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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视域下的古文献文本标注与可视化研究∗

———以«左传»知识库为例

□李斌　王璐　陈小荷　王东波

　　摘要　在数字人文研究范式下,传统的以电子化和全文检索为基础的古籍研究模式已难以

满足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学科深度研究的需要.古籍文本特别是史书所记载的词语、时间、
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都需要结构化的历史人文数据库,从而实现历史要素的定量分析与可视

化.文章以古汉语自动分析技术为基础,结合人工标注和校对,以实体标注方法解决历史人物的

同名异指和异名同指问题,对史学名著«左传»进行了词语切分、词性、时间、人物ID、地点 GIS信

息标注,进而实现了热点人物、人物关系网、人物游历轨迹与距离等量化统计与可视化,为古籍文

本的内容标注、结构化人文知识库建设提供新的研究路径.最后,讨论了知识库进一步的完善方

案与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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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我国古典文献历史悠久、卷帙浩繁,为研究了解

各个时期的人物、地理、民情、社会状况等提供了宝

贵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古籍善本往往存在重

藏轻用、不易获取且文本内容晦涩难懂等问题.传

统的古文献研究主要依靠资深学者的人工整理和博

闻强识,但能够通读古籍且能融会贯通、应用于学术

与社会生活的专家屈指可数,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古

籍文献内容的开发与利用.
本文以先秦历史典籍«左传»为研究对象,尝试

了数字人文知识库的构建,在分词与词类标注的基

础上,深入标注了人名、地名信息,使用可视化技术,
建成了在线的查询网站,进而对词语、人物等要素的

时空分布、人物游历距离等进行计量分析,力图为文

史和语言的量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数据标注方法

与技术解决方案.«左传»乃研究先秦史不可或缺的

典籍.无论建国初期对中国历史分期和社会性质的

辩论,抑或近年来的先秦社会史的研究,«左传»均是

研究者最基本的史料依据.许倬云早在６０年代就

尝试量化«左传»所记载人物的社会背景,从而探讨

先秦和秦汉的社会流动状况[１].随着计算技术的不

断提高,使得当代研究者在进行同类研究时可以更

全面、多角度地把握和分析史料,«左传»知识库的建

立亦以此为目标.

２　研究现状

在古籍文本的数字人文数据库构建方面,国内

外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研究工作.古籍文本的电子

化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如«文渊阁四库全书»
«四部丛刊»«中国基本古籍库»«国学宝典»等全文检

索数据库以及元数据加工方法[２].但这些数据库还

缺乏内容信息的深度标注,只能满足基于“字”的全

文检索,无法挖掘和统计出更多信息.下面主要从

分词词性、命名实体标注、地理信息标注三个方面,
介绍较为深入的文本标注与数据库建设的必要性以

及学界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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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分词与词性标注.古籍文本中没有词界,只
有进行词语的切分,才能实现古籍文本基于“词”的
检索.词性的信息,不仅包含名词、动词,还可以区

分出人名、地名、时间等要素.古籍的分词与词性的

标注,已经有了一些计算机自动分析的技术,形成了

一些标注语料库.如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自动分析

工具和古代汉语语料库、南京师范大学自动分析工

具和先秦[３]及中古汉语标注语料库[４].这些语料库

主要服务于语言研究,产生了许多词汇方面的研究

成果,同时也为古代典籍的数字人文知识库的建立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２)命名实体信息.古籍文本中有大量的命名

实体(人名、地名、官职、年号、器物、文书等),对文史

研究来说价值巨大,但在现有古籍电子文本上难以

直接检索和获取,因此需要进行人工标注,从而进行

后续的自动分析.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

持建设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hinaBioＧ
graphicalDatabase,CBDB)[５],从唐代之后的大量古

