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科普书升温，硬核出版传递暖心力量
沪上学术出版布局健康科普类读物，爆款单品加印超110万册

医学科普书如何走近读者解疑释

惑？ 最近， 上海学术出版积极布局医

学科普、 健康人文类读物， 既有第一

时间快速反应策划的抗疫指南， 也有

分层多梯度的大众科普读物， 其中不

乏加印超 110 万册、 全网下载几百万

次的人气单品。

市场数据也表明， 一些原本关注

度不高、 相对专业小众的流行病学相

关科普类图书， 普遍进入大众视野。

日前开卷公布了 2020 年 2 月份畅销

书榜单， 相比之前， 病毒或流行病学

相关图书热度较高， 销量明显提升，

有的书同比增长 40%左右 ， 这也成

为疫情期间特殊的文化现象。

业内认为， 契合医学健康与科技

发展新趋势新动向， 发挥上海专业出

版高地优势，深度挖掘医学人文选题，

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态度， 仍是摆在

沪上学术出版人面前的严峻考题。

多梯度布局 ， 避免
跟风重复出版

与时间赛跑， 与病毒抗争， 疫情

对出版界也是一次大考———当读者第一

时间想去了解跟疫情相关的答案或是

寻求慰藉 ， 如何借势引导 ？ 一拥而上

时如何避免重复扎堆出版和选题雷同

跟风？

目前沪上战 “疫” 图书， 大多出自

科技类和以学术见长的大学出版社等。

面对疫情， 这些专业出版社发挥自身人

才优势， 第一时间联系专业作者， 快速

联动医生专家资源， 从多角度策划编写

指导手册与防护指南 ， 体现了出版人

的文化担当， 凝聚起抗疫防疫的必胜信

心和强大合力。 比如， 由武汉方舱医院

一线感染控制专家编写的 《方舱医院感

染控制手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实务》 3 月底向全世界免费开放中

英双语版， 助力 “中国经验” 为全人类

共享。

此外， 还有面向大众的疫情防护、

心理健康普及， 如 《张文宏教授支招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 《谢斌教授带你走出

“新冠”： 心语新愿 70 条》； 也有针对医

护人员的专业医学指南， 如 《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用防护装备所致皮

肤问题及皮肤病防治原则》 《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预防与控制 100 问》 等； 还有

针对儿童、 孕妇、 学子、 老年人等不同

群体的防护手册， 如 《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后老年人康复训练与防护指南》 为银

发一族答疑解惑。

“市面上关于抗疫防疫的科普书

很多， 如何在医学科普板块做出特色、

呼应读者需求， 需要出版人潜心捕捉，

找到合适的作者， 让市民读了有收获，

具有实操性。”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社

长温泽远告诉记者 ， 疫情倒逼出版从

业者思考直面各种不确定性， 紧随疫情

形势变化， 快速挖掘有辨识度的选题，

从专业角度提供智力支持， 为大众及时

解渴。

但 “火速” 不意味 “粗糙”， 这种

判断力和反应力， 考验的正是出版社长

久的积累 。 眼下 ， “ICU 专科医师文

库”、 《成人体外膜肺氧合》 《医院感

染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 等重症医

学、 感染病学图书也在筹备中。

沪上大学出版社也充分运用联动学

界的优势。 前不久，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护理与健康出版中心揭牌， 策划出版

护理与康复专业的新型融合教材， 引领

国内护理教育发展。 该社医学分社社长

王华祖谈到， 医学与健康板块将成为未

来发展的新增量、 新特色， 而护理正是

发力重点之一。

多平台传播 ， 助力
知识服务“破圈”

科普出版要 “破圈”， 不光文本

质量要过硬， 渠道力量不容忽视。 在

纸质版面世之前， 沪上大多数抗疫科

普图书选择先发布数字版， 持续了一

个多月的 “上海书展·阅读的力量 ”

2020 特别网聚期间 ， 哔哩哔哩 、 喜

马拉雅、 天猫直播等多媒体平台同步

推出新书音视频， 助力知识服务 “破

圈”， 提升优质内容的影响力。

比如，《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 目前就累计加印超 110 万

册，其中逾 87 万为公益赠阅，而它在

互联网上的点击更是不断攀升， 全网

免费下载数百万次。 这本书也走向全

球———波斯语版面世供伊朗民众免

费下载电子版，英文版等语种版权已

签约。

当线上需求爆发 ， 新的传播方

式扩大了出版社和图书的影响力 ，

也令业内思考融合出版新的方向 。

如何与业内多维度联动 、 叠加优质

内容的传播效应 ？ 以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为例 ， 疫情期间不仅为支持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医学

