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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与共生:数字人文与史学研究

———第二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综述

□朱本军∗　聂　华

　　摘要　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 “北京大学数字

人文论坛”,以“互动与共生:数字人文与史学研究”为主题,围绕“数字史学与量化史学”“数字工

具 GIS与史学研究”“史料与历史文献数字整理”和“史学研究数字环境与网络基础设施”四个方

面进行了深入讨论,对高校图书馆实践数字人文提出了一些新主张和新看法.
关键词　数字人文　会议综述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

分类号　G２５０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３

　　数字人文的核心目标是利用数字技术有效地提

出和解决人文问题,其对历史学相关研究的促进已

初见成效.２０１７年５月,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北京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 “北京大学

数字人文论坛”,探讨了数字人文与史学研究的互动

与共生关系.本次会议注册参会人数２７７人,其中

教学 科 研 人 员 １３８ 人、学 生 １０６ 人 (本 科 生 占

２０７５％、硕士生占４３４％、博士生占３５８５％)、企
业界代表３３人,年龄分布在１８－６０岁之间(１８－２５
岁占２３４７％、２６－３０岁占２２７４％、３１－４０岁占

２８８８％、４１－５０ 岁 占 １６２５％、５１－６０ 岁 占

８３％),参会人员所从事的学科领域主要集中在人

文学科(４４７７％)、图书情报与文献学(４０４３％)和
信息技术学科(９７４％).在数字技术促进史学研究

及史学研究越来越依赖数字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图
书馆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和任务? 笔者试图从图

书馆的角度对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进行综述和反

思,与图书馆界同行共享.

１　数字人文与史学研究议题

历史学是一个跨时空且包罗万象的庞大领域,
其主要内容是对客观世界已发生的一切物质运动发

展过程进行探索和研究.尽管所谓的“历史”从大类

上可以分为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但当前国内外数

字人文关注的主流领域主要还是人类社会史.为突

出本次会议“互动与共生”的主题,在对北京大学及

国内与历史学研究相关科研院所的研究领域进行调

研的基础上,会议选定了“史学研究”“历史地理”
“历史文献”和“史学网络基础设施”四个数字人文可

快速介入且有一定实践案例的议题.
史学研究议题,探讨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促进

对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史或区域国别史、专门史

(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等方面的研究;
历史地理议题,探讨数字技术(特别是地理信

息系统、遥感技术)如何促进传统沿革地理、政区地

理研究,如何进行考古和地理空间分析等,提出或解

决新的史学问题;
历史文献议题,探讨利用数字技术将古舆图、

古籍、拓片、地方文献、特色文献等的数字对象化、光
学识别(OCR)、标引、可视化与文本挖掘,促进史学

研究;
史学网络基础设施议题,探讨如何构建历史

研究的数字化环境,方便 展史学研究.
在嘉宾的报告中,我们确实看到了“数字人文”

和“史学研究”两个领域的交融,很好地诠释了“互动

与共生”的会议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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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互动与共生视野下的数字人文与史学研究

２１　 作为传统史学研究补充的数字 史 学 与 量 化

史学

数字人文落脚在史学研究领域,究竟改变了“史
学研究”什么? 从本届论坛的讨论来看,不仅仅只是

为传统史学研究提供数字技术及衍生品以辅助解决

传统史学问题,更重要的是衍生出了一些超越传统

史学研究边界和内容的新领域———“数字史学”和
“量化史学”(有时也称“计量史学”).

(１)史学研究中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尽管重视个案解释的历史学与重视整体理解的

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分野,但是实际情况是人

类遗留下来的史料并没有划分彼此,而是杂糅在一起

的.香港科技大学康文林(CameronDCampbell)教
授在题为“历史大数据 启社会科学新认识:李康研

究团队理念”的报告中认为,通过历史大数据和社会

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不仅可以衔接两个领域,而且

可以超越传统历史学或社会科学,提供一些新认识.
在其报告中,“历史大数据”被定义为融合多种属性、
适合定量分析和可视化展示的高质量结构化数据,
其目的不是用于文献检索,而是用来做量化分析和

可视化展示,像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康文林团队

(以下简称“李康团队”)所主持的“中国多代人口数

据库”[１]“精英教育”[２]和“清代官员”(缙绅录及相关

资料数据库)[３]等项目都是这个思路.他认为历史

大数据由于是对已经发生数据的集中结构化,其相

对于当代社会科学数据,在长期性、大规模、细节性、
可连接性,和进行国际比较或按地域进行比较的潜

力方面更有优势.
(２)史学研究跨界到社会科学领域.
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定性的个案分

