美国电影《传染病》一样，
该片使用很多明星。为了让他们充分露脸，
有时候即使在医院，甚至接触病人，都不穿
防护服，不戴口罩。今天再看这部电影，会
禁不住为他们不戴口罩而着急。

影片后半段，由于疫情失控，城市变成
废墟。自卫队上街抓捕患者，镇压骚乱。这
可能是该片被称为科幻片的原因。然而，两
个主人公所在的医院却像世外桃源，仍然有
水有电，按照以前的程序运转。到疫情结束
时，日本死去十分之一人口，远超二战，社
会却能迅速恢复常态。这些都缺乏可信性。

非典已经过去 17 年，《感染列岛》 和
《传染病》都是以其为素材制作的防疫电影，
可惜都出现在别的国家，中国尚无有影响的
防疫电影。如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更大
的灾难，影响了更多的人群，希望这次中国
电影人不再缺席。

（作者系科幻作家，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
理事）

记 录 片 式 的 防 疫 电 影
□□ 郑 军

青岛邮电博物馆的4层是这栋建筑的顶
层，哥特式的双塔不仅异域风情浓郁，也是
目前青岛市唯一开放的欧式建筑塔楼，不可
不看。踏入塔楼的瞬间，我便喜欢上了这
里，扑面而来的欧洲文化中特有的典雅与厚
重，带给人们的是散发着浓浓文化修养的怀
旧和温馨。错落有致的木桁架屋顶下，矗立
着粗重的方木支柱，一簇簇书架让古旧的木
屋溢满了木香和书香。木墙上装饰着上世纪
20年代海派《良友》画报，创意商品琳琅满
目。最里面是一间旗袍屋，浓郁的民国风，
把人们带回百年前的青岛。

举目四望，发现这里叫“良友书坊”，
主要是书坊联系较多的作者和青岛本地作家
出版的书籍，很有特色。我轻轻地绕着一个个
四方体或者角锥体的书架观看，惟恐打扰了书

架间隙、咖啡桌后交谈的几对年轻人。看着他
们轻言慢语地那份优雅和闲适，我在心中赞
叹：在哥特式建筑的顶楼开设这样一个与建筑
格调极为协调的咖啡屋和书屋，真是一个好创
意！将建筑与文化、历史与时尚、内容与形式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工业文化遗产合理
利用创意中最难捕捉、最难把握准确的核心内
涵。抓住了这个核心，才能解决工业文化遗产
改造后的“复活”度和利用率问题，才能焕发
出遗产的活力和魅力。从这样的视角去衡量，
双塔顶楼的改造，可谓是工业文化遗产合理利
用的成功范例。

在欧洲的工业文化遗产改造利用中，咖
啡屋几乎是必备的服务设施。一杯咖啡一本
书，静静地坐上一天，是欧洲人休闲的常态选
择。不少中国的工业文化遗产在改造中将这一

创意直接移植过来，却不成功，没有生意，聚
不下人气。有的遗产改造项目将咖啡屋中国
化，改成茶室，多数仍然是往来清淡，门可罗
雀。不是中国人的创意设计和改造建设不够
好，而是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不同。
在中国，无论是家庭聚会、朋友见面，或者是
商务活动，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餐馆。最近这
些年，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
CBD地区，年轻人选择咖啡馆交流和休闲的
人多了起来，比如北京的798、上海的新世界
等区域，咖啡文化逐步普及。

在青岛，德国人占领时期留下的文化印
迹和生活习俗影响颇深，西餐和咖啡不仅是
上一代人的记忆，也是今天白领和年轻人认
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标识。“良友书坊·塔楼
1901”把最适合咖啡文化的资源整合到一
起：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地道的德式建
筑，凭窗眺海的独有优势，老青岛的气息，
充满怀旧情调的创意商品，亲民的价格……
所有这一切，营造出这样的氛围：那不仅仅
是一杯咖啡一本书，那是一种身份，一种文
化，一种修养，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方式，一

个城市的风情和底蕴。
书坊创办于 2006 年，是青岛日报报业

集团旗下的创新型文化机构。取名“良友”
源于中国第一本画报 《良友》。1926 年 2 月
25日，上海街头出现了一份9开本的画报，
封面是后来红极一时的著名电影演员胡蝶手
捧鲜花的半身照《胡蝶恋花图》，画报封头
印着两个红色大字“良友”。作为一本视觉
为主的期刊，《良友》可谓开风气之先，封
面多是著名影星和社交名媛，如好莱坞的中
国影星黄柳霜，《色·戒》的女主角原型郑苹
如等。胡蝶再次出现在 《良友》 画报的封
面，是百期纪念刊，此时的胡蝶已被封为影
后。由此不难看出，《良友》是当年时尚的
风向标，最火爆时发行4万多份，美国、加
拿大、澳洲、日本等多个国家都有《良友》
的忠实读者，影响十分广泛。

