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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与性别研究的
最大型一次文献数字化项目

来自知名图书馆与档案馆
这一开创性项目中收录的文献资料来源广泛，例如地方和国家政府、泛国家和自治非政府
组织以及LGBTQ公益组织等。一些典藏则来自于一些看似不可能的来源。例如“男/女同
性恋基督教运动文件”、“1958年以来英国的同性恋激进主义”和“维拉·‘杰克’·霍姆
文件”等，源自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而大部分的资料来源于全球最知名的LGBTQ问题研

Gale里程碑式的数字化项目“性与性别档案：1940年以来的LGBTQ历史与文化”将学生、教师和研究者与丰富多彩的性

究机构，例如：

与性别历史连接在一起。利用近三百万页可全文检索的珍稀且独家文献资料，用户可以深入挖掘并发现新的关联，涉及

• 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ONE国家同性恋档案馆

学科有文化研究、同性恋研究、社会学、政策研究、女性研究、政治、法律、人权和性别研究等。
“性与性别档案：1940年以来的LGBTQ历史与文化”中的资料来源于数百个机构和组织，从大型国际性机构到本地基层
组织，呈现了LGBTQ个人及团体的经历，涉及多个不同种族、民族、年龄、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和地理位置，同时也涵
盖这一时期内的女性主义及女权运动相关议题。

• 美国加州旧金山GLBT历史学会
• 美国纽约同性恋女性历史教育基金会

Affinity A Publication of Affirmation: Gay & Lesbian
Mormons Fall 1993 Vol. XV Issue. 9.” Affinity, Fall
1993, p. [1]+. Archives of Sexuality & Gender.

• 加拿大多伦多市加拿大同性恋档案馆
其他知名来源图书馆包括：

除了公开发行、极具影响力的资源，例如知名期刊、政府报告、新闻通讯和广告外，这一档案库还包含口述历史文字记
录、日记、私人信件和访谈等，提供了对LGBTQ经历的深度个人解读，为性与性别历史增添了更多人文色彩。
尽管大部分的资料为英文，但这一档案库仍具有真正的国际视野，收录超过35个国家的历史文献，共有29种语言，包括
波兰语、俄语、日语、希伯来语和印尼语等。

• 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女性能量银行
• 纽约公共图书馆
• 英国国家档案馆
• 美国马里兰州国家医学图书馆与国家健康研究院
• 康奈尔大学

该档案库的意义何在？

• 杜克大学

• 它提供了性与性别研究的跨文化视角；

• 美国加州Lambda档案馆

• 呈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一世纪人们对
LGBTQ群体及其经历的多方位观点；
• 全面涵盖LGBTQ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运动和
事件；
• 让珍稀且难于找到的资料（常常只能在来源
图书馆借阅）实现了随时随地的轻松访问。

知名学者组成的顾问委员会
性与性别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和图书馆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指导了档案库中收录内容的选

Administrative Files, 1992-1999. Clippings:
Portfolio, 1987-1993. 1987-1993. MS Twice Blessed
Collection Box 8, Folder 5. ONE National Gay &
Lesbian Archives. Archives of Sexuality & Gender.

择。
Donald W. McLeod ，多伦多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与连续出版物采编、加拿大人及性
别研究项目主管。
Jason Baumann，纽约公共图书馆馆藏评价、人文学科和LGBT馆藏协调员。

探讨的议题和概念包括：
• 存在性别差异的法律、政策和公民身份问题
• 全球社会运动、性别及交叉研究
• 媒体中的性别与性文化
• 机构中存在性别差异的组织架构与工作内容
• 公民权利运动
• 身份政治

Richard Godbeer，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历史学教授、人文研究中心创建人及主任。
Jonathan Ned Katz，独立学者、历史学家。
Julio Capó, Jr，马萨诸塞大学历史系及联邦荣誉学院副教授。
Jen Manion，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教授。
Daniel C. Tsang，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荣誉退休图书馆员。
Shawn(ta) Smith，纽约大学研究生中心图书馆女同性恋历史档案馆档案员、副教授、
参考咨询部主管。

Douce, Stuart. “Out! Youth Perspective.” Out! New
Zealand’s Alternative Lifestyle Magazine, Aug.-Sep.
2000, p. 42. Archives of Sexuality & Gender.

