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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交流　融合发展　共同助力新文科建设
———２０２１年“数字人文与跨学科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朋真　王　健　严　丹　周　琼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２０００８３）

［摘　要］２０２１年６月５日，“数字人文与跨学科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来自图情及相关
领域的数字人文专家学者主要围绕图书馆如何助力新文科建设开展数字人文与跨学科支撑、图书馆“数字人

文实验室”的创建及策略、数字人文的教育培训与相关实践案例等三方面的议题进行了跨界交流和深入研

讨，并共同探究了数字人文未来的发展与应用之路。在此次会议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多语数字学术

中心”正式启动，并与上海图书馆历史人文大数据中心签署合作框架，同时展示了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

播学院合作的“国际舆情与全球传播案例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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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图书馆如何抓住数字时代的机遇，迎接数
字时代带来的挑战，一直是高校图书馆界的重要议

题。从数字人文到数字学术，从数字内容创作、存

储［１］到开发、利用，从文献、古籍的数字化［２］到数字

化技术服务于教学、科研［３］，从学科融合到人工智

能技术的探索……一直都是当下高校图书馆的研究

方向和前进目标。

２０２１年６月５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
新闻传播学院及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

“数字人文与跨学科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

语大学召开。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研究生院、教

务处等职能部门，以及国内图情、新闻传播和人文社

科等领域的３０余位数字人文专家围绕图书馆如何
助力新文科建设开展数字人文与跨学科支撑、数字

人文实验室的建设策略，以及高校图书馆数字人文

教育培训与实践案例等三个方面的议题展开了深入

研讨和交流，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１　助力新文科建设开展数字人文与跨学科支撑
新文科丰富了数字人文的范畴，而数字人文是

新文科建设方针的落实。在新文科建设方针的指引

下，高校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既要打通不同学科之

间的壁垒，也要强调学科的专业性［４］，正如许多专

家强调新文科之“文”的特质一样。这与数字人文

虽然推崇跨界的创新，但依然需要具备针对性的专

业问题并无二致［５］。图书馆作为连接高校职能部

门与各个学科的桥梁，在新文科建设与开展数字人

文与跨学科研究支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

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科研处处长王有勇

结合上外的三句话来谈跨学科支撑。这三句话是：

会语言：上外是一所语言类学校，除了母语和英语，

还有多种小语种教学；通国家：在文献资料保存方面

尽量以国别的形式进行分类保存，以方便学者的研

究，提高学者的文献获取效率；精领域：上外应该抓

住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在该领域形成权威，以提高上

外自身的影响力。其他高校也应该结合自身特点进

行跨学科研究，要有专业性、连贯性与独特性。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赵蓉晖提出，面

向未来，研究生院和图书馆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合

作：一是研究生院目前挂牌成立了导师培训学校，图

书馆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加入导师培训学校，以自己

的专业背景来解决导师们在资源获取和利用方面的

困惑；此外，还可以建立不同学科的文献库，以提高

师生的文献获取效率。二是在学生信息素养培养方

面，目前图书馆已经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和训练营。

她希望，在未来能更进一步、更深层次地推动这方面

的工作，并加入到研究生院开展的新生培训中。三

是在学科评估、学位点建设方面，研究生院期待能与

图书馆有更多的合作。而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处

长王风华认为学科人才的培养是跨学科支撑中的重

要方面。他认为从学科人才培养方面入手谈跨学科

１

高校图书馆工作 ２０２１／５·总第４１卷第２０５期



支撑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学习的个性化，除了正式

的学习之外，图书馆可以给学生提供“非正式学习”