生 ， 专门上线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云平台”， 支持全国各地区线上医

学教育， 为有需求的地区免费搭建住

院医师线上培训平台； 还和上海第九

人民医院共同创立 “谈医论证话健

康” 科普教育栏目， 在市民中拥有广

泛影响力。

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李广良看来 ， 优质科普读物不仅讲

解知识点 ， 也在规模化系统化传递

科学思维方式和理性态度 ， 这正是

当下健康科学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

面对读者关心的健康问题 ， 《健康

的逻辑 》 《“美小护 ” 的肺腑之言 》

《醉是心从容》 《大学生抗疫心理情

境应对指南 》 《新冠肺炎防控的七

个误区 》 等多本医学科普图书陆续

推出 ， 免费发布电子版 ， 并在多个

互联网平台开辟科普音频专区 ， 请

作者直播 “授课”， 缓解民众焦虑恐

慌情绪。

荧屏“大青衣”，她们在最好的时候遇见对的戏

青春懵懂的“少女感”曾是荧屏女性角色的主调，这让许多女演员在演技和阅历最好的年龄段里，

无法找到相匹配的角色，也遮蔽了当代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眼下，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不完美的她》 刚刚上线便获得

很高的关注度。 剧中， 业界公认的演

技派周迅、 惠英红与赵雅芝， 三足鼎

立， 堪称 “梦幻阵容”。 同样， 正在

热播的《如果岁月可回头》中，蒋欣、左

小青、赵子琪等女性主演凭借成熟到

位的演技， 讲述几位主人公人到中年

遇到的家庭情感故事。

这些角色能引起关注引发话题，

离不开演员的精准塑造。 从家庭到职

场， 一批成熟女性是近期荧屏最具人

气的形象。 刚刚收官的 《安家》 中，

孙俪饰演的房产中介房似锦， 用兢兢

业业的工作态度， 撑起豪迈的职场宣

言———“没有我卖不出去的房子 ” ；

《完美关系》 中陈数饰演的公关领域

精英斯黛拉 ， 在职场雷厉风行 。 37

岁的孙俪与 43 岁的陈数， 都是中生

代女演员中的佼佼者， 褪去青涩， 多

了演技磨砺、 个人阅历的加成， 与成

熟干练的职场角色有天然的适配度。

套用戏曲概念， 她们是剧中的 “大青

衣”， 她们的荧屏高光时刻还在持续。

在社会学者看来， 中生代演技派

女演员的强势回归， 之所以让观众欣

喜， 是因为其传递出一种荧屏对女性

故事的开拓与包容。 “当下日益丰富

的职场女性形象， 拓宽了荧屏的职场

故事与女性叙事， 也让更多女演员乘

上现实主义号列车，收获与自身年龄、

形象相匹配的生动角色。”复旦大学家

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说。

个性可以大相径庭，职
场中靠专业说话，她们让观
众竖起大拇指

《安家》 与 《完美关系》 都由安

建执导。 令观众惊喜的是， 出自同一

位导演之手的这两位职场女强人， 却

各具特色， 毫不撞型。 一个穿着抗皱

面料基本款套装， 骑着小电驴， 迈着

虎虎生风的八字步， 在各色楼盘与客

户间转圜； 一个脚踩高跟鞋， 八面玲

珑气场强大， 将各色西装穿出了梯台

秀场的质感。 光是从造型与形体表达

看， 孙俪与陈数就已经显示出两种截

然不同的职场状态与人物性格。 这，

也是两位职场女性深入人心的关

键———既有职场的专业度， 又闪耀着个

体生命的丰富光彩。

《安家》 中， 房似锦是一名典型的

“狼性员工” ———业务拔尖， 对人对己

都很严格。 但这个角色的出色业绩并非

来自编剧的 “金手指”， 而是由一个个

真实细腻的职场细节共同塑造： 她会提

前了解天气预报， 以帮忙收衣服为由，

与中老年客户拉近关系； 将房型与客户

需求了解通透的她， 甚至会为客户计划

装修细节； 就连那把无论何时都会随身

携带的 “半永久” 大黑伞也浸透着职人

精神———烈日高照时可为女客户遮阳，

天气突变时又可为客户遮风挡雨。 房似

锦时时刻刻 “眼里有活” 的形象， 给不

少荧幕外的职场新人带去启示与激励。

孙俪本人对角色的塑造也很较真， 为了

突出角色简朴干练的性格特点， 孙俪置

办了二十几套色调相近， 只有微小细节

不同的灰黑西装， 导演一开始还以为她

只准备了两套行头。

与房似锦的卖力、 主动不同， 《完

美关系》 中的斯黛拉在业界已经有一定

地位 ， 展现出职场女性优雅圆熟的一

面 。 当公司总裁欠下巨款下落不明之

际， 作为公关公司合伙人的斯黛拉并不

慌乱， 反而顺势腾挪关系， 一边稳定大

局一边借机上位， 想方设法将危机转为

契机； 面对职场中种种突发的冲突与困

局， 她从不咄咄逼人意气用事， 而是以

令人信服的理性判断以及勇于担当的人

格魅力， 加以化解。 陈数说，在演出前，

她就与导演定下了斯黛拉的关键词 “气

场”。 而这个角色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

对职业气场的到位诠释———不是凹造型

充强悍，而是对“分寸感”的把控得宜。

从“少女感”到“职业感”，

观众呼吁更多样丰盈的女性
故事

宋丹丹曾叹息， 在 35 岁到 48 岁这

个自身演技、 阅历最好的年龄段里， 却

始终没能找到与年龄相匹配的优秀角

色 。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 ， 青春懵懂的

“少女感 ” 是荧屏女性角色的 “主旋

律”， 这不但让演技派女演员频陷 “无