了解更多关于“性与性别档案”的信息，请访问：gale.com/LGBTQ

性 与 性 别 档 案 ： 1 940年以来的LGBTQ 历史与文化

Incógnito, Traducción de. “El Homosexual
Alcoholico.” Ventana Gay, no. 13, 1983.
该档案不仅包含重要人物和运动，也着眼于可
能影响LGBTQ人群的各种问题，例如上瘾和
酗酒。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汇集近130万页一次文献，来自19个独立典藏，覆盖二十世纪以来影响全

自二十世纪40年代以来，LGBTQ组织的声音日趋响亮，他们为让全世界更多人

球LGBTQ群体的众多议题。第一部分也收录了大量与女性主义和女性权利相关的

听到LGBTQ的声音而斗争，为平等权利而斗争。然而仍有一些团体并未像更“主

资料，例如有关菲利斯·里昂和德尔·马丁论家庭暴力的惊世之作的文献资料，以及

流”的男/女同性恋组织那样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些更边缘化的、“不同寻常的”

他们与女性国家组织（NOW）的合作。许多来自女同性恋历史档案馆的主题文件

或更小众的LGBTQ团体包括犹太人和基督教LGBTQ社群，异装癖、双性人和变性

也涉及女性的解放运动，其英国分支的档案记录收录在“英国性政治”典藏中。

人群体，男/女同性恋青少年团体，双灵人及其团体，例如美洲印第安人同性恋社

研究者可以探索的其他一些资源有：
• 马太辛协会和比利提斯的女儿的档案记录——最早的美国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
权利组织。
• 奥尔巴尼信托的档案——记录了二十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男同性
恋权利运动。
• 多个激进团体的文件——例如1969年石墙暴动后成立的男同性恋活动家联盟以
及为应对艾滋病危机于1987年成立的ACT UP。
• 同性恋平等委员会档案——二十世纪70年代英国最大的LGBTQ权利组织。

Тин, Луи-Джордж, and Татьяна Данилевич.
“Гомофобия.” Gay UA, no. 9, 2004.
《Gay UA》是一份乌克兰的杂志，简要概述了从
2003年至2005年本国的同性恋问题。这篇文章讲
述了同性恋恐惧的问题。

• 艾滋病流行的政府和医学应对措施——收录在三个典藏中，提供了艾滋病在全
球范围内对政治、社会、卫生和经济影响力的全面评述。
该档案库最突出的特色是独一无二地汇集了涉及男/女同性恋的新闻通讯、报纸和
期刊。其中包括很多罕见出版物，来自一些已经不复存在的团体，例如专注精神
层面的Q Spirit论坛，以及来自拉脱维亚和津巴布韦等国的报刊。这些馆藏呈现了
纸质媒体曾经和仍在对LGBTQ个人发挥的作用：创立和发展社群、娱乐、分享新
闻、会议和游行广告，以及展示对LGBTQ友好的行业。

群等。“性与性别档案：1940年以来的LGBTQ历史与文化，第二部分”为整个项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uffragist organisation
‘The Foosack League’, 1910.

目增加了更多的深度与背景信息，呈现了对这些边缘团体的独特观察。对常常被

LGBTQ群体在许多二十世纪的公众运动中均有
呈现。在“维拉·‘杰克’·霍姆文件”中，我
们可以追溯她所参与的女性投票权运动。这份
章程就是由维拉·J·霍姆签署的。

忽视群体的关注提供了对不同社群的最新观点，让研究者能够发现LGBTQ文化和
激进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新关联。
第二部分包含近150万页内容——几乎所有都是第一次实现数字化。一些值得关注
的亮点内容包括：
• 维拉·“杰克”·霍姆（Vera “Jack” Holme）的精彩人生——她作为女性投票权
倡导者的活动，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工作以及在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的救
济工作，她的个人生活和朋友，包括她的女朋友爱维利亚·哈佛菲尔德。
• J·大卫·莱瑟姆博士（Dr. J David Latham）的心理学调研和研究论文——探讨异
性婚姻中的同性恋。
• 同性恋基督教运动文件——该组织成立于1976年，以支持同性恋基督徒，并帮
助教会重新审视他们对性的理解。
• 墨西哥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包括采访文字记录，来自革命运动同性阵线、兰
布达团体及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等组织的往来信件和非正式文献。

An image from “Gender Bending in Early
Postcards” The Harvard Gay & Lesbian Review:
A Quarterly Journal of Arts, Letters, and
Sciences, vol. 18, no. 5, 2011.
对十九世纪晚期及二十世纪早期性别意识的一
项有趣调研。