析和小样本定量分析,尽管史料的丰富性涵盖社会

科学领域,但真正的历史学者很少去做社会科学(如
经济学、金融学等)领域的研究.不过,随着大规模

结构化史料数据库的出现,传统史学研究 始跨界

到原先很少涉足的领域.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展博士

在“建立‘量化历史研究数据库’的若干思考”的报告

中,用回归法分析“清代妻妾价格”,说明了跨历史学

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可能,并且诸如此类的研究思路

已经形成一个新的领域———“量化史学”,来补充传

统史学研究的不足.

２２　数字工具与史学研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地理信息系统(GeograＧ
phyInformationSystem,GIS)已经成为处理和操纵

时空数据 有力的工具.在众多数字技术及衍生品

(如数字工具、数据库等)中,本届论坛选取 GIS工

具,分析它对史学研究各方面的促进作用.
(１)GIS促进传统历史地理研究.
“历史地理学”作为传统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

支领域,在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等老一辈

学人的倡导下,取得了不朽成绩.GIS作为一种对

地球表面空间地理数据进行采集管理和分析显示的

软件系统,运用在传统历史地理研究中,既可以辅助

解决史地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对已成定论的问题提

出质疑,又可发现新问题,并尝试回答新问题.北京

大学图书馆朱本军副研究馆员以“GIS辅助战国历

史地理研究”为题,分享其利用常见的三种GIS工具

(Google地形、Google地球和 ARCGIS),辅助“战
国古地名方位定点标绘”“战国诸侯交通线路勘研”
“战国河流水系走向”和“地缘战略与军事地理教

学”,解决了“武始”“磨笄山”“长平－丹水水系”等传

统史地研究无法定位或定位偏颇的问题,发现公元

前３５０年魏国疆域和交通线路问题,定位秦魏“女
戟”－“轵道”－“南阳”交通线路,并对已定论的战国

“高阙塞”位置提出新看法.认为数字时代要确定古

地名方位,除了传统的史料推定、文物史料互证之

外,还应利用 GIS辅助发现问题,并尝试结合史料、
出土文物和考古遗址,解答新发现的问题.

(２)GIS空间分析与跨学科交叉研究.
构建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istoricalGIS)是一

个十分基础的工作,它既可有效支持地理空间分析,
又可有效支持跨学科交叉研究.国际上,通过 GIS

展空间分析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机构不乏其例,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空间与文本分析中心(Centerfor
SpatialandTextualAnalysis)[４]就是这样一个集空

间历史、人文设计和文学实验室为一体的跨学科交

叉实验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路伟东副教授

的报告———“HGIS２０年:从数据生产到交叉研究”,
对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联合构建的中国历史地理数

据库(CHGIS)[５]进行了回顾,认为这种基础性工作

把千年时间尺度下的沿革地理学、历史地图学和中

国当代历史地理学中关涉地理信息数据的时间序

列、隶属关系、继承关系标准化到了现代地理学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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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体系中,为空间分析和跨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便

利.这种时间序列下的空间分析如何做跨学科研

究? 路伟东副教授以 CHGIS基础地理信息成果为

基础,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对存在解释分歧的晚清宣

统人口调查数据进行人口重心建模和空间分析,可
以验证其中一种解释的合理性[６][７];二是对宣统时

期１０００人以上聚落与人口空间集聚的时空分析,有
利于了解中国整体以及区域人口发展的脉络.

