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MAKING OF 
MODERN 
LAW

在一套覆盖范围极广的权威档

案资源中近距离探索四个世纪

的法律传统。

现代法律之路现代法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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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律之路”系列共包含12个部分，几乎

覆盖美国和英国法律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深入

探讨了欧洲、拉丁美洲、亚洲以及其他众多古

代和当代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传统。

囊括大量分析性、理论性和实践性文献资料，

近期又新增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上诉法院档

案资料，这些档案库支持并补充法律学习与

Gale原始档案（Gale Primary Sources）结合强大的检索技术，将过去数个世纪的思想、言语和行动呈现在当下。

近二十年来，Gale通过这一开创性的数字化项目，保存全球最负盛名图书馆的学术研究资料和內容，并向更多人提

供对这些文献资料的访问。

为了更进一步推动学术研究，来自这些档案（包括“现代法律之路”）的数据能够在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Gale 

Digital Scholar Lab）中以全新的方式进行探索。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是一个基于云计算的研究平台，学生和研究人

员在此能够将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应用于来自Gale原始档案和其他资源的原始文本数据（光学字符识别或OCR文本）， 

全部工作步骤在这一个平台中就可以完成。

“现代法律之路”系列档案库可在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中访问，为探索这些独特的文献提

供一个新的视角，帮助研究者获得改变世界的结论和成果。

了解有关Gale数字学术实验的更多详情以及实验室如何应用于数字人文研究，请与我

们联系：GaleChina@cengage.com

提供全新的数字学术研究路径

构建你的内容集

• 使用Gale原始档案数据库

• 上传和使用你自己的文本

文件

• 下载内容集，在其他的地

方使用

为计算分析清理数据

• 为你的分析应用停止词

• 使用灵活的选项，有针对

性地去除某些字符

• 在多个内容集中重复使用

设置好的清理配置

以强大的全新方式分析內容

• 一次最多能够可视化10,000

篇文献的数据

• 结合分析结果探讨单篇文献

• 下载原始数据和得到的可视

化图形

在法律史

研究中采用

综合性的方法 

研究，提供历史上最具影响力作家的珍贵著

作。Gale原始档案（Gale Primary Sources）

平台结合了创新的工具，让高质量的研究变得

更为容易，研究人员和学生将能够在“现代法

律之路”的助力下实现前所未有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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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布 新发布

• 纽约第二巡回法院——美国影响力最

大的上诉法院之一，常常在商业和知

识产权相关法律裁决中被引证

•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特别

与宪法和行政法相关的案例

• 加利福尼亚第九巡回法院——被认为是

最具自由精神的巡回上诉法院

•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有关战争问题

的案件，例如影响基于道德和宗教原因

拒服兵役者的案件，以及日裔美国人集

中营等。

• 以美国印第安人权利为焦点的决议，涉

及土地权利、协议执行和其他关乎原住

民群体重大利益的事务。

• 与联邦经济和劳工管理规定有关的辩

词，例如对跨州贸易委员会决议的审

查，以及因“新政”而成立的各个机构

的工作。

LANDMARK RECORDS  
AND BRIEFS OF THE U.S. 
COURTS OF APPEALS,  
PART I: 1950–1980
美国上诉法院重大案件卷宗 
与法庭辩词，1950-1980年 

为研究者提供美国历史上里程碑式案件的全面记

录，既有历史观点，也有当代思考。这套重要档

案的第一部分对众多法律议题进行了细致地审视

和讨论，所记录下的细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

独一无二的。

围绕弹劾、宪法权利、性骚扰、竞选资金等方面

的重要案件主要来自以下巡回法院：

LANDMARK RECORDS  
AND BRIEFS OF THE U.S. 
COURTS OF APPEALS,  
PART II: 1891–1950
美国上诉法院重大案件卷宗 
与法庭辩词，1891-1950年

强调与执法、对抗辩论相关的问题，以及法律与

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该档

案库中的內容在此之前很难为学者访问到，为首

次数字化。第二部分汇集1891至1950年的一些案

件卷宗和法庭辩词，它们都深刻地影响了对美国

法律和法律史的现代写作和思考。

卷宗和法庭辩词中包含的各类资料包括：

探索“现代法律之路”档案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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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LS, 1600–1926
审判，1600-1926年