籍文本和工具书中,人工整理了３６万条历史人物的

姓氏、官职、族谱等传记资料,建设了可供动态查询

的人物关系数据库.该数据库超乎传统的史料全文

数据库,对史料就历史人物特性加以分析,便于进行

传记学、社会网络层面的研究.英文数据方面也有

一些自动处理的尝试,如埃尔森(ElsonDK)等通过

对６０部１９世纪英国小说和期刊进行社会网络挖

掘,构建出人物社会网络关系[６].
(３)在古代地理信息方面,也有着许多标注与分

析工作,特别是将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InforＧ
mationSystem,GIS)技术用于历史地理研究,将历

史上的地理要素转移到以现代地理坐标系统为参照

系的电子地图上,有助于发掘隐藏在数据背后的潜

在信息和传统研究难以发现的现象[７].英国艺术与

人文研究委员会的数据库“赫斯提亚”(Hestia)[８],
通过对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
史»中提到的地点及其地理特征的描述进行信息抽

取和可视化,提供了可以深入挖掘文本的可视化工

具.英 国 历 史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Great Britain
HistoricalGIS,GBHGIS)[９]涵盖了１９世纪以来英

国行政边界的变迁,整合时空属性,提供了社会、经
济和人口变迁的分析方法.美国国家历史地理信息

系统(U．S．NationalHistoricalGeographicInformaＧ
tionSystem,NHGIS)[１０]是一个为历史人口研究而

创建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整合了美国从１７９０－
２０００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在国内,复旦大学历史地

理研究中心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HisＧ
toricalGIS,CHGIS)[１１],建立了一套中国历史时期

逐年连续变化、开放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提供了

GIS基础数据平台.这些平台的构建,为古籍文本

的地理信息标注作出了良好的探索.夏翠娟还介绍

了历史地理数据在图书馆数字人文项目中的其他

应用[１２].
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引入了命名实体标注和数

据库技术,对部分诗词的作者、写作时间与地点、作
者关 系 等 信 息 进 行 标 注,如 “唐 宋 文 学 编 年 地

图”[１３]、“历代诗人地域分布”[１４].台湾法鼓山的佛

典数据库也正在标注重要人物、地点信息[１５].基于

这些数据库,已经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统计数据成果.
不过,这些数据库只标注了重要人物和地点,如果能

够完整地、穷尽地标注历史文本中命名实体的详细

信息,则能够得出更多有益的统计结果.而且,这种

数据库一次建立,便可反复使用,避免了各单位重复

开发,可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
中文古籍数字化建设工作在经过多年发展后,

累积了大量古籍文本数字化资源的成果.国际上数

字人文研究已经大量使用了多种计算分析技术,而
国内古籍数字化研究由于人才培养不足、相关标准

规范缺乏等原因,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进行古籍

数字化深度开发的实践尚为少见.古籍数字化是一

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联合新兴的数字人文研究成

果,才能促进古籍数字化在深度开发上有所作为.
本文旨在基于«左传»文本,探索历史文献的深度加

工与分析方法,使用文本信息标注、GIS等技术建立

知识库,开发检索平台,实现古籍文献的深度加工和

可视化检索,服务于文史研究的多种计量分析需要.

３　«左传»历史人文数据库的建设

«左传»作为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文史研究价值

极高.«左传»记载了东周前期自鲁隐公元年(公元

前７２２年)起,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４６８年)
的２５４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方面的

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左传»现有的全文检索、人
物、典故等词典及研究论著丰富,但碎片化严重,往
往需要学者多年的悉心积累.如果能将已有的研究

成果整合为知识库,完成词语切分和时间、人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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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实体标注,开发可视化检索平台,可以为历史人

文研究提供知识储备与服务.

３．１　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来自«左传»的白文部分,全文１８万

字,使用南京师范大学制定的古汉语分词与词性标

注规范和自动分析工具,人工校对了分词和词性信

息的先秦«左传»语料库[１６].根据«十三经注疏»«中
国历史地图集»和«春秋左传词典»等工具书,给正文

中的每个人名、地名都指定了唯一的ID编号,填写

了每个命名实体的信息.

