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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Outline)

数字人文与图书馆服务
(Digital Humanities and Library Services)

 “远读”的概念 (Distant Reading)

文本挖掘工具 (Text Mining Tools)

文本分析案例 (Examples of Text Analytics)

结语 (Conclusion)



数字人文与图书馆服务 (1)
Digital Humanities and Library Services

 数字时代的人文学科
The humanities in a digital age

 数字人文: 创造和保存可扩展的数字文字档案，创造工具
用于和材料文化的互动
Digital Humanities: the cre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extensible 
digital archives to document, and tools to interact with, material 
culture

 数字人文是人文研究和数字工具的重叠和结合
Digital humanities defines the overlap between
humanities research and digital tools

 Source: Credo Reference http://search.credoreference.com/

http://search.credoreference.com/


数字人文与图书馆服务 (2)

 数字人文是图书馆新兴的资源和服务领域

 图书馆创造数字馆藏，定购数库

 图书馆如何利用数字人文的新技术提高读者服务水平？

 我的演讲探讨如何利用文本挖掘工具，更好更快地了
解向读者所推荐的新书



数字人文与图书馆服务 (3)

 数字人文在图书馆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领域，充满了不定因素；
图书馆需要适应。Digital Humanities in Libraries is a growing
field with uncertainty and needs adaptation.

Source: https://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2016/01/04/special-report-digital-humanities-libraries/

美国图书馆协会2016问卷调查：
图书馆为用户提供怎样的数字人文服务？
51% 项目初期的咨询
47% 数字知识仓库的基础设施
31% 数字项目的管理
24% 申请项目资金来支持数字人文研究
24% 外联与市场
8%  高性能计算机
17% 其它活动
20% 没有上述的活动

https://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2016/01/04/special-report-digital-humanities-libraries/


“远读”的概念 (Distant Reading)

“远读：距离是获取知识的条件
之一：它能使我们集中到比文
本更小或更大的单位上：如文
学手法、主题、比喻、文类和
系统。”

“Distant reading: where distance, 

let me repeat it, is a condition of 

knowledge: it allows you to focus on 

units that are much smaller or much 

larger than the text: devices, 

themes, tropes – or genres and 

systems” (Moretti 2013, 48-49).



“远读”与图书馆服务

 美国图书馆协会2016问卷调查报告中，专门有一段写弗朗
科·莫瑞狄(Franco Moretti) 2001年提出的“远读”概念，即用
电脑来研究大量的书籍.

 报告指出：远读可以看到大量文本中的共同的特点，独特
的模式，和进化的迹象。远读是相对近读而言（close 

reading）。近读指分析一个段落中，文字的细微差别。

 报告还认为，图书馆可以成为远读这项工作的关键合作伙伴。
图书馆员可以帮助用户进入数字馆藏促进远读。图书馆可以
把训练使用文本分析软件工具作为教学内容之一。

 Source: https://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2016/01/04/special-report-digital-humanities-libraries/

https://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2016/01/04/special-report-digital-humanities-libraries/


文本挖掘工具 (Text Mining Tools)

 文本挖掘工具是数字人文的工具之一，主要是用于非结构数据的分析
Text mining tools are a part of digital humanities tool collections,

used for analyzing unstructured data like ebooks

 常用的文本挖掘工具 Popular text mining tools

Voyant tools https://voyant-tools.org/ （别名：看透你的文本）

NLPIR汉语分词系统 http://ictclas.nlpir.org/

 LIWC https://liwc.wpengine.com/ (语言查询与计算字数)

北京版 http://ccpl.psych.ac.cn/textmind/

(“文心(TextMind)”中文心理分析系统)

台湾版 http://cliwc.weebly.com/

R https://www.r-project.org/

https://voyant-tools.org/
http://ictclas.nlpir.org/
https://liwc.wpengine.com/
http://ccpl.psych.ac.cn/textmind/
http://cliwc.weebly.com/
https://www.r-project.org/




文本分析案例 (Examples of Text Analytics)

 《三体》是刘慈欣创作的系列长篇科幻小说，由《三体》、
《三体Ⅱ·黑暗森林》、《三体Ⅲ·死神永生》组成。

 第一部于2006年5月起在《科幻世界》杂志上连载，第二部于
2008年5月首次出版，第三部则于2010年11月出版。

 作品讲述了地球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的信息交流、生死搏杀
及两个文明在宇宙中的兴衰历程。其第一部经过刘宇昆翻译
后获得了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非常喜欢这部小说。



Voyant 上传文本后的分析界面



Voyant 文本词频分析图案

 这个词云（cirrus 或 word cloud）图案显示《三体》这部小说
充满了对话，是一部关于宇宙、太空、地球和人类的小说。



Voyant文本语境分析

 语境分析可以显示《三体》小说里某个字的用法，如“说”字
在小说中怎样出现的。



Voyant 文本关键词连接分析

 关键词连接分析可以显示在《三体》小说中，人类和宇宙、太空、
地球、文明有密切联系。而且人类是这些连接的中心。



Voyant文本人物分析

 人物趋势图可以显示在《三体》小说中，人物在叙述的顺序中被
提到的频率，由此可以看出人物在小说中的份量。汪淼和叶文洁
是小说的主人公。程丽华虽然不是主人公，但是小说的后半
部分被提到份量很多。



结语 (Conclusion)

 Voyant 文本挖掘工具使用简单，无需编程序知识，可
提供20多种分析方法。

图书馆员应利用数字馆藏和数字工具，为用户提供创新
服务, 提高读者服务水平，更有效地推荐新书。

图书馆员应积极参与，成为数字人文远读工具的使用者
和培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