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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视域下的南海更路簿综合研究
∗

□李文化　陈虹　李冬蕊

　　摘要　针对南海更路簿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基于地理学、航海学、计算机应用等多学科交叉融

合提出南海更路簿综合研究思路与方法,对大量存疑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论证得出更加令人信

服的新解,考证部分更路簿抄本不实的问题,为南海更路簿的综合研究提供全新的数字人文视角.
关键词　数字人文　更路簿　交叉学科　特色文献

分类号　G２５６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０．０２．０１３

　　数字人文是一个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传统人

文研究与教学的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数字人文研

究团队常常既包括传统人文领域学者,也包括计算

机技术专家.
目前,全球数字人文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日等

区域,欧美许多高校都设立了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聂华指出,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前,全球已经建立了２００多个数字人文中心

或研究机构,但９０％以上位于北美和欧洲[１].在第

四、五届“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上,有明清

妇女著作数字化、数字村落等多个数字人文研究项

目的案例被分享[２].中国的人文学者对信息技术的

应用研究并不落后,如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合作的“数
字敦煌”计划,安阳师范学院组建了跨学科的甲骨文

研究团队[３],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基于地理

信息系统的数字人文研究、上海图书馆的盛宣怀档

案数字化研究等.
但整体上讲,目前国内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学

科的发展关注不够,导致众多人文与信息技术跨学

科研究仍处于自发状态,限制了数字人文的持续发

展,不利于人文研究的创新与文化传播.

１　南海更路簿研究现状

１．１　南海更路簿基本情况

在航海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和近代,海南渔民前

往南海从事渔业活动主要靠有丰富航海经验的“船
老大”,他们在总结航海经验基础上独创的“航海指

导”手册———“南海更路簿”,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

“航线”指南,有的是手抄本(如图１所示),有的是口

耳相传.

图１　王国昌«顺风相送»手抄本

南海更路簿是历代渔民闯海智慧的结晶,其记

载的内容不仅局限于单纯的航海,而是跨越天文、气
象、海洋、历史、地理,以及造船业、渔业和海洋资源

等学科领域.在２００８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后,有关部门开始意识到,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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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历史学,还是从地名学、航海学等专业角度看,
南海更路簿都承载着海南渔民在南海生产及生活的

鲜活历史和文字记载,兼具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及在

维护我国南海海洋权益方面的重要法物价值.
目前,发现并收藏于广东、海南各地博物馆、图

书馆和海南渔民手中的南海更路簿约有５０册,海南

大学图书馆目前收录３０余册影印件和数册原抄本.

１．２　研究现状

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周伟民、唐玲玲的«南海天

书»讲述了南海诸岛范围内的岛屿、沙洲、暗礁及邻

近海域的基本情况,以及“更路簿”形成的历史背景

及主要内容[４];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的夏代云选取三

种有代表性的更路簿进行全文解读[５];从事地理科

学研究的刘南威等从地理学角度研究更路簿的起源

与发展的环境条件、形成年代、版本传承及文化内涵

等,揭示更路簿在南海文化研究方面的理论价值[６];
刘义杰对«顺风相送»展开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

究,特别是对著作中的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研究颇

深[７].高之国认为以上国内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代

表了近年来在“更路簿”研究方面的最好水平[８],同
时也认为“更路簿”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研究内

容和重点主要在于历史和文化两个方面,自然科学

中的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比较少见,仍然存在

不少学术研究的盲区.
由于“更路簿”的特殊性,暂时未见国外学者对

其进行深入研究.２０１６年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书»
中多处提到南海“更路簿”,有多位外国学者在不同

媒介中转述了中国有关立场.

