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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高校图书馆数字人文服务探析

———以兰卡斯特大学为例∗

□钱国富

　　摘要　面向数字人文研究的服务是图书馆新的服务生长点,通过观察和访谈,分析了英国兰

卡斯特大学图书馆的数字人文服务战略规划和实践探索,为国内高校图书馆开展数字人文服务

提供范例,并认为图书馆作为资源的组织和管理者、研究工具和服务平台的提供者、跨学科协同

合作的中立方,在数字人文研究范式下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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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数字人文强化了跨学科研究能力发

展,推动了人文学科知识的普及和发展,得到了来自

相关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正在推动人文

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
数字人文的发展也给图书馆带来了新的发展契

机,国内外图书馆界高度关注这一发展动态,并积极

投身相关研究、探索与实践.北京大学图书馆在

２０１６年５月举办了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
主题为“跨界与融合:全球视野下的数字人文”[１],在
２０１７年４月举办第一期“北京大学数字人文工作

坊”[２].上海图书馆在２０１６年以家谱知识库为基

础, 展了 放数据应用竞赛[３],不失为国内图书馆

展数字人文实践的新尝试,比赛吸引了各界广泛

关注并取得了良好成效.２０１７年,以馆藏名人手稿

档案数据库为基础,举行第二期 放数据应用 发

竞赛[４].
国外图书馆的数字人文服务实践起步较早,有

研究者对国外图书馆支持数字人文研究的相关进展

进行了文献综述,从数字人文与图书馆的关系、面向

数字人文的图书馆科研支持服务、实践路径等角度

作了归纳总结,但缺乏对个案的剖析和思考[５].笔

者２０１７年３月到英国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UＧ

niversity,LU)图书馆进行挂职交流学习,通过近距

离观察、调查访谈,对其面向数字人文研究的服务实

践有了充分了解,认为在战略、规划与服务等各方面

对国内高校图书馆 展相关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２　兰卡斯特大学概况

兰卡斯特大学是位于英国英格兰地区西北部兰

夏郡的综合型公立大学,创办于１９６４年,是英国

五所实行学院制的大学之一,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在全英

大学排名中位列第９,也是英格兰西北部排名第一

的大学,目前世界排名在１３０名左右,其校训是“paＧ
tetomnibusveritas”,意为“真理面向所有人”[６].

兰卡斯特大学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提出了数字兰卡

(DigitalLancaster,DL)战略,２０１６年对数字兰卡战

略规划进行了修订,提出了数字兰卡２．０版本[７].
在数字兰卡２．０里,明确其建设目标是:服务于大学

排名进入世界大学排行榜前１００名,稳居英国高校

前１０名的战略目标,大学将 大限度地接纳数字技

术,并通过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提升大学竞争力,为
学生提供世界一流的教学、科研、学习环境,为员工

提供高效、便捷的数字工作环境,大学将致力于发展

全球化数字社区,并持之以恒地以数字方式 展思

考与实践[８].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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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数字兰卡和大学战略目标关系图[９]

数字兰卡的战略目标要求科研、教学、管理和

服务部门,包括图书馆, 展四项能力建设,包括:
■ 数字素养 — 确保大学员工和学生拥有他们

所需要的数字技能.
■ 数字基础设施 — 确保大学拥有 展数字兰

卡建设所需的技术、人员和基础架构.
■ 数字创新 — 大限度地利用数字技术提供

的创新机遇.
■ 数字治理 — 将数字兰卡纳入大学现有的治

理架构中,并持续不断跟踪改进.
兰卡斯特大学的数字兰卡战略,从战略愿景、目

标、行动等几个方面给予了清晰方向,使得图书馆和

校内其他机构可以在此框架下 展战略规划和实践

探索.大学的数字人文研究和图书馆服务同样在数

字兰卡２．０战略框架下进行.