《良友》深受读者喜爱的原因，除了封
面的美女，还有精选的摄影作品，代表了民
国时期摄影的最高水准。从1926年2月25日
创刊到 1945 年终刊，《良友》 画报共出版
172 期，刊出彩图 400 余幅，选用照片 3200

余张。每一幅作品都堪称精品，深入民国的
每一个角落，不仅是时代的真实记录，更是
时代的精彩剪影。胡适、老舍、丰子恺、郁
达夫等都和《良友》保持着良好关系，当时
著名的记者戈公振也是《良友》的常客。

将海派文化与欧洲文化不露痕迹地融为
一体的“良友书坊·塔楼1901”，已经成为青
岛的一张名片，曾荣获国内优秀旅行网站

“蜂窝网”票选“青岛最佳休闲地”第三
名；荣获青岛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青岛
市广播电视台颁发的青岛本土“最具气质书
店”奖；2016 年被人民网评为“全球 45 家
最美书店”；2017年被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网
评为“2016年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十大特色书
店”。这里，代表着青岛这座城市工业文化
遗产合理改造利用的眼光与水准。

［作者为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教
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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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与良友咖啡与良友：：东西方文化的精妙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妙融合
□□ 程 萍

知道花蚀老师时间也就一年左右吧，
那是源于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花蚀的
人间观察”公众号，说是中国有一个人要
花 3 个月的时间去中国 40 座城市造访 50 个
动物园，带大家逛全国的动物园。我觉得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就问朋友是不是
动物园行业的工作人员，结果告诉我不是
在动物园工作的人员，这就更加激发了我
的兴趣，也想知道动物园行业外的人员如
何看待中国的动物园，它的历史、它的现
在和它的将来。

于是，我就关注了这个公众号，并且
自始至终作为一个潜水者认真地阅读欣赏
了花蚀老师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并把公众
号推荐给我的同事们。

与花蚀老师见面是在关注公众号几个
月之后的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那是上海
动物园乡土动物区建设完成试开放后的某
一天，我正好在乡土动物区独自一人转
悠，想知道该区域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
方，结果发现有一个人背着行囊、带着全
副武装的摄影器材在展区前关注的样子，

就自然而然上去套近乎，不成想他就是赫
赫有名的花蚀老师。原来他是来逛上海动
物园，也是来写上海动物园的。从交谈
中，我知道他对中国动物园有着特别的热
情，有着感情的执着，也有着独特的视角。

非常有幸，能拿到这本期盼很久《逛动
物园是件正经事》的样稿书，并先睹为快。

逛动物园，确实是件正经事。动物园
起源于古代君王、王公贵族或达官贵人以
彰显权势、财富及地位为主的“猎奇”需
要，到近现代才对普通民众开放，成为物
种保护、科学研究、保护教育和文化休闲
场所，特别是现在成为民众亲近动物、亲
近自然、融入自然的窗口和桥梁，而不再
是“消费野生动物”的娱乐场所。据统
计，每年进入动物园和水族馆的游客达 6
亿-7 亿人次。人们去动物园，不仅能欣赏
到世界动物种类的丰富多彩，而且能够了
解这些动物背后的故事，如它们分布在哪
里，现在状况如何，为什么濒危，作为我
们能够做些什么，等等。

可以说，动物园也是一座活体动物的

博物馆，展示的虽是动物，但传递的却是
自然史、进化史，是自然的美与和谐。我
问过不少有孩子的家长，为什么到博物馆
去就是学习，而到动物园去就是白相 （上
海话，玩的意思）？结果是相视一笑，无
言以对。我想那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期灌输
的娱乐成分太多了，形成了公众对我们固
化的认识。动物园应该是引导公众，而不
能是迎合公众，不能再误导公众。这样，
逛动物园就是一件非常的正经事。

动物园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特
定产物，具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中国动物
园的发展过程也反映了动物园发展的历
程，从 1.0 版本的笼养式、2.0 版本的场景
式，到现在 3.0 版本的浸入式，动物的展
示方式、生存环境和福利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水泥地坪消失了，植物配饰增
加了，环境丰富了，生境复杂了，动物刻
板行为减少了，动物福利提升了，动物自
然行为增加了。但是，我们改变的还是太
少了，速度还是太慢了，与公众对动物园
的期望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也促使我们更
加努力去进行转变，“以动物为本”，肩负
动物园行业从业人员的责任和使命。

《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 的出版发行
必将进一步促进动物园的转变，也必将促
进社会的转变，我们期待这样的转变。

（作者系上海动物园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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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恩乐

《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花蚀著，商务
印书馆2020年1月出版。

《中国抗疫简史》，张剑光著，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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