２　南海更路簿的数字人文研究实践

张苏吕构建了基于GIS的更路簿中出现的南海

岛礁土地名数据库[９],赵静等用数理统计学方法对

更路簿中的“更”进行了文化分析[１０],而李彩霞用谷

歌地球测算更路距离等,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更路簿的数字人文研究思维.
笔者在深入了解南海更路簿产生的历史、文化

背景、海南渔民耕海文化、南海岛礁地理分布等人文

知识基础上,分析了其基本特征、文化内涵,选取

Web墨卡托等角航线模型作为南海更路簿的投影

模型,用“数字”全面解读“更路”的四大基本要素,提
出更路的理论最短航程的航路、计算航向(理论最短

航程航向)等计算模型[１１],并对«南海天书»著述的

苏德柳等２１册“更路簿”中的３０００余条“更路”进行

数字化处理,使更路簿不再晦涩难懂.在此基础上,
建立更路数据库,创建航程估算偏差、航向估算偏差

等数学模型,运用航海学、地理学和数理知识等交叉

学科方法对更路簿进行更为全面、科学的数字化解

读[１２],以全新的数字人文视角对更路簿进行综合研

究.以王国昌«顺风相送»为例,具体数据处理结果

如表１所示.
表１　王国昌«顺风相送»更路簿东海更路第１—７条数字化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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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海

里)

平均航

速(海

里/更)

计算

航向

(°)

针位

航向

(°)

航向

差

(°)

WGC－

XS００１

自大潭驶往东海用乾巽一

线辰戌驶到一日一夜转回

巳亥有十五更收七连峙

大潭 七连峙 乾巽 １５ 潭门港１１０．６３１９．２４七连屿１１２．３３１６．９４１６８．７０ １．３５ １１．２５ １４４．９ １３３．５ １１．４

WGC－

XS００２

自三峙过干豆南风用甲庚

卯酉北风用乙辛卯酉皆三

更远向西驶收

三峙 干豆
甲庚

卯酉
３ 西 南岛 １１２．３３１６．９５ 北礁 １１１．５０１７．０８ ４８．５１ ０．００ １６．１７ ２７９．５ ２６２．５ １７．０

WGC－

XS００３

自三峙下石塘用艮坤寅申

平三更向西南驶收
三峙 石塘

艮坤

寅申
３ 西南 南岛 １１２．３３１６．９５

永乐

群岛
１１１．６４１６．４４ ５０．１４ ３２．３６ １６．７１ ２３２．５ ２３２．５ ０．０

WGC－

XS００４

自三峙下二圈用癸丁丑未

二更半向西南驶收
三峙 二圈

癸丁

丑未
２．５ 西南 南岛 １１２．３３１６．９５玉琢礁１１２．０３１６．３４ ４０．６０ ２．３２ １６．２４ ２０５．９ ２０２．５ ３．４

WGC－

XS００５

自三峙上三圈用子午壬丙

巳亥四更向南驶收
三峙 三圈 壬丙 ４ 南 南岛 １１２．３３１６．９５浪花礁１１２．５２１６．０５ ５５．０６ ２．１７ １３．７６ １６８．９ １６５．０ ３．９

WGC－

XS００６

自三圈下石塘用乾巽辰戌

五更向西北驶收
三圈 石塘

乾巽

辰戌
５ 西北 浪花礁１１２．５２１６．０５

永乐

群岛
１１１．６４１６．４４ ５５．６５ ３３．８６ １１．１３ ２９５．０ １２７．５ １２．５

WGC－

XS００７

自三圈下白峙仔南风用甲

庚卯酉北风用乙辛卯酉三

更向西驶收

三圈 白峙仔
甲庚

卯酉
３ 西 浪花礁１１２．５２１６．０５盘石屿１１１．７９１６．０６ ４１．８３ １０．９３ ２０．６３ ２４８．７ ２４０．０ ８．７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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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更路”数字化基础研究与分析

