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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时代
“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一部分：Goldsmiths-Kress典藏，1450-1850年“是研究世界史的基础资源。第一部分收录1,200
多万页可全文检索的珍稀原始文献资料，揭开了对世界贸易扩张、工业革命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观察。
该档案库主要来源于享誉全球的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经济学文献书库和哈佛商学院的Kress商业和经济学书库，透
过贸易与财富的视角记录现代西方世界的发展历程，而贸易和财富正是这一时期（1450-1850年）内诸多重大历史事件
背后的驱动力。
其中的珍稀图书和原始文献资料极为丰富，许多都是目前已知唯一存世的孤本，覆盖各类不同的主题，从经济史出发，
拓展到法律、地理、政治和国际关系、社会史、商业和女性研究

该档案库的意义何在？
• 它为观察塑造现代世界的人物、地点和事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呈现了每一种历史观点。
• 它帮助用户发现这一时代中一些最受尊敬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思想和感受，例如约翰·穆勒、托马斯·潘恩和丹尼
尔·笛福等。
• 它实现了对珍稀和罕见原始文献的全天候在线访问，其中许多书目都是目前已知唯一存世的孤本。

400年的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
1622年
Richard Whitbourne船长对
他新近一次加拿大纽芬兰岛
探险之行的记录，包括各种
装备和补给的费用。

1503年
伦敦商人Richard Arnold的手
稿《……伦敦风俗》，其中
包括经典故事“栗发少女”
（The Nut-Brown Maid）。

1450

1460

1470

1480

1490

1500

1510

1520

1530

1540

1550

1560

1570

1580

1590

1600

1610

1620

1556-1560年
著名意大利数学家塔塔利亚
（Niccolò Tartaglia）的算
术著作——世界上第一部此
类作品。

了解更多关于“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一部分，1450-1850年”的信息，请访问：gale.com/mom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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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资源
“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一部分：Goldsmiths-Kress典藏，1450-1850年”跨越多个研究主题，包括：
•

战争与外交

•

艺术与音乐

•

性别关系与家庭

•

犯罪与司法体系

•

神学与哲学

•

金融与经济

从不为人知的教区小镇到庞大的帝国，这些资源来自全世界各地。该档案库共有十七种语言，其中三分之二的内容为英
语，数千部作品为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

在“现代世界的形成”平
台上，按关键词、出版年
份等条件检索数据库

1825年
功利主义者Anna Wheeler的肖像，
她与William Thompson合著了最早
的、倡导女性权利平等的、社会主
义女性作品《女性，人类一半族群
的呼声》（Appeal of One-half of
the Human Race, Women）。

1712年
伦敦制图师Herman Moll
绘制的世界地图，标出
了1708到1711年间两艘
探险船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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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0年
一本小册子中描写的日本大阪的
海神社，这本册子详细记录了东
印度公司与日本天皇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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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年
农学家和活动家Arthur Young的册
子《农民致英国人民的信》（The
farmer’s letters to the people of
England）。他展示了1697年到
1765年之间从英国出口的谷物的
数量和价格，这段时间正是《谷物
法》颁布前重要的政治动荡时期。

了解更多关于“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一部分，1450-1850年”的信息，请访问：gale.com/momw1

1850

全新的视角
获取对众多议题的最新观察：
•

欧洲殖民主义：“安汶大屠杀”。1623年的“安汶大屠杀”是欧洲殖民征服早期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凸显了荷兰
和英国贸易商之间在亚洲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荷兰东印度公司想要为他们使用原始的酷刑找到正当的理由，反
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提出的“血腥控诉”，并且指责英国东印度公司“通奸”、“酗酒”和“撒谎”。

•

中世纪经济。当古文物学家Thomas Madox在1711年因出版他的《两个时期内英国国王的国库历史与考古》一书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Exchequer of the Kings of England in Two Periods）而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时，
他的作品也成为了最早期的经济史著作之一。他的这本书细致描述了从诺曼征服到爱德华二世时期的国库管理与
记录，是研究中世纪经济史的核心资源。

•

技术进步：铁路的发展。十九世纪思想家们想要理解他们身边快速变化的世界的愿望是急切而无尽的，科学家
Wyndham Harding渴望解开火车的出现所揭示出的速度理论。他在英国各地的铁路上开展了几项实验，细心地注
意到一些因素如何影响火车的速度，例如装载的重量、地面倾斜的角度，甚至是天气。作为对他先锋科学实验的
认可，他在1852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