戏可演” 的尴尬， 也遮蔽了当代女性真

实的生存状态。 如今女性职场题材迅速崛

起 ， 并且屡屡成就经典形象引发网络热

议。 这恰恰显示出， 荧屏对现实质感与过

硬演技的回归。

其实， 市场对成熟职场女性的故事一

直呼声很高。 近年 《我的前半生》 中的唐

晶、 《都挺好》 里的苏明玉， 都曾惊艳观

众。 甚至有网友脑洞大开， 杜撰了一部名

为 《淑女的品格》 的剧集。 剧集由袁泉、

陈数、 俞飞鸿、 曾黎领衔主演， 讲述四位

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精英女性的潇洒人

生。 剧中的四位女性， 跳出了婆婆妈妈一

地鸡毛的琐碎日常， 凭自己的智慧与能力

闯出一片天。 这个创意一出， 便收获大量

点赞并转发， 甚至引出了大量网友自制的

素材剪辑视频， 足见这一题材背后的流量

潜能。只是，女性与职场这两个元素都

不是国产剧的强项， 前者动不动陷入

玛丽苏宠甜文套路， 后者则常年被指

“不专业”。因此，能够真正让大家感同

身受的形象并不多。当下，一批中生代

女演员凭借职场形象密集回归， 是影

视剧市场对受众审美需求的一次呼

应，也体现出国产职场剧集的升级。

“女性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

独特的故事性， 每个年龄段的人群，

也都渴望看到自己的故事。 国产剧集

对职场女性生活状态的大力开掘， 为

丰富女性叙事起了一个好头。 我们更

期待的是 ， 未来荧屏中更多老年女

性、 农村女性的故事得以进入观众的

视野。” 沈奕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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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祯希）应对各种流行病，我国都曾

做出过哪些努力取得过什么样的经验？纪录片《山河无

恙———影响中国的疫情档案》 将于明天起在纪实人文

频道播出，带观众探寻我国防疫的历程。《山河无恙》纪

录片共分五集，每周更新一集，从重大公共卫生防疫事

件入手，通过权威专家解读、亲历者倾情讲述，结合国

内外一手历史资料，梳理百年中国防疫史。

《山河无恙》由优酷和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

联合出品，策划从今年大年初三开始。为了拍好这部纪

录片，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疾控中心、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等单位都给予纪录片很大支持， 协助团

队联系专家和亲历者。 节目制作期间，正逢档案馆、图

书馆闭馆，很多资料都无法查阅。 为此，上海音像资料

馆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帮助主创团队进行“线上搜集”，

补齐素材。

纪录片中将呈现出一批首次在国内媒体公开的珍

贵资料。 记者获悉，在第一集讲述 1988 年上海甲肝的

内容中，团队便采访到了上海公卫中心（原上海市传染

病医院）老院长巫善明以及《文汇报》老记者郑重，其他

几集的采访嘉宾中也有不少观众熟悉的亲历者和讲述

人。

“温故知新，每次应对危机，都在促进公共卫生系统不断进化完善；永远在历史

现场，也是我们做历史纪录片的职责和初心。 ”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副主任

朱宏说。主创团队介绍，《山河无恙》通过讲述重大疫情以及面临疫情时所实行的重

要举措，展现公共卫生系统逐步建立、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代代防疫医务工作者奉

献精神的真实写照。

事实上，人类的发展史也是和传染病不断斗争的历史。战“疫”过程中孕育着公

共卫生系统的自省和进化。 比如，防疫中必不可少的口罩，诞生在百年前的我国东

北。 面对疫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如何做到有效控制，很多做法也都基于历次防疫

战中积累的经验。

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主任李逸介绍，《山河无恙》 这部作品不仅将目光

聚焦于新冠肺炎疫情，还将视野转向更广阔的历史长河中，最远从 100 多年前的东

北开始，展现面对疫情时，我国人民的应对措施和团结一心的民族精神。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3 月 30 日 星期一10 文化责任编辑/杨 燕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本报记者 许旸

纪录片 《山河无恙》 海报。

茛 《如果岁月可回头》 中的赵子琪，

将家庭情感中的一些困局展现在观众眼

前。 （均电视剧海报）

▲孙俪在《安家》中的表现让她不再只是

“甄嬛”，展现出现代女性职场中的一面。

▲陈数在 《完美关系》 中， 展现出职业女

性的理性判断以及勇于担当的人格魅力。

茛周迅在 《不完美的她 》 中饰演的

女性角色 ， 事业有成 ， 却被童年阴影所

困扰， 无法融入社会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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