(１)基于数字“更路”的“更”义再诠释

“更”是更路簿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是最难懂的

概念,也是学者关注最多、观点不尽统一的研究内容

之一.主要原因是古时航海的“更”有多种含义,可
表示时间、里程或航速,作为距离计量单位时也有多

种说法,从每更约１０海里、４０里甚至１００里的都

有,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困扰.笔者以相关计算模型

为基础,从人文计算角度对卢家炳、苏承芬、王诗桃

等所著的８册更路簿中的７００余条更路进行测算,
算出每“更”约为１２海里(考虑海风变化与海流的影

响,渔船实际上并不会完全走直线,故调整为１２．５
海里),并得到相关历史文献佐证,也与后来１０余册

更路簿的２０００余条更路的计算结果高度一致,这些

结果,以更精确的数据重新诠释了南海更路簿的

“更”义[１３],为“更路簿”定量研究提供了更科学的

依据.
(２)基于航海学的更路航向研究与分析

现代航海学中,习惯将事先拟定的起点到终点

的航线称为计划航线,将前行航向称为计划航向.
实际上,受季风与洋流的影响,船舶航行时的实际方

向一般都会与计划航向有一个偏差[１４].
普遍认为洋流流速一般不超过１．５海里/小时,

特别是南海海域流速一般在０．２—０．４m/s即０．３９—

０．７８海里/小时[１５],南海更路簿的更路航速约为１２
海里/更,约是南海洋流流速的２０倍左右,行船受洋

流影响有限.２１册更路簿基本明确起讫点位置更

路有３０５６条,有针位记载的更路３０１１条,既明确起

讫点位置又有针位记载的更路共有２９９４条.理论

上,“更路”针位角度与理论最短航程航向角度平均

偏差为１２．１°,其中苏承芬根据祖传更路簿,结合自

身实践进行创新的修改正本更路簿中,有８９条更路

直接用角度代替针位,从而使航向角度误差从７．５
度°(缝针针位)降到１．５°(带线针位)再到１°(角度).
这些更路的航向角度,与理论最短航程航向角度相

比较,平均偏差３．９°[１６],航向角度的精确度明显提

高,同时也与洋流对行船影响有限的分析是吻合的.
(３)高频岛礁统计

通过计算机统计２１册簿中相关航路出现频次

较高的岛礁,可以分析统计出渔民俗称的高频岛礁,
如«南海诸岛标准地名表»(简称«地名表»)中有记载

的渔民俗称出现频次超过１２０次的岛礁、更路簿中

出现但«地名表»中无记录的渔民俗称出现频次超过

６０次的岛礁、按岛礁标准名统计出现频次超过１５０
的岛礁,分别如表２－４所示.

表２　«地名表»记载的渔民俗称出现频次超过１２０次的岛礁

序号 标准序号 标准名称 渔民俗称 出现次数

１ ２０４ 仁爱礁 断节 １３４

２ ２２３ 六门礁 六门 １２９

３ １１ 北礁 干豆 １３０

４ １１１ 中业岛 铁峙 １２９

５ １２２ 太平岛 黄山马 １２２

表３　仅在更路簿中记载的渔民俗称出现频次超过６０次的岛礁

序号 标准序号 标准名称 渔民俗称 出现次数

１ ５１ 浪花礁 三圈 １２５

２ ２２６ 榆亚暗沙 深圈 ７５

３ １９９ 仙娥礁 鸟串 ７０

４ ４５ 东岛 猫兴 ７３

５ １５７ 西月岛 红草 ６７

表４　按标准名统计的出现频次超过１５０次的岛礁

序号 标准序号 标准名称 出现次数

１ ５１ 浪花礁 １６５

２ １２５ 安达礁 １５６

３ ２６ 玉琢礁 １５４

４ １１ 北礁 １５１

２．２　基于 GIS的更路图及可视化

在更路数字化基础上,用计算机绘制出覆盖２１
册更路簿的４７２条航路(只考虑起讫点)、１６９个岛

礁与港口的南海更路图(见图２).这比目前普遍认

为的２００多条航路,多出一倍以上.周伟民先生认

为,该图是继郭振乾、«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之后的最

全面、准确、清晰的第三张更路图.这项研究,提出

了能体现“航向”的更路线路图绘制方案,并用计算

机绘制出覆盖２１册更路簿９０％以上的带针位航向

的更路航线１０６９条.也模拟了渔民按更路航线从

起点到讫点的航行过程(如图３).