３．２　内容标注与数据库架构

在«左传»语料库的基础上进行了二次标注.首

先,对地名标注了每个地点的今地名和GIS坐标;其
次,根据«左传»自身的纪年体例,将书中的历史纪年

对应到公元纪年,并标明每个段落的历史年份;最
后,给人物表中的每个人物增设了人物主名.由此,
形成了«左传»数字人文数据库的构建,完成了词类

标注基础上的历史时间、地点、人物信息的全面标

注,可以为语言学、历史人文方面提供重要的数据资

源.«左传»数据库包括人名表、人物表、时间人物

表、人物同现表、地名表、人物地名表共计六张数据

表,具体字段与结构如图１所示.其中标注“∗”的
字段为«左传»语料库已经标注的数据[１６],其余字段

为本文所补充的数据.

图１　«左传»数据库的结构

３．３　人物信息标注

«左传»中一人之名号,往往有多种,需根据各种

注疏文献和工具书进行辨识,使用唯一的ID号来标

定.据笔者统计«左传»共有２４０６个人物,平均每个

人物有１．７８个名字,所以使用ID编号是十分有必

要的.人物的不同名称的分布情况如图２所示,其
中有四成的人物不止一个名称,３７％的人物有２－５
个名称,３％的人物有６－１０个名称.名称最多的人

物是晋国大夫范武子,«左传»记载他的名称有１０个

之多,可见异名同指现象在标注ID之后才易于统计

分析.

图２　«左传»人物的不同名称的数量分布

«左传»中同名异指现象也不少见.方朝晖指出

“«左传»姓名相同之名称,或因地而异人,或因时而

异人,或时同地同名同,而人仍有异者”[１７].同名异

指是指字形完全相同的人名在具体的上下文中代表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物.笔者统计了«左传»人名

对应人物数分布情况,其中９０％的人名都只对应一

个人物,余下１０％的人名存在重名,至多一个人名

为１６个人物共用.
一个人物往往具有多种名字和称呼,在后续的

计量分析与可视化中会带来许多不便,需要选择一

个作为人物主要的称呼.因此,我们参考«春秋左传

词典»[１８]、«春秋左传人物谱»[１７]等文献资料,人工标

注了每个人物最具代表性的、为学界所熟知的“人物

主名”.不过,“人物主名”不一定出自“人物名”,举
例如表１.秦穆公在«左传»中的名字有“穆、穆公、
秦伯、秦伯任好、秦君、秦穆”,人工给出的人物主名

“秦穆公”并不在其中.

表１　人名表示例

人物ID 人物主名 人物名 性别 国别

１３０２ 秦穆公 穆 穆公 秦伯 秦伯任好 秦君 秦穆 男 秦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时间人物表、人物同现表.
«左传»为编年体史书,按年号分卷,由“卷号”即可获

得年份时间,进而确定“公元纪年”.“人物ID”在某

卷出现,即视作该人物在该年份活动.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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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地名信息标注

地名数据处理包括标注地名表的“今地名”“坐
标”两 个 字 段. 参 考 «中 国 历 史 地 图 集 »[１９]、

CHGIS[１１]等资料工具,人工标注了«左传»文本中

１０６６个 古 地 名 对 应 的 今 地 名.利 用 百 度 地 图

API[２０],解析今地名地址获得地名对应坐标经纬度

数据,然后进行人工校核.与此同时,还标注了地名

的类型,如诸侯国名、地名、河流、山脉等,举例见

表２.
表２　地名表示例

地名ID 地名 类型 今天所在地
百度GIS
坐标

２１ 莒 诸侯国名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
１１８．８４８４５４

３５．５８７１０２

４　«左传»检索系统与时空地图平台

４．１　基于实体ID的检索框架

使用 Web开发技术,建设了«左传»检索系统与

时空地图平台[２１],已上线提供检索服务.其结构功

能如图３所示.平台除了全文检索功能外,基于底

层的数字人文知识库,还提供人物、地名、人物关系

等多种查询方式.这些实体的查询主要依赖于数据

库中的实体ID.例如,人物查询需依据“人物ID”来
进行,获得“人物ID”的操作流程如图４所示.