• 艾伦·贝鲁贝（Allan Bérubé）的著作及研究文件——关于海上厨师与服务员工
会的论述，这是成立于二十世纪30年代的左翼、多种族、亲同性恋工会。
• 对大屠杀期间迫害同性恋的研究——来自“CLGA国际主题文件”和“双重祝福
典藏”。
• 彩虹平安（Keshet

Shalom）组织文件——美国的全国性组织，致力于完全的

LGBTQ平等和犹太生活方式的包容。
“Pan.” Pan, 1980.
从1980年至1999年的亲同性恋的会员杂志
《Pan》探讨了丹麦、挪威和瑞典的LGBT生
活。

‘Don’t Ask, Don’t Tell, Don’t Look,’ Williams
College Talk, April 2006.
艾伦·贝鲁贝撰写了很多反映LGBTQ生活的历
史作品，包括《Coming Out Under Fire》，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中男/女同性恋的故
事。这是电影上映及演讲的广告。

• 立法与庭审案例——收录的资料涉及性取向转变治疗、军队中的同性恋，以及
同性恋犯罪部门委员会和卖淫，包括沃尔芬登报告。

了解更多关于“性与性别档案”的信息，请访问：gale.com/LGBTQ

旧金山最年轻、最漂亮的女模仿演员
探讨变形和异装癖群体的历史。
来源：The Homophile Movement: Papers of Donald Stewart Lucas, 19411976, from the Gay, Lesbian,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Historical Society

《Gai Pied》故事
《Gai Pied Hebdo》周刊是
一份针对同性恋的法国杂
志，1979年由让·勒·比图
（Jean Le Bitoux）创立。
这篇文章采访了多位名人，
包括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大卫·霍克尼
（David Hockney）。
来源：Gai Pied Hebdo, 19-25 Avril
1986 from the ONE National Gay &
Lesbian Archives

苏格兰的婚姻与民事伴
侣关系

女同性恋德国旅行
指南

苏格兰的同性婚姻与民
事伴侣关系指南，由平
等人际关系组织、苏格
兰LGBTI平等与人权公
益机构制作，紧随2014
年《婚姻与民事伴侣法
案》通过之后发布。

第一本女同性恋德
国旅行指南的广
告。这本指南由出
版女同性恋书刊的
WMO Verlag（女性
邮购出版商）制作
出版。

来源：Marriage and Civil
Partnership in Scotlan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来源：Organisation
Files - VMO Verlag,
in the International
Vertical Files from the
Canadian Lesbian and
Gay Archives

弗拉基米尔·普京与俄罗斯的同性
恋恐惧
2014年索契冬奥会期间发表在
《Xtra！》上的一篇有关俄罗斯
同性恋恐惧的文章，这本杂志
1984年创刊于加拿大多伦多。它
包括对普京立法禁止“非传统性
关系宣传”的讨论以及对这一法
律的强烈反对。
来源：International Vertical Files from
the Canadian Lesbian and Gay Archives

犹太教会对男/女同性恋犹太人的
态度
《The Manhattan Jewish Sentinel》
——纽约的大型新闻周刊之一，在
1995年四月发行的一期中探讨了
犹太团体对他们教堂会众中男/女
同性恋成员的反应。
来源：Twice Blessed Collection from the
ONE National Gay & Lesbian Archives

哥伦比亚的第一本同性恋杂志
《Ventana Gay》，哥伦比亚的第一本
同性恋杂志，加入了拉丁美洲众多涉
及LGBTQ问题的各类出版物的大军，
例如《Crisálida》（墨西哥瓜达拉哈
拉）、《Conducta Impropia》（秘鲁
利马）、《Les Voz》（墨西哥墨西哥
城）、《Fuera del Closet》（尼加拉瓜
马那瓜）、《Gayness》（哥斯达黎加
圣何塞）、和《NX》（阿根廷布宜诺
斯艾利斯）。
来源： 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Periodicals and
Newsletters from the Canadian Lesbian and Gay Archives

在苏黎世出版的多语言同性恋
杂志
《Der
Kreis》是从1932年至
1967年出版的瑞士多语言同性
恋杂志，面向全世界发行。这
幅1956年的广告宣传的是一场
假面化妆舞会。
来源：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Periodicals and Newsletters from
Canadian Lesbian and Gay Archives

意大利LGBTQ期刊《Quir》
意大利杂志《Quir》1994年二月
的封面。该档案库收录大量呈现
LGBTQ生活与文化的意大利期刊，
例 如 《 Q u i r 》 、 《 B a b i lo n i a 》 、
《Lambda》和《Fuori!》。
来源：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Periodicals
and Newsletters from Canadian Lesbian and Gay
Archives