３９

数字人文视域下的南海更路簿综合研究/李文化,陈虹,李冬蕊

ComprehensiveResearchonGenglubuofSouthChinaSeafromthePerspectiveofDigitalHumanities/LiWenhua,ChenHong,LiDongrui　　　



2
0

2
0

年
第2

期

图２　航路更路图

图３　渔船按带针位更路航行动画模拟

２．３　更路存疑问题的数字人文辨析路径

１２海里/更的平均航速,及针位航向与计划航

向平均偏差１２．１°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结合更路簿

时代海南渔民文化水平与航海科技条件的历史背

景,根据现代统计学理论,对严重偏离常识的更路提

出合理疑问(称为“极度存疑更路”),进而利用计算

机进行文本检索与数据挖掘,找出同类更路进行比

较分析,并尽可能查看更路原稿、影印稿或相关文献

资料,有条件的还可以得到渔民证实.通过这些研

究路径,笔者对２１册更路簿的２０余条极度存疑更

路提出了新的人文解译[１７－１８].
(１)手抄本数字与文字误释问题

苏承芬修正本西沙第９９条更路SCF１－XS０９９
(“SCF１”是“苏承芬修改本”,“XS”指“西沙”,后有

“NS”指“南沙”),“白峙仔至大圈尾”表示从“盘
石屿”到“华光礁”西南处,«南海天书»著述该更路航

程为１３５里(海里)[１９],这与“盘石屿”到“华光礁”的
计算距离约为１１．１２海里相差极大.而其他簿册涉

及“盘石屿”到“华光礁”的更路记载“更”数多为“１”,
意即约１２海里.因此,SCF１－XS０９９中的“１３５海

里”极不正常.经查证,苏承芬修正本原稿(如图４,
虚框为笔者加注),实为 “１３ 浬 (即海里———笔者

注)”,因手写体较为潦草,且有些更路簿是用“里”代
替“海里”,所以极可能是作者误将“浬”的“氵”看成

是“５”,将“１３浬”看成了“１３５里”.经与原作者沟

通,确如笔者所料.

图４　SCF１－XS０９９更路原稿

类似情况还有SCF１－XS０５４更路“东岛往浪花

礁用丁未平对? 度３８浬”,«南海天书»著述的角度

为“１０８度”[２０],但这与该更路的针位“丁未”角２０２．
５°相差极大,极度异常.查看苏承芬修正本原稿,发
现此更路记载的航向角被涂改,难以辨认.将此处

与同页其他更路的数值“９”比对,较为接近,另外,该
更路的计算航向为１９８．６°,结合苏承芬修改本记载

角度与计算航向角平均相关３．９°的情况,笔者认为

被涂改处为“１９８度”而不是１０８度,后得到苏承芬

老船长的确认.
用类似方法,笔者还发现夏代云教授著作中将

黄家礼簿手稿中的“六”误识为“二”的问题[２１].
(２)南海岛礁土地名误释问题

«南海天书»将SCF１－XS１２５“大州至双帆石用

艮坤寅申对”更路的“双帆石”解释为西沙群岛的“高
尖石(１１２°３８′,１６°３５′)”[２２],但这种解释下的航路计

算航向与针位航向偏差达到８３２°,而解释为陵水县

的“双帆石(１１０°８′,１８°２６′)”,则偏差只有１．４°.另

外,此更路前后更路均为海南岛近海更路,解释为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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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县双帆石与更路簿文化特征较为吻合,通过进一

步数据挖掘,发现«南海天书»将苏承芬修正本另外

几条与“双帆”有关的更路解释为“高尖石”是正常

的,故疑«南海天书»作者没有将“双帆(高尖石)”与
“双帆石”进行区分,后与作者沟通,得到认同.

另有多条与“地节”有关的更路,«海南天书»认
为“地节”是“丹节(南通礁)”之意[２３],但计算航速与

航向角的偏差均大为异常,而如果将“地节”按“断节

(仁爱礁)”解释,则计算航速与航向偏差均恢复正

常;«海南天书»将苏承芬修正本SCF１－XS０７８“巴
兴往中沙用辰戌九更东南”更路中的“中沙”解释为

“中沙洲”,亦存在计算航速与航向角偏差极度异常

情况.而如果将“中沙”解释为“中沙群岛”则恢复正

常.为确认,笔者专程前往苏承芬老船长家中请教,
均得到认可.

