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POWER™ RESEARCH

Gale Primary Sources
Start at the source.

Images are from various sources with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Part III, 1890-1945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Part III: 1890–1945
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三部分：1890-1945年



• 它提供对近100万页首次数字化原始文献资料的全天候访问，帮助研究者做出新的解读、发现新的关联。

• 它既有宏观的纵览，也有更个人化的观察，让用户能够透过当时人们的所见所闻调研因经济发展而引发的社会和

政治转型。

• 它具备全球视角，大量资源来自于德国和法国。

该档案库的价值何在？

了解更多关于“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三部分：1890-1945年”的信息，请访问：gale.com/momw3

55年：三大独裁政权、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全球金融危机

1900 1920

1902年
在英国，用气球递送邮件

的首次尝试大受吹捧。气

球成为了创新的同义词，

因为很多人都在开发对气

球的商业应用。

1912年
铁路在二十世纪早期源

源不断的为人们带来惊

喜。电气机车的出现更

是让人们兴奋，但铁路

的国家化却是英国国内

的争论焦点之一。

1920年
英国和法国在《凡尔赛

条约》中给德国强加了

巨大的债务。这使得货

币发行成为了后十年间

国际货币讨论的首要问

题。

1895年
这一时代最具争议性的

热议经济话题——西方

国家对金本位制的信

心，成为了19世纪90年
代中期人们讨论的核心

问题。反对者提出的主

要替代方案是“金银二

本位制”（同时使用金

和银支撑货币价格）。

1890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全球巨变的年代，见证了众多撼动现代世界根基的标志性事件，这些历史事件的影响之深远，至今很

多人仍能感受到。仅在三十多年间，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以及三大臭名昭著的独裁统治的兴亡就打破了数百万普

通人日常生活的平衡。“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三部分：1890-1945年”让学者能够重新解读这一关键时期的社会、政治

和经济变化。

第三部分为Gale的旗舰世界史系列增添了大量新的文献资料，与第二部分年代有重叠，但内容完全不同，让该系列档案

库更加深入二十世纪。利用近100万页可全文检索的珍稀原始文献，用户可以探讨在近代史的关键时刻全世界的变化趋

势，填补研究上的重要空白。

第三部分来源于全球知名的伦敦大学参议院图书馆，包含五千多种专著和期刊，共计十种不同的语言。这使得第三部分

成为真正的跨国资源，对于任何关注二十世纪早期历史、政治、哲学、商业和经济法以及女性研究的用户都极具价值。

独 裁 、 萧 条 与 民 主 ： 求 索 统 治 地 位

二十世纪的烦恼



为重要议题增加深度和广度

了解更多关于“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三部分：1890-1945年”的信息，请访问：gale.com/momw3

55年：三大独裁政权、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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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
20世纪20年代是相对繁

荣的时期，出现了相对

立的观点。一些人批评

世界经济由欧洲和美国

把控，而另一些人则视

大企业和被美化的工业

家为英雄。

1935年
大萧条摧毁了人们对不受监

管的经济的信心。20世纪30
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开始辩论

计划经济的有效性，直到第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迫使参

战国的政府不得不管控他们

的经济。

1939年
随着二十世纪第二次灾

难性的战争爆发，许多

人开始质疑殖民主义的

道德问题。白人对殖民

地人民数十年统治的真

正影响开始显现。

1945

全方位的解读

沉浸在这一时期始终暗潮汹涌的热议话题中： 

对大企业权利不受约束的公共关注

十九世纪末大型企业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并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在每一个工业国家，人们都在关注如果允许企业

无竞争的增长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它们是否可能控制政治体制？甚至发动国家间的战争？批评的声音呼吁更严格的政府

管控，而商业领导者们则努力争取追求利益的自由。

“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三部分：1890-1945年”是一项多学科资源， 
覆盖多种议题，例如：

• 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扩张

• 移民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女性劳工组织 

• 禁酒运动

• 生产和贸易的国家调控

独 裁 、 萧 条 与 民 主 ： 求 索 统 治 地 位



了解更多关于“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三部分：1890-1945年”的信息，请访问：gale.com/momw3

不同的声音

通过各方视角发现这一时期的内幕——从政策制定者到政策塑造者： 
 
政策制定者

第三部分中的重要资源：

• 贝尼托·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和社会信条》（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octrine of 
Fascism，1933年）和《企业国家》（The Corporate State，1936年）

• 劳动研究部：《食物与工人：社会谋杀》（Food and the Workers: Social Murder，1934年）和《饥
饿的标准》（Standards of Starvation，1936年）

政治团体

第三部分中的重要资源：

• 费边社：《工人的政治议程》（The Workers’ Political Programme，1891年）、《新改革法案》
（A New Reform Bill，1931年）和《政府与工业》（Government and Industry，1944年）

• 民主控制联盟：《秘密国际》（The Secret International，1934年）

女性 

第三部分中的重要资源： 

• Emmeline Lawrence：《女性投票权》（Votes for Women，1907-1911年）

• Miss B. L. Hutchins：《女性的工作》（The Working Life of Women，1911年）

• Adelaide M. Anderson：《工厂女性》（Women in the Factory，1922年）

• Margaret Cole：《劳动报酬》（The Rate for the Job，1946年）

经济学家

第三部分中的重要资源：

• John Maynard Keynes（凯恩斯）：《放任政策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faire，1927年）和《 
全球经济危机与规避之路》（The World’s Economics Crisis and the Way of Escape，1932年）

• Charles Booth：《伦敦人民的生活与劳动》（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1892-1902
年丛书）和《养老金与贫穷的老年人：一项提议》（ Old Age Pensions and the Aged Poor: a 
Proposal，1906年）

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兴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数年，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随着几个老牌帝国的崩塌，每一个相互竞赛中的国家都在混乱中寻

求稳定。在动荡中两大新生政治信仰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实现了后者，而墨索里尼

则于1922年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政府。这两大政权的统治方式与自由民主国家领导人的统治方式截然不同。虽然他们

可能带来了严格的纪律约束，但没能实现长久的和平与稳定。

世界经济的息息相关

1929年的股市崩盘第一次说明了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崩溃打破了每个经济大国的金融结构，导致

多国政府启动了高额保护性关税。但这通常只能让事态更加恶化，因为自由民主国家往往不能很好的处理善后。最终的

结果就是十年的经济摇摆和政治动荡，全世界从全球性的大萧条跌入了另一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

各种类型的内容： 

传记 | 演讲 | 小册子 | 调研 | 教科书 |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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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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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



这仅仅是个开始。如果“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三部分：1890-19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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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Goldsmiths-Kress典藏，1450-1850年

“现代世界的形成，第一部分：Goldsmiths-Kress典藏，1450-1850年”提供了理解全球贸易扩张、工业革命和

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全新方式，支持多个不同领域内的研究工作。它是早期经济史、政治史、商业史和社会史研

究领域现存最综合全面的档案库。

第一部分透过贸易和财富的视角记录现代西方世界的发展历程。这一资源实现了对大量珍稀图书和原始文献资料

的全文检索，提供了对超过61,000种图书和466种连续出版物、超过1,200万页内容的无可匹敌的独家访问，其中

很多图书是目前已知唯一存世的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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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ale.com/re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