图３　«左传»检索系统结构

４．２　人物检索

人物检索页面,供用户查询人物的基本信息、上
下文信息和人物关系.如图５所示,以“秦穆公”为
例,输入“穆公”,得到所有名字包含“穆公”的人物列

表,用户根据事先人工标注的“人物主名”以及“性

图４　人物查询流程

别”“国别”信息,得以确定其ID为１３０２.在人物检

索页面,可查得秦穆公以各种称呼出现的３３个上下

文,以及与他交往的人物２８位,这些人物会按出现

频率的百分比由高到低排列.相比传统的利用人物

别名直接扩展查询来说,这样可以更准确地查找到

人物出现的上下文.而相关人物的列表,也更直观

地展示出人物的社交情况.

４．３　地名检索

地名检索页面利用百度地图 API技术开发了

«左传»古今地名的查询功能,能够满足用户的两种

查询需求,实时在地图上绘制地点的红色标志.图

６(左)为古地名“鲁”的查询结果,图６(右)为今地名

“山东”查询结果,可以看出,“齐鲁大地”山东省的覆

盖面积要大于鲁国.

４．４　人物地图———人地同现轨迹图

人物的历时轨迹,也是文史研究的重点之一.
历史人物的游历路径,在传统研究中往往需要考证

大量的史料,多用文字描述人物所到之处,不是很直

观.我们采用了近似计算和可视化方法,根据人物

和地点在文本中的同现信息(在一个句子中同时出

现)、文本的公元纪年和地名信息,可以生成人物的

历时轨迹图.以“楚昭王”为例,图７直观显示了楚

昭王一生行经１０地的活动轨迹,每个坐标点标注说

明了其游历当地具体的时间和地名,让文本内容可

视化地呈现在用户面前.
平台还支持查询多个人物在电子地图上的轨

迹,可用于查看人物轨迹是否重合.以晋惠公、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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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人物检索示例

图６　地名检索示例(“鲁国”和“山东”包含的古地点)

图７　人物地图检索示例(“楚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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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为例,历史上曾身为晋公子的夷吾(惠公)、重耳

(文公)遭陷逃难,后几经磨难返回故土重新称王,从
地图检索的结果(图８)可以窥见一二.通过多条人

物轨迹是否重合以及具体重合的时间点,能够推算

出历史人物是否曾经相会过.

图８　双人轨迹对比图示例(蓝线为晋惠公轨迹、绿线为晋文公轨迹)

５　计量分析

利用«左传»历史人文数据库和检索系统,可以

进行丰富的计量分析工作,得到传统的全文检索数

据库难以获得的统计数据.在人物方面,２４０６个人

物共有４２８４个人名.其中,２２６２个为男性,１４４个

为女性.可以看出这是一部男性主导的历史.在地

名方面,共有９９５个地理实体,其中６８０个为诸侯国

辖内的地点,还有１９条河流、１１座山等.值得注意

的是,仍有２２２个地名暂时无法考证出具体所在地,
例如“阪高”“陉隰”等.这样穷尽的标注工作,可以

列出很多疑难问题,为历史研究者快速发现问题提

供线索.下文从最热人名、地名的频次及同现等方

面展开计量分析.

５．１　重名统计———最热春秋人名

基于«左传»人名信息的详细标注,解决了同名

异指和异名同指的问题.通过统计人名数据库,可
找出«左传»高频重名的人名,如表３所示.