印度尼西亚的第一本同性恋
杂志

私人生活2——澳大利亚GLBT人
群卫生与健康的第二次全国调查

印度尼西亚第一本同性恋杂
志《G: Gaya Hidup Ceria》
在1983年5月发表的一篇简
史文章。尽管这本期刊发行
时间不长，但它提供了观察
印度尼西亚同性恋群体的窗
口。

这份PL2（2012年）报告是澳大
利亚性、健康与社会研究中心一
项不断扩大的研究项目的一部
分。这项研究跨越十年间澳大利
亚LGBT人群法律权利及社会认可
程度的变化。

来源： 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Periodicals and
Newsletters from the Canadian
Lesbian and Gay Archives

来源：Private Lives 2 the Second
National Survey…of GLBT Australia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如果“性与性别档案：1940年以来的LGBTQ历史与文化”正是您所需的宝贵资源，那么您可
能也会对我们其他的档案库感兴趣，特别是：

向学术研究传递巨大价值
“这个产品使用极为简单……检索结果很快呈现……可切换多种语言提示信息和标签文字的功能对非英语母
语用户使用这一产品大有帮助……内容出色，远远领先于同类产品……如果你今年仅能购买一种LGBTQ产
品，它无疑是你的最佳之选。”
——《The Charleston Advisor》，2017年1月（评论人：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编目馆员Christina Hennessey）

“这一项目汇集了……珍稀且独家的一次文献内容，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并且）可以在全球各地的院

WOMEN’S STUDIES ARCHIVE:

ISSUES AND IDENTITIES
“女性研究档案：议题与身份”是一项综合全面的学术档案资源，围绕十九
世纪和二十世纪女性的社会、政治和职业成就。通过手稿、报纸、期刊等一

校和机构中访问。它最近获得了由美国出版商协会专业和学术出版小组颁发的PROSE‘最佳电子产品/最佳

次文献，它记录了女性运动的基石、斗争与胜利——追溯从过去到今天，女

人文产品’奖。”

性议题走过的历程。

——美国出版商协会，2017年3月

它收录超过100万页、首次被数字化的一次文献资料，覆盖很多重要话题，
例如：

“这些典藏的广度和深度真正与众不同。”

• 女性主义理论与激进主义的历史

——《CHOICE》，2017年5月

• 工业中的女性

“个人能够通过本地或大学图书馆访问这些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无需再强调。对于许多同性恋人群，在图书馆
寻找同性或跨性别资料是自我认知的第一步——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而这通常与多少有些吓人的临床描
述相一致。访问这一资源，用户将会发现他们沉浸在更加丰富多彩且鼓舞人心的历史中，是一种与众不同的
体验。”

• 女性的性与性别表达
• 女性的教育
• 家庭文化
• 女性健康、心理健康及对自己身体的掌控
• 女性与法律

——《Slate》杂志，2016年3月（评论人：《Slate》助理编辑J. Bryan Lowder）

• 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与互动关系

“术语检索频率（Term Frequency）功能很有趣……当绘制艾滋病一词的出现频率时，我发现它在这一档案

gale.com/womensstudies

库文献资料中出现的高峰期是1990年，8,822篇文献；而到了2013年，这个词仅出现在13篇文献中……这是
一项强大的功能……整合基层、地方、国家和国际性的可全文检索一次文献内容，推荐服务LGBTQ和性别研

CRIME, PUNISHMENT, AND
POPULAR CULTURE, 1790–1920

究领域学术研究者的院校图书馆采购该档案库。”
——《Library Journal》，2016年9月（评论人：哈佛大学研究馆员Cheryl LaGuardia）

“犯罪、惩罚和流行文化，1790-1920年”支持十九世纪历史、法律、文

多学科资源

学和刑事司法研究，共计超过210万页审判记录、警察与法医报告、侦探小

“性与性别档案：自1940年以来的LGBTQ历史与文化”能够丰富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这项资源也提供了对更广泛社