(３)基于更路簿之间更路比对的存疑更路辨析

为释疑蒙全洲 MQZ－XS００５“自猫注去大圈用

乾巽四更”更路针位用“乾巽”问题,发现２１册更路

簿表述“猫注(永兴岛)”到“大圈(华光礁)”的更路共

有８条,除 MQZ－XS００５外,其余７条的航向偏差

均小于平均航向偏差１２．１°,计算航速与对照航速１２
海里/更也非常接近.而 MQZ－XS００５更路除针位

与这７条更路有明显差异外,其余均相同或接近,故
疑该更路的针位存在误传,因找不到更路簿原稿或

影印本,具体原因待查.
为释疑陈泽明 CZM－NS０５７更路讫点“秤钩

线”问题,发现２１册簿仅有冯泽明FZM－NS０５７(后
文将阐述“冯簿”实不存在)与本条更路航路是“银锅

(安达礁)”至“秤钩线(华礁)”,针位航向与计算航向

偏差达到８３．７°,计算航速为３９．４６海里/更,均极度

异常.将陈簿“自东海过北海更路”的１０２条更路与

林鸿锦相应更路比对,发现除 CZM－NS０５７“自银

锅去秤钩线用向辰戌一更收上用乙辛卯酉”与林鸿

锦LHJ－NS０５７“自银并去高杯线用向辰戌一更收

上用乙辛卯酉”的讫点不同外,陈泽明其余更路几乎

与林鸿锦更路一一对应(顺序、起点、讫点完全相同,
更数与针位基本相同).而“银锅(安达礁)”到“高杯

线(舶兰礁)”的平均航速与航向偏差均正常.据此,
疑CZM－NS０５７更路讫点“秤钩线”是“高杯线”的
笔误.

为释疑王诗桃 WST－NS１２６“自三角去双门乙

辛辰戌五更收”更路航速(４．５８海里/更)极度偏低问

题,比对其他更路簿１８条同航路更路,它们的更数

均为“２更”,平均航速为１１．４６海里/更,均正常.而

相邻的 WST－NS１２５更路“自裤归去三角用乙辛辰

戌二更收”更数为“２更”,平均航速为２６．８０海里/
更,极度偏高,而在其他簿共有１９条同航路更路的

更数均为“５更”,平均航速为１０．７２海里/更,均正

常.结合 WST－NS１２５/１２６两条更路的针位完全

相同,又都是与“三角”有关更路,疑两者的更数记载

在传抄过程中发生错位.