该档案库记录了震撼美国和大英帝国的戏剧性法

庭事件，提供了对审判案件的非官方公开陈述，

官方审判记录、辩词和法庭辩论，以及对立法程

序、行政程序和仲裁的官方记录。它是英美法律

审判的最完整全文合集。

PRIMARY SOURCES, PART I, 
1620–1926
法规法令合集， 
第一部分：1620-1926年

这一资源是美国法律史研究者的理想之选，包

含美洲殖民地的公开记录、州宪法惯例发布的

文件、城市或州法典、法律辞典和其他法律文献

等。

LEGAL TREATISES,  
1800–1926
法学专论，1800-1926年

这一历史资源全面收录美国和英国的法律著作，

为学者和学生打开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宝库。它覆

盖法律发展的分水岭时期， 是全球最综合全面的

英美法律专论全文档案库。

U.S. SUPREME COURT 
RECORDS AND BRIEFS, 1832–
1978
美国最高法院卷宗与法庭 
辩词，1823-1978年 

研究者将会找到被人们广为探讨的案例，其中许

多都引发了历史标志性的决策。该档案库收录呈

递给美国最高法庭的庭审记录、审查申请、动

议、申诉书和其他官方文件，也包括被驳回复审

的案件的资料。

探索“现代法律之路”档案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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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SOURCES, PART II, 
1763–1970
法规法令合集， 
第二部分：1763-1970年

该档案库中的重要文献资料讲诉了三个世纪的美

国法律史故事，包含美国州法典、宪法惯例及汇

编、城市法典等，支持对二十世纪晚期美国法律

进程各个方面的学术研究。

FOREIGN PRIMARY SOURCES, 
1600-1970, PART II
非英美国家法规法令合集， 
1600-1970年，第二部分

轻松探索四个世纪全世界各地的已废止法典、法

律资料和法典相关评注。这项资源中的文献来自

于南欧、拉丁美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

等地，包括罗马法和教会法，包含1,500多种著

作，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

FOREIGN PRIMARY SOURCES, 
1600-1970, PART I
非英美国家法规法令合集， 
1600-1970年，第一部分

法律史学家需要以能够轻松在线检索的方式使

用已被废止的法典，而“非英美国家法规法令

合集”为图书馆提供了这样的内容。该档案库补

充了“非英美国家法、比较法和国际法，1600-

1926年”中的专论，同时提供了对法典——即法

律“原始文献”的解释性分析。

FOREIG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1600–1926
非英美国家法、比较法和 
国际法，1600-1926年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研究专著和各类其他法

律文献，自十七世纪起的数百部经典著作，

以及比较全世界各地法律体系的书籍。该档

案库将所有这些文献资料汇集一处，突出一

些最伟大法学理论家——包括Gentili、Groti-

us、Selden、Zouche等人的作品。探索隐藏在

欧洲历史中的英国习惯法的根源，访问论述罗

马、犹太人和伊斯兰法律的作品。

探索“现代法律之路”档案库



11了解更多，请访问：gale.com/cn

文本分析工具

识别并可视化规律、趋势和关系，以全新的方

式探索內容。

可下载OCR文本 

关键词检索文献资料，从全新层面访问所有检

索结果。

图像浏览器 

放大、旋转和翻转图像，在全屏模式下创建自

定义显示方式。

GALE PRIMARY SOURCES

平台特色和工具

所有的“现代法律之路”档案库都可以在Gale原始档案平台上访问。这一强大的平台能够交

叉跨库检索，大大提升了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研究体验，通过多个检索选项和研究工具，拓宽

了他们发现一次文献资料的范围。

独立检索或交叉跨库检索

独立使用档案库，或与其他原始档案数据库交

叉检索，揭示其中的关联，培育更深层次的理

解。

升级日期限定选项 （2022年夏上线）

利用重新设计的日期限定选项加速你的研究。

此次升级将原有的下拉菜单替换为自行键入你

想要检索的日期或从日历中选择特定日期。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PAPERS, PART II: 
SOUTHERN REGIONAL OFFICE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档案， 
第二部分：南方地区办公室 

为研究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由此观察这一重

要办公室的内部运作。在第二部分中，研究者能

够了解到公民权利运动的来龙去脉。这一独特的

档案库包含首次数字化的文献资料，记录了ACLU

为执行1964年在美国南方13个州实施的《公民权

利法案》所作的斗争。ACLU的南方地区办公室在

1964年《公民权利法案》通过后成立，法案规定

在公共设施中实行种族隔离的做法是违宪的，南

方地区办公室试图利用该条款解决种族歧视和侵

犯投票权的问题。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PAPERS, PART I:  
1912–1990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档案， 
第一部分：1912-1990年

该档案库收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历

史档案，提供对二十世纪公民权利斗争的宝贵

观察——直接来自于处在最具争议问题核心的组

织。研究者能够深入探索有关种族、性别、公

众抗议、警察职责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职责的辩

论。

探索“现代法律之路”档案库

2022年6月的产品平台截图，实际界面可能不同。



利用独特的工具、交叉检索功能和可下载的OCR文本

在上千万页的独家一次文献中做出发现。

现在，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为你打开了全新的研究路

径，这一直观、基于云计算的分析工具将帮助你用数

据呈现生动的故事。

了解更多有关Gale原始档案的详情， 
请访问：gal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