说、新闻报道、纪实犯罪文学及相关非正式文献。

会和大众文化中日益突显议题的深入洞察。
该档案库整合法律、历史与文学类文献，特别是新兴的犯罪小说、新闻报

• 女性研究

• 性别研究

• 法律、政策与公民身份

• 文化研究

• LGBTQ研究

• 国际关系

• 二十世纪历史

• 哲学与伦理学

• 心理学

• 世界史

• 社会学

• 人类学

• 美国史

• 犯罪学

• 人权

• 英国史

• 健康与社会关怀

• 政治

道等，帮助用户探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关联。这一独树一帜、国际性的典
藏，共有超过8种语言的内容，帮助研究者探讨工业革命期间犯罪率升高的
原因与后果、城市警察局的发展、大众对报纸和小说中越来越惊悚的描写
的着迷，提升对社会转型关键时期法律与社会交叉点的理解。

gale.com/crime

其他相关Gale资源包括：
• 十九世纪作品在线：女性与跨国网络
• 现代法律之路
• Gale期刊大全：性别研究
• Gale资源中心：相反论点

了解更多关于“性与性别档案”的信息，请访问：gale.com/LGBTQ

更多产品信息，请访问：
gale.com

EMPOWER RESEARCH
™

GALE原始档案项目
“性与性别档案：1940年以来的LGBTQ历史与文化”是Gale原始档案项目中众多档案库的一个。这一项
目提供了一个开创性的研究环境，至今已整合了近50个数字化项目，让研究者能够在近2.5亿页的历史文
献中通过一次检索快速得到所有相关结果。极为丰富的可全文检索的一次文献内容、可靠的元数据以及
直观的主题标引相结合，而创新的流程和分析工具更是将研究体验带入更高层面。

知识就是力量，
学习就是汲取力量。

术语检索频率（TERM FREQUENCY）

无论你是在完成本科课程的论文作业，还是在撰写你的学位论

术语检索频率工具帮助研究者追溯中心主题及思想。研究者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检

文或下一篇将要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Gale原始档案库都

索词在选定内容集中出现的频率，从而评价个人、事件和思想如何随时间互动与发

为你提供了发现信息的全新且独特的方式。

展。

在任何研究领域，最好的作品都源自于找到正确的信息来源并

话题查找器（TOPIC FINDER）

利用这些信息提升你的作品，令它们独树一帜。研究是取得成

话题查找器辅助学生全面拓展他们的研究议题。通过识别并组织常常同
时出现的主题，这个工具揭示出检索词之间隐藏的关系，帮助用户打造

果并让你和你付出的努力脱颖而出的最重要桥梁，而原始文献

他们的研究项目，并整合不同类型的相关内容。

则是你研究中的一个宝贵组成部分。利用Gale的原始档案资
源，你可以从文献资料着手，开启你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做

文本和数据挖掘

出贡献的步伐。

Gale将提供档案库的相关数据和元数据，以供数据挖掘和文本分析，并通过Gale数
字学术实验室（Gale Digital Scholar Lab）支持数字人文这一蓬勃发展的新兴学术
研究领域。

在Gale，我们的目标就是给予你力量，让你能够发现更新、更
丰富的信息，将你的研究推向更高的高度，帮助你在付出努力
后取得应有的成果。我们的渐进式学习资源和原始档案库，配

其他工具和特色

合先进的工具和流程，将你与实现你的目标所必需的知识连接

• 基本和高级检索选项，以及能够在单个文档中进行二次检索

在一起。

• 固定不变的URL，可用于课程课件或分享
• 主题标引让内容更容易被发现，并揭示重要数据元素
• 用户账户便于用户保存文档和引文至云存储空间
• 图像浏览器可放大、旋转和反转图像，还可在全屏模式下查看页面

EMPOWER DISCOVERY 给予学生和研究者发现的力量：
™

•

发现新关联，并利用它们为你的研究领域做出独特的贡献

• 可下载OCR实现了在新的层面上访问和分析检索结果

•

利用原始文献资料发现相关内容，得出你自己的结论

• 无限制下载

•

发展创新思想，探索未知途径

• 生成三种不同格式的引文，并可批量导入到文献管理工具中

EMPOWER ACHIEVEMENT 给予图书馆和院校取得成就的力量：
™

• “允许变体”选项帮助用户扩大检索结果范围，找到近似匹配的检索结果，配合历史文献中有时会存在的
拼写变化或近似拼写。

•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研究者需要，都会为他们提供珍贵的原始文献

• COUNTER兼容的使用量报告

•

培育卓越研究的文化，营造知识发现的环境

• 提供MARC记录

•

帮助学生发展终身技能，超越大学层面，延伸到他们的职业生涯

发现Gale原始档案项目的更多特色与工具，请访问：gale.com/primary-sources

发现更多有关Gale原始档案项目的信息，请访问：gale.com/primary-sources

Various Sources. Primary Source Media. Archives of Sexuality & Gender: LGBTQ History and Culture Since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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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