２．４　基于更路数字化的更路簿版本问题的发现与

辨析

(１)王诗桃簿多个版本的发现与比较

WST－NS０５４更路在«南海天书»中被著为“自
银锅去五风用子午二更正南”,并被诠释为“银饼(安
达礁)”至“五风(五方礁)”[２４],而“安达礁”至“五方

礁”航路的计算航向为８２．２°,针位航向为１８０°,偏差

达到９７．８°,计算航速约３１．２９海里/更,亦偏离参照

航速１２海里/更过大,极为异常.
经计算机搜索,“安达礁”至“五方礁”航路在２１

册簿中未被发现,进一步比较王簿 WST－NS００１至

WST－ NS０７５ 与 苏 簿 SDL－ NS００１ 至 SDL－
NS０７５共７５条更路,发现除了 WST－NS０５４ 与

SDL－NS０５４“自银饼去牛厄用癸丁二更收对西

南”[２５]有差异外,其余更路起点、讫点、更数、针位、
方位基本上都相同,这与南海更路簿之间存在传抄

关系的历史背景是吻合的.而SDL－NS０５４更路

对应航路(即“安达礁”至“牛厄(牛厄礁)”)的计算航

向与针位航向偏差为５．１°,平均航速１１．４３海里/更,
均属正常,疑是«南海天书»的著述有误.经了解,

２０１５年前«南海天书»著述王诗桃簿参考了郑庆杨

的«蓝色的记忆»,而该著作只有更路条目铅印内容

却没有完整的更路簿影印资料.后周伟民教授得到

王家某簿,笔者找到该稿有与存疑更路高度相似内

容,而且发现相关更路讫点的手写体并非“五风”,但
与“午风”较为接近,再仔细辨认,发现为“牛厄”可能

性更高(如图５所示).至此,笔者认为,原作者误将

“牛厄”看成了“午风”后理解为“五风”,此观点得到

原作者确认.但随后又发现此更路簿的更路条目数

多于«南海天书»著述的条目数,且相关手稿与«蓝色

的记忆»中收录的三张照片有明显差异,绝不属同一

簿册.随后,笔者找到王诗桃儿子王书保了解情况,
他无法解释笔者提出的疑惑,但说家中还有一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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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簿,经辨析,仍不是郑庆杨研究过的原本.

图５　王诗桃抄本一NS０５２~NS０５６相关更路

２０１９年３月,周唐工作室再次提供新的线索,
称曾在２０１１年拍摄了一组王诗桃本人出示过的王

家更路簿,虽不是原本,但周教授认为是王家“第四

本”.笔者将这个所谓的“第四本”更路录入数据库

后,经计算机比较,发现内容与已入库的苏承芬修正

本的部分内容高度一致,疑惑之余,找到苏本影印

稿,发现这个“第四本”果真是苏承芬修正本的另一

拍摄结果,并不是王家第四簿.
(２)冯泽明簿不实问题辨析

«南海天书»所著冯泽明更路簿与陈泽明更路簿

(简称“冯簿”与“陈簿”)的更路图高度相似,可以很

直观地发现两簿的航路非常相近,甚至陈簿出现的

极度存疑更路 CZM－NS０５７在冯簿中的 FZM－
NS０５７也完全一致.说明两簿存在很强的关联性.

比较«南海天书»两簿更路条目,发现冯簿的西

沙更路比陈簿少２条,这２条更路在陈簿标识为“铅
笔字,难识别或勉强识别”,冯簿“北海更路”少了最

后３条,陈簿比冯簿少第１６条,而其他同有的１４１
条更路几乎完全一致.为一探究竟,笔者到周唐工

作室查找两簿影印稿,结果只发现陈簿,而未见冯

簿,且冯簿缺少的２条更路在陈簿影印稿中是２条

模糊更路(见图６),冯簿缺少的另３条更路为陈簿

“北海更路”部分最后一页,陈簿缺少的第１６条更路

在影印稿中是存在的.据此,笔者高度怀疑«南海天

书»中的冯簿为陈簿的另一次录入结果.后经周唐

工作室证实,他们在«南海天书»出版后的三年里一

直在调查冯簿,但无结果,也曾怀疑冯簿可能就是陈

簿,今得笔者分析印证,终于可以还原事实真相,为

避免此错误继续误传,建议作者给出更正说明.

图６　陈簿２条模糊更路(虚框内)

２．５　王诗桃抄本一“东(在)下更路部”分析

在王诗桃抄本一的“东海更路部”第二页有“东
(在)下更路簿”表述(如图７所示),在其他簿未发现

过,请教多人均不知其含义,王家后人亦不能道出

何意.

图７　抄本一“在下海更路部”原稿

就“东(在)”字,目前存在多种看法.周伟民教

授说他与潭门老船长沟通后认为是“在”字,指“在潭

门港以南”之意,但这种解释仍有令人费解的地方:
“东海更路部”基本上都是从潭门港出发向南更路,
为何在此处标明是“在潭门港以南”? 另外,“在下更

路部”出现在此页中间,是指后面(左边)的更路为

“在下”,还是指本页更路全部都是“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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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图７发给校内书法协会爱好者们辨认,
有认为是“东”者,也有认为是“在”字;海南民俗博物

馆高永南馆长认为是“东”字,且认为“东下”指方位.
这与更路簿常用“东海”“立北”等表述风格较为吻

合,有一定道理.进一步比较发现,从“东/在下更路

部”后的第一条更路(也是“东海更路部”第４９条更

路)“大洲去干豆”开始,至第７２条更路“双帆与

分界”止,都是从海南岛近海岛礁或港口出发的

更路(如图８所示).“东/在”到底为何字,暂未找到

更有说服力的文献资料,有待进一步求证.