(３)GIS模拟与史学新问题.
通过史料和 GIS的结合,反向模拟一定时空序

列下的事件经过,可以提出并回答一些传统史学难

以涉足的新问题.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

济社会发展研究院GIS实验室的潘威副研究员在报

告———“‘数字历史黄河’平台应用个案”中,展示了

其团队将河工史料,如涉及清代以来黄河流域的水

利工程、河务财政、流域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治河类

书、清代河务奏折、民国档案、共和国档案、民间文

献、碑刻题刻等,与 GIS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如三维

微地貌的高精度复原、河道形态的高精度复原、灾害

性降雨特征的重建、工程模拟与地形模拟等)相结合

设计的三维动态数字历史黄河 GIS系统平台,透过

这个平台以及相关数据,他们不仅模拟出了一定时

间序列下黄河水位淹没范围、水汛报告传递路径,而
且还提出了“清前中期东河岁修河银制度的缺陷”等
一些传统史学难以回答的史学新问题.
２３　史料与历史文献数字整理

印本史料的数字化改善了传统史学研究中资料

检索的方式,不过在数字人文大背景下,这已经不是

新鲜事.本届论坛更多关注史料的大规模文本化与

结构化,以及强调文本上下文语境与文本分析环境

的构建.
(１)史料的大规模文本化与结构化.
全球网站数量已突破５亿、全国 放各类档案

１０３７６卷、CADAL数字化２５０万册图书、GOOGLE
数字化１５００册图书这是目前的数据现状.浙

江大学图书馆黄晨研究馆员在“大数据视野下的数

字人文”的报告中,以学术论文中的“大数据”“数字

人文”这两个关键词与关键词“图书馆”的强关联说

明了大规模的结构化数据对数据分析和可视化的意

义.黄晨研究馆员认为,目前的核心挑战之一是处

理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而要处理非结构化的数据,
需要对数据进行清洗(包括同名处理、机构名目规

范、学科映射等)、可视化工具 发、数据使用等.南

京大学艺术学院陈静副教授在“概念模型与中国现

代广告社会”的报告中,提供了把散落在报刊中的图

文广告从数字化到知识化的方法(如图１所示):

图１　图文广告从数字化到知识化的方法

通过对２０世纪的«汉口中西报»(１９０６－１９３７)、
«越华报»(１９３１－１９３８)、«大公报»和«申报»中的黑

白、卡通风格的图文广告进行数字化、元数据著录,
可以为文化学者、历史学家等提供有用的广告数据,
比如挖掘哪些国家的商品广告多、哪些商品广告多、
哪种类型商品广告多、哪些公司广告多,理解商业文

化生活是如何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进入中国并渗

透入历史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学者王涛副

教授提供了另一个类似的例子,通过将５６卷«德意

志人物志»中的２６５００个历史人物的数据结构化入

库,把数据转化为知识,提出“谁是德国人”、“德意志

人的平均寿命”、“不同职业人员的平均寿命分布”、
“德意志是否是哲学家的国度”等问题,并很容易得

到答案,这是传统史学研究不可想象的.
(２)史料文本语境和观察文本语境环境的构建.
现今数以亿计的历史文献文本数据往往让人文

学者如大海捞针不知所措.台湾大学资讯系特聘教

授项洁在报告———“数位人文与脉络分析:历史数据

库的视野与取向”中认为,传统历史研究相关的史料

数据库要求高求准率(即检索结果中有多少是使用

者需要的)和高求全率(即使用者所需的文献有多少

被检索到了),不过提供文本语境(textualcontext,
也称“文件脉络”)和可分析操作与观察解释的环境

(observationplatform)作为大数据时代探索未知的

重要内容尤应引起重视.其中的文本语境,包括图

书馆行业所熟悉的基于元数据的上下文关系(metaＧ
datacontexts,如文本中出现的时间、地点、出处或来

源、作者、主题等)、基于统计的上下文关系(statistiＧ
calcontexts,即对检索结果、元数据进行量化统计和

分析)和基于语义的上下文关系(semanticcontexts,
即针对文本的特性找出原始文本间特有的关联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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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彼此之间的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们通过

扫描复制、建立元数据、全文输入、全文标记(如时间

标准化、地理位置定位、大致分类等)“台湾明清档

案”(含４６７２１件明清奏折、题本、谕旨、照会、笔记、
方志、起居注、内阁大库等档案资料)、台湾“古契约

文书”(含４０４５４件２０世纪前台湾民间的古契约文

书)和 “淡新档案”(含１４０００余件清代台湾北部淡

水县与新竹厅地方行政档案)而建设的“台湾历史数

位图书馆(THDL)”系统[８],这个系统可以很方便地

基于元数据、基于统计和基于语义分析上下文关系,
让人文学者有鸟瞰史料的能力和更广阔的诠释空

间.在如何对文献或文本上下文关系进行关联和揭

示方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的林海青

先生以数据化宋代官修«崇文总目»和南宋私藏«直
斋书录解题»目录为例提供了一个案例.林海青先

生认为数字环境下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将各类

历史文献或著作按照科学、系统、辨证的原则进行分

类,将各种学术派别和流派的作品、论著进行梳理分

门别类两个工作极为重要,一是对历史文献进行描

述,二是对历史文献的关系进行揭示,并认为采用

RDF资源描述框架的关联数据(linkeddata)是将文

献数据转化成机器可读可理解格式的一种方法,是
中国古典目录数据化的有效方式之一,并在实验中

成功实现.
２．４　史学研究数字环境与网络基础设施

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历史学者如何 展研究,在
需求的推动下已经 始有一些共识.这种共识推动