的环境。二是教学的精准化，图书馆应该在资源上

支持教师们的精准化教学。三是学习空间的多元

化，学习空间不局限于物理空间，虚拟化交互式的空

间将会是学生的首选。图书馆应该从资源和技术手

段来支持学习空间的多元化。

新文科建设是中国当前文科发展的重要任务，

在高校新文科建设的探索过程中，图书馆与各职能

部门的合作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一环。许多图书馆在

转型与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自己的探

索，来自各大高校与公共图书馆的专家学者也针对

此问题进行了深刻讨论。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刘炜提

出，目前图书馆的转型还没有完全到位，基于数据和

数字学术提供服务，与科研和教学的结合更加紧密，

这才是行业的发展方向。但同时也应注意做到如何

到位而不越位，把握好图书馆跨界融合的边界。图

书馆应更多地在长期积累和保存、保管科研机构的

数据和资源成果上发挥作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副院长王晓光认为，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是历史

的要求。人类的知识传播从印刷文明走到了数据文

明，这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进步。图书馆应准确定

位自身在整个时代中的位置，明确图书馆作为知识

传播机构的职责，不断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加强新

技术的学习与研发。图书馆可以充当汽车中涡轮增

压器的功能，促成数据、工具、方法以及思想的多方

面融合［６］。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李新碗在回

顾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史的基础上，提出建设

高水准、有特色、智慧型的信息知识服务中心的发展

目标，认为图书馆应构建资源与数据储藏中心、跨学

科的知识促成中心、知识加工的创新中心，成为一个

开放、交互、互联的知识创新服务平台。

专家们分别从基于数字学术的教学科研结合、

数字化转型与信息素养教育、知识加工与创新三个

方面阐释了图书馆为了开展数字人文研究与跨学科

支撑而需要做的准备。而针对图书馆具体如何支撑

跨学科研究，也有专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北京大

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聂华认为，图书馆在跨学科建设

方面起到支撑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开展。第一层

面是在图书馆既有的资源、服务、人员、结构框架下，

开展数字人文的业务，如增加专题信息服务，在信息

素养教育中增设数字人文板块等。第二层面是图书

馆要充当跨学科合作的桥梁，包括成立数字人文中

心或实验室，致力于跨学科学术社区的培育和养成。

第三层面是图书馆牵头主导并参与建设持久而稳定

的数字人文计划，同时提供相关的资源与工具，联络

各领域人文学者和信息技术人员，提高研究与建设

的效率，促进学术交流。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

理学院副院长闫慧认为图书馆是跨学科的一个信息

中心，可以成为跨学科的教学、科研、服务的桥梁和

中介。图书馆可以从三个方面支持跨学科工作，一

是进行跨学科人才培养；二是把学科的知识共享融

合；三是将图书馆打造成文化市场创新中心。复旦

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计龙简要介绍了复旦大学的数

字人文项目，指出在跨学科技术方向，要有图书馆主

导或参与联合共建的教学机构，如复旦大学社会科

学数据研究中心和上海市人口数据实验室。他认为

图书馆要建立各类学校数据基础设施以服务科研的

发展，同时也要兼顾课程的设置以及各类培训的开

展。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静提出，图书馆要

在数字人文特别是数字艺术方面做出成绩，要有统

一的标准，否则国际间的讨论交流经常因为“欧标”

“美标”等问题难以高效进行。图书馆要设法突破

学科间的壁垒，打造跨学科对话的平台。

与传统文科建设中注重专业性、分科治学的特

点不同的是，新文科强调专业性与博通，同时注重学

科之间的融合。数字人文作为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人

文学科的新兴领域，正是以一种方法论体系（Ｍｅｔｈ
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ｏｎｓ）的面貌出现，它以涉及计算工
具与所有文化现象的交叉领域为研究对象，系统地

研究“数字”与“人文”相结合的普遍规律和应用方

法，能够为新文科四大体系建设（理论体系、学科体

系、教学体系、评价体系）及人才培养提供方法学支

持，与新文科建设的需求高度契合［７］。图书馆在数

字人文与数字学术方面的探索，正是为助力新文科

建设，支撑跨学科研究做准备。

２　图书馆“数字人文实验室”的创建及策略
我国数字人文的研究和服务起步较晚，尽管很

多高校已陆续开展数字人文的相关工作，但鲜有高

校设立专门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或数字人文实验室

用于数字人文研究。随着世界范围内数字人文研究

的兴起、数字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高校师生、学

者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指导以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以

