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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发展史》评析
吕 红 平
(河北大学 人口研究所 ,河北 保定市

071002)

历史人口学作为人口学体系中的一 个重要分支学科 ,

口发展变 迁方面的研 究较为全 面、深 刻 ,不 仅向读 者提供

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学术价值。 它不仅 具有存史、读 史

了大量详 尽的人口总 量变动、人口结 构与分布 变动、人口

之功能 ,而且还可以从中发现和总结人口发展中的一般 性

身体与文化素质变动、人口政策与计 划生育工作等方面的

规律 ,以资借鉴。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 ,是最 早记载人口

资料 ,而且对人口 变迁过程 的原因进 行了多层 次、多视角

数据的国家之一 ,而且在人口数据的连续性和详细程度 上

的分析。一般说来 ,在历史研究中 ,当代史部分具有资料齐

更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 因此 ,我国有着历史人口学 研

全、易 于搜集的优 势 ,但 在许多问 题上歧 义较多 ,因而 ,以

究的天然优势。然而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如 查寻历史人

往中国人口史的研究 ,对当代史部分 所用笔墨不多。 而实

口资料难度大、历史人口资料残缺不全、数 据不一致、真 假

际上 ,越是靠近现在 ,社会经济条件越是相近 ,在人口研究

难辨等 ,往往用尽工夫 ,也难以搞出令人信 服的成果 ,从 而

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也就越有价值 ,对现实人口过程的指

使一些人望而却步 ,这大概就是我国历史人口学论著不 多

导意义也就越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 ,该书是有 其特色的。

的主要原因。 最近 ,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了河北师范大 学
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张呈琮的新作《中国人口发展 史》 ( 1998

四、条理清晰 ,通俗 易懂。 作为 一部中 国人口 史的著
作 ,该书的这一优点十分可贵。

年 6月出版 ) ,一方 面由于我 对中国人口 发展史 研究的 浓

五、重视对城镇人口发展史的研 究。 受 历史资料的限

厚 兴趣 ,另一 方面则 是对 呈琮 兄严 谨治 学态 度的 较多 了

制 ,以 往中国人口 史的研究 中对城镇 人口发展 重视不 够。

解 ,促使我一气读完了这部 23万字的著 作。 通过研读 ,我

古代人口 统计和人口 调查 ,一般只重 视总量 ,而很 少有关

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人口学研究的又一部 力作 ,与以往已 经

于人口结 构、尤其 是城乡人 口结构方 面的资料 ,这 就成为

出版的历史人口学著作相比 ,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下面 将

研究城镇人口发展史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书中对各主

我的几点体会及对该书的评价写出来 ,以便与读者切磋 交

要历史阶段的城镇建设及人口状况所作出的研究 ,以及对

流。

某些主要城市人口数量的探索 ,则是 对我国历史人口城镇
总体说来 ,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化研究的一项有益探索 ,使历史人口 学的研究更为全面。

一、以史为主 ,史论结合。 该书以史为 名 ,但却并非 对

六、是历史人口学较为合适的教 科书。 该书在中国人

中国历史人口发展过程平铺直叙的介绍 ,而是结合每一 历

口发展史 的写作上 ,尤其是 建国前部 分 ,较 好地把 握了繁

史阶段社会、经济、政治等背景 ,对人口变迁的特点作出 归

简适宜 ,主线清晰、逻辑性强 ,教师在教学中 有充分的发挥

纳和总结 ,并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和论证。

余地 ,学生 也可 以根据 书中 提供 的线 索研 读一 些课 外读

二、资料全面 ,突出主线。该书不仅辑选了 各主要历史

物 ,开 拓知识面 ,加深对 某些历史阶 段人口 发展过 程的认

阶段人口发展过程中关于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

识。当然 ,该书并非仅仅为教学所 作 ,也可作为人口研究的

人口政策、人口思想、婚姻家庭制度等有关 人口典籍资料 ,

参考 ,帮助人们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 基本脉络。

而且 也包括了社 会、经 济、政治 等方面与 人口发 展密切 相

当然 ,该书也并非尽善尽美 ,也有可挑剔之处 ,如引文

关的典籍资料。这就可以使读者对当时的历史 人口状况有

底注不洋细 ,不利于读者根据提供的 线索研读原著等。 不

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过这与该 书总体上的 成功相比 较 ,可 以说是微 不足道 的。

三、贯通历史 ,重在现代。与以往出版的为 数不多的中

以上仅是我研读该书后的几点体会和感想 ,很难说概括出

国人口史著不同 ,该书是在把握人口发展阶段性和连续 性

了该书的全部新意和主要特点 ,有些 方面甚至可能存在理

的基 础上 ,把 研究的重 点放在了建 国后人 口发展 变迁上 ,

解上的偏差 ,未能正确把握住作者的 创意。因此 ,书评也难

坚持了历史贯通 ,重在当代的原则。 该书在对当代中国 人

免存在不当之处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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