人文数字环境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必将成为

数字人文领域的新锚点.
(１)可信任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从“量化史学”的角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

所的林展博士和香港科技大学的康文林教授的报告

都认为大规模、高质量、公认且统一的结构化史料数

据库非常关键,不仅可以减少重复性劳动,而且各领

域学者也不用花时间去争论数据来源是否可靠,而
是把精力和争论都集中在所研究的问题上.目前无

论是陈志武团队主持的“中国利率数据库”“历史时

期吏治数据库”“清代府级治理信息数据库”项目,还
是前述李康团队所主持的“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
“精英教育”和“缙绅录”历史大数据项目,都是此目

标.上海图书馆刘炜研究馆员在“以数据重现历

史———数字人文的技术方法体系”的报告中认为,将

数字图书馆(digitallibrary)变为数据图书馆(data
library),并免费公 数据,是面向人文研究的国家

数据基础设施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２)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所谓“网络基础设施(cyberinfrastructure)”,维

基百科(Wikipedia)解释为一种跨机构、跨地区,且
支持数据采集、存储、管理、整合、挖掘、可视化和计

算处理的研究环境.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徐力

恒博士的报告———“服务中国史研究的网络基础设

施———CBDB的探索和建议”认为,所构建的这种网

络基础设施,可以帮史学研究者采取互通的方法(如
API数据接口)打 并利用各种研究资料,促进群体

或个人研究.上海图书馆刘炜研究馆员认为数字人

文的基础设施是一种支持人文科研活动的基础设

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如图２所示):其核心是由文

献资源及其服务机构组成,提供基本研究素材的保

障;中间层由基金会、资源库、机构仓储、计算设施、
系统平台、工具软件、领域专家和数据科学家等构

成,是数字人文研究活动的主体;外围是数字人文成

果发布、与社会交互、产生社会影响界面层,以门户

或平台形式呈现.

图２　数字人文网络基础设施

(３)数字人文技术体系.
上海图书馆刘炜研究馆员在报告中建构了一个

支持人文学者发现、收集、比较、发布、协作的技术体

系框架(如图３所示).他以上海图书馆为例,规划

上海图书馆未来数字人文技术体系的主要工作将集

中在“基于资源的书目控制”“领域资源对象化、数据

化”“人地时事基础数据的模型化本体化”“提供可视

化、各类处理及分析挖掘工具”“服务系统平台化、社
会化、互动化”“数据增值:语义出版、虚拟现实”等方

面,并会从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盛宣怀档案、手稿

着手,逐步建成“上海记忆”和中国近代历史人文数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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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心,在 放度上做到支持 放建设(众包)、 放

存取、公众参与,支持关联数据和语义查询,支持文

本分析、图像标注、时序空间分析、社会关系分析等

基本分析功能和支持基本的可视化展示,通用数据

(人地时事)提供标准的公共数据服务.

图３　数字人文技术体系

３　结语

学科服务是高校图书馆支持教学科研的一项基

础服务.不过,在数字人文概念下,学科服务有了新

内涵,需要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方面做一

些改变.以本次会议的“支持史学研究”为例,图书

馆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新的布局谋篇:
一是将文献的数字对象化思路转变为数据化

(即数字文本)思路.以古籍为例,尽管古文献的数

字影印在一定时期还能满足史学研究者的部分需

求,但从长远看,这种不彻底的数字化实际上囿史学

研究于原地,无法 展基本的文本分析与关联.
二是将非结构化数字文本进行大规模结构化.

结构化的文本数据会赋予史学研究新的内涵,也是

将传统史学研究范畴边界向外延展的重要基础支

撑.从事数字史学和量化史学研究的学者已经严重

感觉到此方面的不足.
　　三是史学研究工具的推介与培训.利用新的数

字工具可以提升传统研究的效率,有目的 发、推
介、培训史学研究数字工具会非常有帮助.

四是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构建.这种宏大的基

础设施不会仅限于某个单一的学科,将是跨学科的,
包括可信任的基础数据设施、可互操作的网络基础

设施和技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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