及跨学科研究。数字人文实验室的建设已成为高校

图书馆服务与新文科建设与跨学科研究不可绕开的

议题，那么如何定义数字人文实验室、如何建设它、

如何利用它则成为各位专家学者的讨论焦点。

武汉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数字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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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主任王晓光认为，对于实验室的理解，一是

面向大学生，以教学为目的，很多院系都有的教学实

验室；二是服务于学术研究，作为实验方式和范式而

存在的实验室，这类实验室在人文社科中是很少见

的。如何在人文领域的研究方面把实验（包括实验

方法、主题、工具、路径、机制）嫁接进来，作为一种

研究范式的实验室该如何介入到人文学科中，是本

次讨论的主题。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副

主任王贺谈到了数字人文实验室的建设是要从数字

人文研究的角度说起的，要做到全生态的考虑，也就

是从人文数据的录入到挖掘、分析、建模、可视化以

及部分的应用。现阶段数字人文实验室的建设要思

考的一个问题是：数字人文研究有哪些独立的核心

的研究方法，数字人文如果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学

科，研究的边界、方法和问题都是什么。原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学习空间建设部门主任徐宇航认为，数字

人文应该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两部分。人文角度的

实验室是以设计为基础、导向的，目的是创造出更好

的信息表现方式、理解方式以及交互方式。社会科

学角度的实验室侧重于捕获人们的行为，从而进行

预测。而目前的数字人文实验室还是要针对表达、

信息重构。

上述专家从对实验室的理解、对数字人文研究

方法的定义、对数字人文自身的解构三个方面谈了

数字人文实验室建设要考虑的方向，揭示了数字人

文实验室是什么、研究什么、服务与谁的三大主要问

题。这对于未来各大高校数字人文实验室的建设都

具有深刻的意义。针对如何建设专业的、可靠的、高

效的数字人文实验室这一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图

书馆常务副馆长蔡迎春就上外图书馆数字人文与学

术实验室的建设状况进行了介绍和分享。其核心策

略是围绕着“四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做好未来图书

馆整体空间改造方案：拓展师生研习空间、完善数字

工程训练空间，打造一个集多语种数字资源中心、数

字人文与学术实验室、数字内容创作创意空间、智慧

共享与研讨空间为一体的数字学术环境，培育学生

的数字思维及协同创新能力；并遵循“开放、便捷、

平等、交流、协作、共享、创新”的原则，以“资源、空

间、平台、服务、馆员”为着力点，助力师生的数字思

维能力与数字创新能力培养。她认为，上外图书馆

的数字人文实验室建设符合学校“十四五”整体发

展目标，对接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紧扣“立

德树人”的基本方向，成为构建面向“十四五”的智

慧型研究图书馆的中坚力量。未来将以支持跨学科

研究、支持教学实践与创新、支持学科建设、支持数

字人文学术交流为整体构建思路，组建多层次的专

业化馆员队伍、确定以“面向未来的数字学术服务”

为核心的服务理念、通过具体实践形成较为完善的

数据服务模式、将“资源 ＋”“空间 ＋”“馆员 ＋”理
念融入到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中［８］，并逐步形成以

信息资源、数字工具和技术方法为主体的“数据与

方法中台”，为师生提供信息及数据素养教育及创

新实践场所，全力支撑全校的教育、科研、人才培养

及社会服务；并围绕四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做好未来

图书馆的整体空间改造方案，以拓展师生研习空间、

完善数字人文体验空间。

此外，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欧阳剑

就图书馆创建数字人文实验室的定位提出建议。他

认为图书馆的数字人文实验室不同于学院的实验

室，它的对象具有普适性。在实验室设备上，对

ＶＲ、ＡＲ设备的引入是否有必要；在服务范围上，针
对教学、支持跨学科研究部分，需要考虑是否要结合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聂