表３中所列人名首字为氏,他们所属的诸侯国

多为大国,尾字“侯”“子”“伯”均为诸侯王的爵位封

号,“氏＋爵位”的结构是春秋人名的典型结构,这种

结构的人名又是当时的诸侯国君,不同诸侯国的国

君均可用此称号,所以成为热度最高的重名.表３
的统计结果表明,传统的基于字符串检索是难以区

分这些人物的,而在计算机进行古籍人名自动识别

和消歧时,应重点关注这些频率较高的重名结构,并
制定相应的识别规则.

表３　«左传»高频重名表

人物名称 人物数(个) 频次(次)

晋侯 １６ ２６３

卫侯 １５ １０６

齐侯 １５ ２０７

楚子 １３ １７６

郑伯 １２ １６３

５．２　实体同现统计

人物与人物、人物与地名的同现数据,可以用来

近似计算人物关系和人物所去过的地方.对«左传»
文本中每个句子内的“人物ID－人物ID”同现情况

进行统计,共得到１２１６６条信息.对“人名ID－地

名ID”的同现情况进行统计,共有６６４０条同现信

息.每一条信息都含有同现频次,可以近似地作为

两个实体的相关度.比如人物同现次数越多,则两

个人物的相关度越高.在此基础上,统计出人物交

往的广度和强度,得出人物社交排行榜.
(１)最“广交”人物

用人物同现次数来近似地估计人物之间的交往

关系,同现人物越多,交际也就越广.表４列出了

“广交”的十大人物,最“广交”«左传»人物前三名为:
晋文公９９个同现人物,晋悼公８５个,范宣子(晋国

法家人物)７１个.由此可以看出晋国君臣在春秋时

代的地位.

７７

数字人文视域下的古文献文本标注与可视化研究/李斌,王璐,陈小荷,王东波

DigitalHumanityBasedAncientTextAnnotationandVisualization/LiBin,WangLu,ChenXiaohe,WangDongbo



2020

年
第5

期

表４　十大最“广交”人物

ID 人物名称 同现人物数(个)

１２０７ 晋文公 ９９

１５０５ 晋悼公 ８５

９６４ 范宣子 ７１

１３８６ 晋景公 ７０

１８２４ 楚庄王 ６５

２９７ 齐桓公 ６２

１９９３ 郑文公 ６１

１９６６ 晋厉公 ５７

１００８ 羊舌肸 ５６

６８９ 楚共王 ５５

(２)最“密交”人物

人物之间同现次数越多,则很可能是关系特别

密切,或者在后世眼中同等重要.表５给出了十大

“密交”人物:公子宋和公子归生,伯舆和王叔陈生,
均同现２９次,子叔声伯和施孝叔同现２８次.后羿

和寒浞的儿子寒浇、豷等人并非春秋人物,皆出自夏

朝时期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的前后百年之

间,«左传»所记臣子谏言多引此典,以喻兴衰,从而

使后羿之典中的人物频频同现.此外,还可以使用

互信息、卡方等统计量,进一步计算出人物之间的关

系强度,观察中低频次的人物关系.
表５　十对最高频同现人物

ID１ 人物１ ID２ 人物２ 同现频次(次)