杰出思想家
走进一些全球领先知识分子的思想：
Thomas Paine 托马斯·潘恩
出生于英国的美国政治哲学家和革命家
收录于第一部分：他备受赞誉的作品《常识》（Common Sense）、《人权论》（Rights of
Man）和《理性年代》（The Age of Reason），以及很多知名度较低的期刊文章和传单。

Mary Wollstonecraft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英国作家、哲学家、女权运动的倡导者
收录于第一部分：《女权的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暂居于瑞士、
挪威和丹麦时的信件》（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
美国政治家、美国总统
收录于第一部分：《对弗吉尼亚州的几点说明》（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美国政
治经济大纲》（Outlin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自由追寻的致辞》（Address on
free enquiry）。

Adam Smith 亚当·斯密
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政治经济学的先驱
收录于第一部分：《道德情操论》（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各种类型的内容：
图书 | 系列出版物 | 小册子 | 期刊 | 报纸 | 公告

了解更多关于“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一部分，1450-1850年”的信息，请访问：gale.com/momw1

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
Gale Primary Sources平台整合强大的检索技术，将过去的思想、言语和行动呈现在今天。近二十年
来，我们已经已经通过我们开创性的数字化项目保存了大量来自各大顶级图书馆的学术研究资料和内
容，并让更多人能够访问到它们。
为了让研究更进一步，来自这些档案库的数据现在可以以全新的方式在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Gale
Digital

Scholar

Lab）中进行挖掘和分析。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是一个基于云的数字学术平台，由

Gale与数字人文领域的资深学者密切合作而开发。

创建内容集
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让用户能够创建自定义内容集，可容纳最多10,000篇文档。用户可以交叉跨库检
索他们所在机构图书馆的Gale原始档案馆藏，轻松地选择文档添加到他们的自定义内容集中。

分析内容集
用户可以利用实验室平台内置的文本分析和可视化工具分析和探讨数据。数字人文的分析方法包括：
命名实体识别、主题建模、词性标注等。

管理和分享
用户的内容集将保存在Gale数字实验室中，便于他们为长期项目管理他们的研究工作。用户可以发表
他们的研究结果，持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也可以随时分享他们的分析结果。

“现代世界的形成”档案库可在实验室平台中访问，从新的视角探讨这些珍稀文献，帮助研究者得出
轰动的结论与成果。

这仅仅是个开始。如果“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一部分：Goldsmiths-Kress典藏，1450-1850年”正是你
所需的珍贵资源，那么你也可能对我们的其他原始档案类产品感兴趣，特别是：
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二部分：1851-1914年
“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二部分：1851-1914年”将“现代世界的形成”系列延伸至十九世纪末，由专著、报告、
通信、演讲和调研组成，覆盖社会史、经济史和商业史以及政治学、技术、工业化和现代企业的诞生。
“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二部分：1851-1914年”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追溯在工业快速变革的时期国家的发
展。它的深度与广度使它成为探讨十九世纪议题的研究者的必备资源，例如十九世纪银行业史和经济体制、政治
和社会改革以及随帝国主义而生的欧洲统治时代。

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三部分：1890-1945年
“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三部分：1890-1945年”将“现代世界的形成”系列更深化至二十世纪，覆盖影响现代世
界的主要历史事件。该档案库主要由专著和期刊组成，来自于享誉全球的伦敦参议院图书馆和Goldsmith书库，
在近100万页的原始文献中涵盖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贸易、金融、工业、商业、劳工等相关议题。
该档案库收录更多二十世纪的内容，对从事欧洲史和世界史研究的学者而言至关重要，帮助实现对第一次世界大
战、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新解读。对于任何关注二十世纪早期历史、政治、哲学、商业和经济法及
女性研究的研究者，它都极具价值。

现代世界的形成，第四部分：1800-1890年
“现代世界的形成，第四部分：1800-1890年”全面覆盖“资本时代”、工业革命和维多利亚巅峰时期，即现代
资本主义和全球贸易的基石形成之时。它收录来自伦敦大学参议院图书馆的独家馆藏资料，均为首次数字化开
放访问。该典藏的核心（19世纪50年代-1890年）提供了丰富的维多利亚巅峰时期——大英帝国鼎盛期的相关内
容。它尤其包含大量很少被图书馆收藏的“灰色文献”和非主流文献资料——包括小册子、规划方案、非正式文
献和私人收藏等。

不可错失的优质数字化原始档案资源，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gale.com/momw

了解更多详情，请与我们联系：
GaleChina@cengage.com
关注 Gale 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