华表示，从图书馆空间的功能转型的角度考虑，图书

馆数字人文实验室应该围绕支持学科建设、融合：一

是要对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有一种“近身的支

持”，让使用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二是要有技术元

素的融入，这种技术应该是可迭代、可持续的；三是

空间建设要是通用的，可以把各种学科、各种人、各

种活动、各种技术，各种元素连接到一起。上海图书

馆副馆长刘炜认为，实验室的建设需要有强大的数

据处理设备设施，可以是无服务器架构，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强大的显示设备设施，包括

ＶＲ、ＡＲ以及可视化设备。资金方面，可先待技术成
熟后再募集资金、申请项目。他认为，未来的发展趋

势极有可能是元宇宙模式，通过虚拟世界，把社会、

空间以及宇宙连接起来。

另外，有学者认为应该将数字人文实验室和学

生培养结合起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赵

思渊提出实验室的建设要面对三个问题：一是重资

产的投入点应该是什么；二是在做实验研究时要尊

重不同学科的研究方向或基点；三是要把实验室建

设和学生培养结合起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

涛提出，鉴于人文研究有时需要一些实际操作以及

操作的场景，可以将 ＶＲ、ＡＲ技术应用到数字人文
实验室中，一方面人文的教学可以提供内容的建设，

另一方面在建设过程中可以获得很好的成果。从历

史学的角度，构建虚拟仿真实验室，可以实现一些传

３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李朋真，王　健，严　丹，周　琼：跨界交流　融合发展　共同助力新文科建设———２０２１年“数字人文与跨学科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统方式无法展开的教学。

各位专家对于实验室建设的问题各抒己见，各

自分享了自己的观点、案例或疑虑，从建设理念到建

设方案再到建设细节都有所涉及。纵观目前国内外

数字人文实验室的建设也都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

很少有人能完整准确的定义高校图书馆究竟该如何

建设数字人文实验室［９］，但与会专家们提出了许多

有意义的观点，为今后的探索打下了基础，也指明了

方向。

３　数字人文的教育培训与相关实践案例
在数字人文教育培训方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副教授蒋杰以“奇技淫巧抑或干橹甲胄：来自

数字历史课程建设与实践的思考”为主题，探讨了

数字历史课程的建设原因、教学内容、原则逻辑以及

实践效果。他认为国内同类课程的缺失以及数字资

源与工具的巨大威力促使我们需要开设数字人文课

程培训人才，并从理论、资源、工具方面丰富课程内

容，同时秉承“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课程原则，

取得了进步显著的实践效果。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

案系副主任王丽华以“从课程体系到课程实践———

数字人文教育调研与探索”为主题，回溯了数字人

文教育，分享了对国外１９所高校设立数字人文硕士
学位项目数字人文课程体系的调研，了解其培养目

标及课程体系以及对数字人文课程实践的探索，介

绍了上海大学“数字人文导论”课程，分享了该课程

的课程目标、教学设计、实施过程。南京大学历史学

院教授王涛以“数字人文教学与项目课程”为题，对

数字人文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针对数字人

文教学是“旱地学泳”，还是“屠龙技艺”，还是“一锤

子买卖”，提出了展开实施项目制课程的想法，即要

有学生实践的场所，课程要有持续性，增强学生的获

得感与成就感等。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赵

思渊以“数字人文如何为人才培养做加法？”为题，

认为数字人文需要与人才培养结合，以形成稳定的

发展路径；既要使数字人文作为方法嵌入各个学科，

也要依然强调学科的专业性；开放的资源获取环境

也在改变师生关系，数字人文的“加法”是学生实现

“获取知识”到“创造知识”的状态转换；数字人文应

嵌入学科并传授工具、方法论以及提供实战。同时，

他提出了一些待解答的问题如：数字人文是否推动

了学科的原创性研究、如何向不同学科“转译”、如

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都仍然任重道远。

在数字人文实践案例方面，上海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教授任瑞娟以知识图谱实验解读为例，讲解了