３　兰卡斯特大学的数字人文协同中心

兰卡斯特大学在２０１５年成立了数字人文协同

研究中心,协同中心以大学空间人文、语料库语言学

和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中心为基础,以数字人文为核

心,在此基础上 展教学和科研工作.协作单位主

要包括:历史系、英语与创意写作系、语言学与英语

系、计算机与通信学院、语料库社会科学中心、大学

语言研究中心[１０].协同中心除了 展项目研究外,
还 设面向数字人文的历史硕士方向,还通过 设

博士课程、暑期短训班、举办论坛和讲座等来推进大

学在数字人文相关领域研究的普及和进展[１１].数

字人文协同中心的设立,为推广和普及数字人文起

到了很大推动作用,诸如在２０１７年大学 放日中向

公众展示地理信息系统[１２].图书馆作为协同中心

的一部分,除做好资源和平台建设外,还积极参与中

心组织的各种会议、论坛和讨论组,深化图书馆和数

字人文研究社群的联系,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
３．１　数字人文协同中心项目概览

协同中心承担了来自欧盟研究委员会、安德鲁

梅隆基金会、美国人文基金会等资助的研究项目

和课题,并积极与当地(包括湖区)的博物馆、遗产保

护机构等公共团体和非学术组织以及国家和国际组

织 展合作.
(１)墨西哥早期移民史研究[１３].
美洲殖民史是现代世界历史的重要部分.在以

往的相关研究中,学者通过阅读«地理录»(RelacioＧ
nesgeograficas,１５７９~１５８５)这一系列美洲殖民地

历史调查报告来进行研究.«地理录»是美洲殖民史

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该项目使用大数据技术,将
«地理录»的信息进行提取、归类,并将对和历史查询

至关重要的信息进行识别、提取、交叉和分析,从而

改变现代学者对历史资料的理解、应用和分析方式.
(２)Pelagios６:Pelagios共用项目[１４].
Pelagios共用(PelagiosCommons)项目致力于

为人文学科中应用 放关联数据和地理空间网络技

术提供工具和基础架构.由于 放关联数据的分散

性,为了使相关数据能够很好地协同工作,就需要一

套机制(工具和服务)来帮助人们创建链接并利用它

们.Pelagios共用项目提供了一系列的免费工具和

资源:Recogito工具,可以很容易地识别、记录和导

出与历史文本、地图和表格有关的 放数据;PeriＧ
pleo搜索服务,允许用户在社区信息库中查找与特

定地理信息相关的内容;PelagiosMapTiles资源,
用户可以利用它将数据投射到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动

态地图上;PelagiosCommons项目还为其他有助于

社区发展的相关工具 发提供资助.
(３)莎士比亚写作语言百科全书项目[１５].
莎士比亚写作语言百科全书项目,将语料库这

一语言学研究方法引入莎士比亚研究,通过编撰百

科全书,建立语料库,使得研究者可以在不同文献信

息单元和颗粒度层级(词汇、短语、语义主题、人物形

象)上对莎士比亚的写作语言进行研究.此外通过

和莎士比亚同时代剧作家写作语言的对比分析,还
可以用数据来揭示莎士比亚剧作语言的独特魅力.

(４)英国湖区地理空间创新项目[１６].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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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三年(２０１５－２０１８)的英国湖区地理空间项

目试图对英国 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湖区(Lake
District),从文学和文化地理视角进行新的研究,通
过文学、文化和地理信息系统对湖区进行深度映射,
绘制湖区深地图 (A Deep MapoftheLakeDisＧ
trict).项目通过对１８世纪到２０世纪３００年间的

一系列涉及社会、文化、经济和工业革命的相关研究

进行梳理,包括历史、民俗、地方传统和自然历史以

及地理地质信息数据,分析总结出这些变化对湖区

景观和多样性产生的影响,然后进行深度映射(Deep
Mapping),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对相关信息进

行分层展示,可视化地展现人文和历史地理信息.
近年来,深层地图被公认为人文学习的“下一

步”,地图是 放的,其数据信息源可以包含各个学

科领域.深层地图不仅能够揭示地理上的联系,而

且可以揭示该地理位置相关的人文和社会等影响.
深层地图不显示地理位置的固定视图,而是通过对

不断演变过程的揭示,来展现地理位置的持续变化,
揭示人文历史对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传统的二维地