３１４ 公子宋 １５４ 公子归生 ２９

８９８ 伯舆 ２４５ 王叔陈生 ２９

１３５ 子叔声伯 １２５１ 施孝叔 ２８

７９２ 后羿 ２１３６ 寒浇 ２８

１２０７ 晋文公 １３０２ 秦穆公 ２７

１９６６ 晋厉公 １２３４ 郄至 ２５

７９２ 后羿 １７８６ 寒浞 ２３

１９６６ 晋厉公 ２３６８ 栾书 ２３

２８２ 荀偃 ９６４ 范宣子 ２２

７９２ 后羿 ２３１６ 豷 ２１

　　(３)春秋霸国的验证

春秋霸国的归属各个版本向来不尽相同,墨子

和荀子认为五霸归属齐、晋、楚、吴和越,东汉班固归

结五霸主为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历史学家

翦伯赞在«先秦史»中指出五霸当属齐、晋、楚、秦、
郑[２２].笔者通过三个角度进行数据统计,给出关于

“春秋霸国”量化的参考结果:①基于«左传»标注文

本,结合“地名表”信息,统计了诸侯国在文本中的出

现频次,表６给出了出现频次最高诸侯国前五名;②
基于“人物地名表”对于人物相关地名的数据,表７
给出了诸侯国相关人物频次最高的前五名;③基于

“人物表”中人物的国别信息,表８给出了诸侯国所

属人物数量最多的前五名.
表６　诸侯国频次表　　　表７　诸侯国相关人物频次表

诸侯国 频次(次)

晋 ８１６

楚 ６３４

郑 ５１８

齐 ３５８

宋 ３２５

　　　　　

诸侯国 相关人物频次(次)

楚 ５１９０

宋 ２３８４

秦 ２０７４

晋 １９８４

齐 １９４６

表８　诸侯国所属人物数表

诸侯国 所属人物数(个)

晋 １４０５

楚 ９４８

郑 ６４８

齐 ６０２

鲁 ３９１

　　统计结果显示,晋、楚、齐三国在三张榜单上均

榜上有名,亦为各家说法所共有,霸主之名可谓实至

名归.另外,表中上榜的诸侯国里除了鲁国,均曾被

人列为霸国,这与«左传»出于鲁国史官之手有关,所
以鲁国的人物较多.

５．３　人物游历地点、距离统计

春秋时期的交通设施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古
人的一生能游历多少地方、旅行多远距离,我们并不

清楚,在古书中也没有直接的记载.借助数据库技

术,则可以近似地计算出人物可能游历过的地点和

行程长度.由于“人物地名表”包含了人物相关的所

有地名,“时间人物表”包含人物和地名同现的时间,
两相结合可以得到人物相关的地名序列,即人物活

动轨迹,进而计算出人物活动距离.以下按照沿两

点之间直线距离、沿当代道路步行距离两种方式对

每个人物活动距离进行测算.
首先,根据地球曲面上两点近似距离公式[２３],

求得两地之间直线距离,求总和可得每个人物的活

动距离总长.

Dis＝１１１．１９９∗
２

(φ１－φ２)２＋(λ１－λ２)２∗cosφ１＋φ２

２( )
２

８７

数字人文视域下的古文献文本标注与可视化研究/李斌,王璐,陈小荷,王东波

DigitalHumanityBasedAncientTextAnnotationandVisualization/LiBin,WangLu,ChenXiaohe,WangDongbo



2020

年
第5

期

(λ为经度,φ为纬度)
其次,调用百度地图的步行距离接口,计算活动

距离.计算结果发现,在具有人地同现信息的１６０４
个人物中,人均直线距离１０２９．９８公里,沿道路距离

１３０８．２６公里,活动地点３．９７个.如表９所示,活动

表９　«左传»人物游历地点数和距离

名次 人物名称
地点数

(个)

直线距离

(公里)

步行道路距离

(公里)

１ 周武王 ４８ １９３００ ２３５１４

２ 崔杼 ３３ １６０１８ ２００２１

３ 晋文公 ４７ １５９６４ １９７５７

４ 楚庄王 ３６ １４９０７ １８８０８

５ 范宣子 ３５ １４４９８ １７３９１

６ 郑文公 ３９ １４３６２ １７８３５

７ 秦穆公 ３３ １３８６０ １６０３３

８ 知武子 ３６ １３８２８ １６９３０

９ 晋景公 ３８ １２５９４ １５９１３

１０ 周文王 ３３ １１９９６ １５２９６

距离最长、同时也是活动地点最多的前十位春秋人

物中,七位为君王,三位为大夫、将军.活动距离最

长的春秋人物是周武王,行经２万余公里,可见这些

人物征伐与游历的历史.这种近似计算的方法,虽

然不是特别精确,却可以快速地获得古人可能的行

程长度,如果加上时间信息,还可以推算出当时的交

通设施状况和行进速度.