ＡＩ视域下的数字人文跨学科研究案例，她从自身研
究项目出发解读了面向ＡＩ的数据实验，并介绍了数
字新闻、非遗资源的语义化组织等跨学科的数字人

文项目案例［１０］，她认为学术内容主题关系聚类研

究、关系发现与意义凝练、数据信息新闻三者之间的

关系仍待深入思考与研究。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副教授陈涛以“数字人文跨学科研究下的技术思

考”为题，探讨了数字人文的理解与探索，指出数字

人文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个研究领域，同时它也

成为一个学科和一种实践活动［１１］；并从技术视角解

释了数字人文，文本分析研究平台、图像分析研究平

台、光谱分析研究平台及其衍生研究；最后他展示了

中山大学的数字人文实践，中山大学丰富的馆藏资

源、徽州文书特藏资源的数字化扫描以及徽州文书

全文识别探索实验、徽州文书知识框架设计。上海

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贺以“‘数字人文’与近

年来的城市研究”为题，探讨了数字人文以及其在

城市研究中的作用、影响，并对从数字人文到机器人

人文提出了一些担忧，如是否会窄化人文学术的诠

释和想象空间、是否会危害“人文性”本身发展、是

否会导向对技术和算法的崇拜［１２］，以及强调人性、

主观等因素在通过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形成历史认

知从而预测和影响未来的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

性［１３］。在跨学科融合实践案例方面，上海图书馆研

究员夏翠娟以“图情与历史地理学”为例，探讨了数

字人文中跨学科融合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动力与诉

求，分别探索了图情领域与历史地理学领域的输出

和引入，进而阐述了图情与历史地理学跨学科融合

的基础；介绍了时空数据基础设施及 ＨＧＩＳ支撑平
台建设与研究资源管理和研究数据策管，同时对两

个学科的融合进行了尝试［１４］。上海外国语大学图

书馆副馆长张鹏以“关于数字人文，人文学科在期

待什么？”为题，强调了数字人文项目建设的信心以

及一些成果；对项目建设提出了一些想法，他主张

“君子不器”：数字为人文学科学术所用，而非相反；

并且在使用新方法时要对数字人文心存敬畏。

４　总结与展望
当前，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科技和人文需要相互

救赎的时代，数字人文的出现让这种救赎成为可能，

新文科的提出又对此赋予了极其光明的前景。我们

不仅要搞明白数字人文是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的

问题，还要弄清楚新文科建设为什么、凭什么和有什

么的问题。在当下的历史时期，这两者交汇融合，必

然将相关主题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热度。２０２０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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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已经启动了第一批新文科实验室建设，这是

国家层面的重大举措，图书馆已经成为一个为学科

服务的纽带，可以促进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

正如刘炜所指出的那样，本次学术研讨会是一

次交流和切磋的盛会，东道主别具匠心，邀请了一流

的学者和大咖，但却没有主旨报告和大咖发言，这就

像邀请了一大帮顶尖的厨子，却不让他们下厨，只让

他们品头论足。这样的非典型性会议安排是与国际

接轨的，可以看出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对于数字

人文建设与众不同的定位。本次会议真正实现了跨

界融合，图书馆和学科领域专家能够真正在一起共

同探讨数字人文与跨学科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图

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历史人文大数据中心还举行了合

作框架签字仪式，希望通过全国性的“数字人文机

构联盟”，借助其他高校图书馆在数字人文和跨学

科研究方面的力量，共同开展合作交流，借力外部专

家资源，推动和提升上外图书馆的团队力量，更好地

支撑学校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会议建立起了合作

机制，图书馆和数字人文联盟之间相互结合，以签协

议的方式将联盟的技术、专家应用到具体的图书馆

数字人文实践中，这也是本次会议的特色和亮点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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