图只能告诉人们一个地方是什么,而深层地图可以

解答为什么会成为这个地方,从而揭示人文和地理

之间的不可见关系.
(５)空间人文项目[１７].
该项目为期五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６),由欧盟研究委

员会资助.项目目标是利用语言学、文化地理学和

空间地理分析技术,通过建立基于历史图书、期刊、
地理信息系统、官方报告的语料库,对非结构化文本

进行分析利用,从而发现新的研究成果,并为有志于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来进行文本挖掘和研究的历史

学、文学等人文研究学者提供工具和方法.项目主

要成果包括:建立了一个超过１５０万字的语料库,内
容来自相关信件、期刊和指南,并结合地理信息系

统,可视化展现了英国湖区从１７世纪初期到２０世

纪初期的文化演变.第二项研究利用 １８０１ 年到

１９３７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人口登记资料,来
研究和评估十九世纪的疾病和死亡率.通过研究肯

定了文学、历史和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不仅有助于

创新跨学科合作关系,而且还可以产生新的学术思

想和成果.项目还通过夏令营等方式来面向人文社

会学科研究人员提供关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培训.

４　兰卡斯特大学图书馆的数字人文服务

美国图书馆协会的调查显示,数字人文的概念

已经被图书馆人所接受,在全部３３９个受访对象中,
只有３％的受访者认为数字人文资料和相关研究产

出不应该被图书馆收藏,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图

书馆员的信息服务可以帮助数字人文项目的 展,
更有２１％的图书馆已经设立了与数字人文相关的

职位.对于图书馆能够为数字人文提供什么样的服

务,有研究指出包括七个方面:资源导航、工具应用、
项目维护、数字保存、元数据管理、版权指导、学术评

价、数字出版[１８].
兰卡斯特大学在大学层面成立了数字人文指导

委员会(DigitalHumanitiesSteeringCommittee),
图书馆作为委员会的一员,参与大学数字人文相关

战略的制定.图书馆根据学校发展战略[１９]、数字兰

卡２．０[２０]、图书馆２０２０发展规划[２１],对图书馆在数

字人文研究范式下应该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探讨,
并制定了数字人文服务框架,从平台服务、资源提供

和合作伙伴三个方面来 展数字人文服务与实践.
４．１　平台服务

兰卡斯特大学图书馆计划构建面向数字人文研

究的服务平台(工具),目前正在 展的五个项目

包括:
(１)利用 源软件构建图像研究平台,面向研究

者提供图像分析服务.目前经过调研,确认软件选

型是 源软件 Mirador,这是一个可配置、可扩展、
易于集成的图像查看软件,可以对来自世界各地分

散存储的图像作图像注释和比较[２２].
(２)利用 源软件构建空间数据仓储服务平台.

源软件 GeoBlacklight是一个可以多机构协作的

源软件,可以帮助机构和研究者更好地管理、查找

和分享地理空间数据[２３].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已经

在其基础上构建了名为 EarthWorks的地理空间数

据仓储服务平台[２４].
(３)利用 源软件构建面向音视频资源的服务

平台.由安德鲁梅隆基金会资助,印第安纳大学

和西北大学图书馆领导的 源软件 Avalon可以满

足大规模音视频资源仓储的需要,并且支持资源的

长期保存和 放利用,面向教学、学习和研究提供完

整的工作流支持[２５].
(４)利用 源软件构建面向图像网络出版和展

览的服务平台.兰卡斯特大学图书馆利用 源软件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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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eka,和大学历史系合作,构建了一个当地历史研

究资料库[２６].
(５)利用数字设备提供实体馆藏和数字资源整

合展示服务平台.在兰卡斯特大学图书馆的入口处

安装了一个名为 MagicBox 的设备,图书馆利用其

定期展示一些馆藏珍贵文献资料,并将与资料相关

的音视频等数字资源整合起来,读者在观看实体馆

藏的同时,还可以通过触摸屏幕,以平面和３D方式

查看相关数字资源.[２７]