图８　抄本一东海第４９~７２条更路示意图

２．６　基于人文计算的其他综合研究

(１)王诗桃抄本一系列“笼”名所指位置

王诗桃抄本一部分更路部分出现大量的“某某

笼”,如“大笼”“一笼”“二笼”“三笼”“丑未笼”“半路

笼”.从整体上看,此部分更路基本上集中在“东岛”
“高尖石”“永兴岛”附近,而这些岛礁周边的岛、礁、
滩主要有“银砾滩”“滨湄滩”“湛涵滩”“西渡滩”等.
经综合计算相关更路的距离、计划航向,结合渔民关

于“笼”的形成说法,疑“一笼、二笼、三笼”指“湛涵

滩”的三个暗礁,“笼子”疑指“湛涵滩”最下面的三笼

的边缘.而“半路笼”“丑未笼”分别指“北边廊”“银
砾滩”,如图９所示.这些推测结果,得到了老船长

王书保和苏承芬的肯定.
(２)其他问题的发现与分析

在研究王家三个版本更路簿关系时,还发现其

他一些问题,如抄本二部分更路将“猫兴”抄作“永
兴”,疑是传抄者未搞清楚“猫注(永兴岛)”与“猫兴

(东岛)”的区别;部分更路的航向角度存在明显异

图９　与“笼”有关岛礁疑似位置

常,如同一更路既指明是“西北”方向又将航向记录

为“３４．７度”,类似情况共有１７处;误将“铜章”“铜
铳”传抄为“钢章”“钢铳”;将部分更路的“大光星”
“光星仔”抄录为“为光星”“为星仔”.多疑为王诗桃

晚年体弱时所抄导致,详细情况笔者已经在«不同

‹王诗桃更路簿版本›辨析»一文中进行论述[２６].

３　基于数字人文的南海更路簿多学科交叉融合研

究展望

鉴于更路簿传承方式的特殊性,及古代渔民文

化程度普遍不高等原因,部分更路簿存在错漏问题

是可以理解的,并不能因此怀疑其重要史料价值.
但不加辨识的人文研究,甚至出现非常明显的错误

诠释,会造成更路簿以讹传讹问题的发生,这是对历

史的不负责任.而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更路簿研究,
则更容易发现问题,研究更加科学、深入;用事实与

数据说话,更具说服力,研究结果的呈现方式更直

观,也更容易让人理解与接受;对更路簿文化的保

护、传承与综合研究更加有利.
更路簿承载的历史资料非常丰富.当前,基于

数字人文的更路簿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依

旧不够全面深入,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开展研究,如多

个簿中记录的中医药、渔场位置、流水日志等,还需

要相关学科研究者和更多的技术介入,期待在现有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更路簿开展全面、系统的跨学

科综合研究,以期形成较为完整的南海“更路簿学”
研究体系,发挥“更路簿”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

洋权益方面的重要和积极的法理作用,为建设海洋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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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ResearchonGenglubuofSouthChinaSeafrom
thePerspectiveofDigitalHumanities

LiWenhua　ChenHong　LiDongrui

Abstract:InviewoftheexistingproblemsinthecurrentresearchofGenglubuofSouthChinaSea,this
paperputsforwardcomprehensiveresearchideasandmethodsofGenglubuofSouthChinaSeabasedonthe
interdisciplinaryfusionofgeography,navigation,computerapplicationandsoon．Basedontheoreticaland
empiricalresearchonalargenumberofquestionableissuesandwithmoreconvincingsolutions,itpoints
outthatsomeoftheproblemsinthecopyofGenglubuarenottrue,whichprovidesacomprehensivereＧ
searchforGenglubuofSouthChinaSeafromtheperspectiveofdigitalhuma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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