５．４　多事之秋———实体历时分布

以时间为轴线,根据文本中实体的密度,可以发

掘古代文本中重要的时间.相比篇幅的长短,命名

实体所出现的频次密度可能更能反映某一时段的重

要性.根据«左传»每个段落的时间信息,对应到公

元纪年后,可以得到文献中记载的公元前７２２－４６８
年之间的人物、地点出现次数的曲线.从图９可以

看出,人物和地点的出现高度相关,人名略多于地

名,且在不同时间上差异巨大.人物曲线在公元前

５４２年前后更是达到最高峰２７４次,地点曲线在公

元前５４８年到达顶峰１７６次.这种历时分析可以快

速而清晰地定位出历史上的多事之秋.
综上,借助数据库工具和GIS技术,用定量的视

角探究«左传»中的人物和地点,形成春秋时期的历

史人物时空,统计所得信息和数据,也可看作是对古

籍文本本身的增值或补充.希望通过基于“词”的、
多角度的检索与计量分析,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方法

和工具,推进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

图９　人物(红色实线)和地名(黑色虚线)出现频次的历时分布

６　结语

我国历史文献丰富,在古籍纸质资源较为丰富

的今天,全文检索已广泛应用,但如何综合运用多种

现代数字化技术,进行古籍内容的深度加工与分析,
是古典文献传承与研究的重要议题.文章在数字人

文和人文计算的研究范式下,尝试构建了史学名著

«左传»的历史人文数据库,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１)建立了数字人文知识库,标注了人物主名、
今地名以及GIS数据,创建实体同现表,建成包括人

名表、人物表、时间人物表、人物同现表、地名表、人
物地名表六张数据表的数据库.

(２)开发了可视化检索系统,基于数据库开发包

括全文检索功能在内的线上检索系统,利用百度地

图,结合人物、空间、时间信息搭建了人物地图平台.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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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计量分析,通过数据库内容,以定量视角探

究«左传»中的人物、地点数据,发掘出热点人物、人
物关系、旅行距离等重要信息.在整体上探索和论

证了数字人文技术对于历史文献加工的可行性与基

本研究形态.这种新型历史人文数据库的建立,不
仅对«十三经»等经典文献的深度数字化有参考价

值,对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也是一种新的尝试,能够

把古籍的多种信息以数据库的形式存储和展现出

来,解决传统的大长编或卡片检索效率低、媒介单一

等问题,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更好地研究文献内容

和多种文献之间的关系,成为古籍研究的参考和辅

助工具.此外,通过数据对接,还可以应用于对图书

馆、博物馆的馆藏善本古籍和藏品进行文献、实物与

地理信息的互联互通.
受限于历史资料的缺漏和有限的人力,研究尚存

在以下问题和不足,需要在未来的工作中继续完善:
(１)人物、人物关系、GIS信息的数据标注,需要

结合最新的考古成果不断改进,例如对地名进行更

多的属性标注(行政级别、起始年、终结年等).这需

要开发在线纠错功能,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标

注工作中来.
(２)人物同现和人地同现还只是近似计算,将来

也可以考虑对人物关系进行更细致的分类,例如朋

友、亲属、同僚等等.
(３)可视化检索的呈现方式仍有许多改进的空

间.例如,可以同图书馆和博物馆合作,将数据库互

联互通,检索结果呈现文献和文物的图片等馆藏信

息;反之也可以通过文物查询文献知识库.
(４)希望能与历史人文、汉语史、文化、考古等多

个学科联合研究,得出更为深刻、更有价值的结论.

致谢:感谢邓国亮老师和多位匿名审稿人对论

文的修改建议,感谢朱福耘、李晓炜、曹艺凡、王雨非

同学的数据标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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