４．２　资源建设

程焕文教授指出资源为王[２８].大学图书馆的

核心竞争力还是建构在资源和管理之上.兰卡斯特

大学图书馆利用自身特藏资源,与学校历史系研究

人员合作,推出了“图书馆珍稀和特色馆藏项目”
(Library UniqueandDistinctiveCollectionsProＧ
jects)[２９],该项目主要是将馆藏１６－１８世纪兰卡斯

特当地奴隶交易相关资料(奴隶商之间往来信件)进
行数字化,并进行文本抽取、TEI标准编码和关联数

据发布.
根据兰卡斯特大学图书馆面向２０２０发展战略,

为了使图书馆具备在数字时代持续参与大学创新的

能力,图书馆将利用其在资源描述、长期保存和资源

发现等领域的专长,对馆藏稀缺资源进行数字加工

和处理,通过数字手段赋予馆藏稀缺资源新的生机,
使之得到学者和社会大众的更多关注,进而推动特

藏资源的建设和保护.通过资源组织和管理,来提

升馆藏稀缺资源的价值, 大限度地发挥其影响力.
目前项目正在进行系统平台建设和数据加工工

作,项目的进行一直得到大学历史系研究人员的关

注,并有历史系的学生直接参与数据加工和整理工

作.图书馆在积极寻求与数字人文相关项目的合

作,不仅可以推进大学在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而且

还能够帮助图书馆提高自身在数字人文资源建设和

服务方面的影响力,甚至成为英国高校数字人文研

究服务的区域中心.
４．３　合作伙伴

数字人文研究需要跨学科协同,兰卡斯特大学

图书馆认为图书馆的中立身份有助于在多方协同时

充当积极合作者的角色.图书馆要以 放的心态积

极地走出去,和大学、所在地方社区以及第三方合作

伙伴积极 展合作,并根据合作对象的需要,来定

制、 发个性化服务.

图书馆从馆藏、服务和人力资源等几个维度进

行深入探索.在资源上,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原则是

数字优先策略,任何文献信息资料,只要有数字版

本,就一定优先采购数字版本.在人员上, 展面向

数字人文研究服务的人力资源储备,定期举办面向

大学内外的数据讨论工作坊(DataConversation,
DC)活动,推进大学数字研究环境建设.科研数据

管理、OA出版等新的图书馆服务形态在兰卡斯特

大学图书馆从无到有,并已经取得了研究人员、研究

生和校外同行的认可,科研数据管理相关研究还得

到了来自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InformaＧ
tionSystemsCommittee,JISC)的经费资助[３０].图

书馆正在申请经费,计划在２０１９年设立专门的数字

人文和科研软件工程师岗位,来更好地 展数字人

文服务,这些努力帮助图书馆奠定了良好的合作者

形象.

５　小结

研究发现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对数字人文的思考

和探索同处于起步期,数据密集、工具支持和跨界合

作是数字人文 鲜明的三大特征,虽然随着研究环

境和手段的改变,数字人文还处在演化过程当中,但
是这三大特征始终贯穿在这一动态变化过程中[３０].

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在其官方网站上推出了数

字人文服务(DigitalHumanitiesServices)专栏,对
其概况、内容和案例进行了明确,堪称图书馆数字人

文服务的范本[３２].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数字人文服

务组织架构包括三个部分:数字图书馆小组、数字内

容小组和学术交流办公室.数字图书馆小组负责剑

桥数字图书馆建设,该数字图书馆是数字人文学科

的综合平台,目前拥有超过３万件数字实体.数字

内容小组负责数字内容的制作,面向科研团队提供

数字内容加工、复制和展览服务.学术交流办公室

和科研管理部门联合,面向科研人员提供数字人文

研究培训、学术出版服务、咨询服务等.
在访谈中,兰卡斯特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马修德

(MasudKhokhar)认为 展数字人文方面的思考与

实践是学术图书馆必须把握的一个发展机遇,也是

未来学术图书馆 发自身特色馆藏的 佳途径.图

书馆不仅是服务的提供者,更多的情况下是合作者,
图书馆要融入到整个数字学术工作生命周期中去,
成为数字人文研究社群的一份子.在数字背景下,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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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作为资源组织和管理者、研究工具和服务平

台的提供者、跨学科协同合作的中立方,具有更大的

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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