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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
十八世纪作品在线

产品介绍：

“十八世纪作品在线”目前已在全球1,250家图书馆实现在线访问，是18世纪研究和教

学的必备资源。该档案库包含文学、名录、圣经、乐谱、游记和宣传册等，能够为学术

研究和课堂教学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料。“第二部分”中的书目与“第一部分”中学科相

同，但更强调文学、社会科学和宗教。“第二部分”包括来自大英图书馆、牛津大学图

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苏格兰国家图书馆、德克萨斯大学哈利·兰塞姆中心的近50,000

种、7百万页书籍。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
十八世纪作品在线

➢18世纪英国及其它地区重要作品；18世纪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源

➢207,700册， 33,000,000页可全文检索的内容

➢选择标准
时间跨度：18世纪
世界范围英文出版物
英国及其殖民地出版的各种语言作品

➢资料来源：
大英图书馆、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苏格兰国家图
书馆、爱尔兰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

➢学科跨度
文学、历史、艺术、宗教、法律、哲学、音乐、科学等学科



Literature & Language
文学&语言

➢时间跨度：18世纪

➢标题数量：54，002

➢主题包括：戏剧、诗歌、民谣、宗教类诗歌、语法、词典、戏剧歌曲、讽刺小说、书目等等。
十八世纪著名评论家、小说家、诗人及剧作家；莎士比亚剧本、诗歌及文集

鲁滨逊漂流记

奥特兰托城堡

格列佛游记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
十九世纪作品在线

产品介绍：

“十九世纪作品在线”是Gale与近一百家图书馆联手合作为学术研究而保存和数字化馆

藏内容的成果。在专业人士和用户的指导和反馈下，Gale选择和保存了众多独特且珍稀

的文献，因此才能为读者带来贯穿漫长十九世纪的海量内容。“十九世纪作品在线”将

多种不同档案资源整合在一个平台下，拥有超过一百种类型的原始文献。分列12个模块

帮助学者、研究人员深入19世纪研究。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
十九世纪作品在线

➢ Gale 最为丰富、全面的项目之一

➢ 多种类型文档：

图书、手稿、报纸、短文、照片、地图等

➢ 时间跨度：1789–1914

➢ 12 大类主题：

1. 英国政治与社会

2. 亚洲与西方：外交和文化交流

3. 英国戏剧、音乐和文学：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

4. 科维欧洲文学藏品，1790-1840

5. 欧洲与非洲：商业、基督教、文明和征服

6. 摄影：透过镜头看世界

7. 科学、技术和医学，1780-1925 第一部分

8. 科学、技术和医学， 1780-1925 第二部分

9. 女性：跨国关系网

10. 儿童文学与童年

11. 绘制世界：地图与旅游文献

12. 宗教、灵性、改革与社会



British Theatre, Music, and Literature: High and Popular Culture

英国戏剧、音乐和文学：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

➢ 涵盖23个合集，1,200,470页内容

➢ 资料来源：

大英图书馆

➢ 涉猎主题：

1. 维多利亚时期流行文化

2. 街头文学

3. 英国戏剧作品

4. 皇家文学基金

模块介绍：

《英国戏剧、音乐和文学》收录了数千份珍贵的原始文献资料——其中包括签名的原创作品，可用于探

讨维多利亚时代的流行文化、血腥而廉价的恐怖小说、音乐、英国戏剧舞台史和皇家文学基金等。这一

独特的资料库详尽展现了当时英国艺术世界的状态，不仅仅有手稿和乐谱，还包括私人信件、标注过的

节目单、会议纪要和财务记录等，让学者绝无仅有地窥见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艺术世界和公众生活。



European Literature, 1790-1840: The Corvey Collection

欧洲文学，1790-1840年：科维典藏

➢ 涵盖5,169,842页内容

➢ 资料来源：

科维图书馆

➢ 涉猎主题：

1. 浪漫主义文学

2. 英、法、德各国文学的相互影响

3. 女性作家

4. 浪漫美学

模块介绍：

这一独特的专著典藏包括以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的大量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科维典藏》来源于德国

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的科维城堡，是这一时期现存最重要的典藏之一。学者可以研究和探讨多种主

题，包括浪漫主义文学的流派，英国、法国和德国浪漫主义的相互影响，文学文化，该时期的女性作家，

经典与浪漫主义美学等。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hildhood

儿童文学与童年

➢ 涵盖12个合集，2,291,809页内容

➢ 资料来源：

英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古董协会、鲍德温历史儿童文学图书馆

➢ 涉猎主题：

1. 儿童文学期刊

2. 童年演变

3. 教育系统和材料的开发

4. 针对儿童的法律

模块介绍：

《儿童文学与童年》收录了大量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儿童文学作品，记录了童年形态的变迁、儿童文学的

日益普及以及二者的法律和社会文化背景。这一独特的资料库详尽展现了当时英国艺术世界的状态，不

仅仅有手稿和乐谱，还包括私人信件、标注过的节目单、会议纪要和财务记录等，让学者绝无仅有地窥

见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艺术世界和公众生活。儿童文学整体上反映出其所处社会环境的社会道德、经济

和政治困境，为科研和教学开启了许多有趣的主题，因此是研究工作中尤其丰沃的文献典藏。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
十九世纪作品在线

弗兰肯斯坦 汤姆·索亚历险记作家雨果的作品



American Fiction,1774-1920
美国小说，1774-1920

产品介绍：

“美国小说，1774-1920”是一个权威性的作品集。它囊括从美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散文小说，

既包括知名作家的作品，也收录了成千上万被人们遗忘在岁月长河中的作家的作品。该档案库包括小说、

浪漫小说、短篇小说、虚构传记、游记和写生、寓言和故事集，展现了美国文学随文化变迁的发展历程。

该档案库基于两大权威书目：Lyle  H. Wright的《美国小说：书目汇总》（American Fiction: A Contribution 

To-ward a Bibliography）——被广泛认为是最全面的十八和十九世纪美国散文小说书目，以及Geoffrey D. 

Smith的《美国小说，1901-1925：书目》（American Fiction, 1901-1925: A Bibliography）——收录了几乎四

分之三的这一时期内在美国出版的全部小说。

➢ 时间跨度：1774年-1920年

➢ 完整记录这一时期美国出版的小说

➢ 来源于以下两个书目的缩微胶卷：
Lyle H. Wright’s American Fiction (1774-1900)

Geoffrey D. Smith bibliography (1901-1920)

➢ 内含18,148本书约350万页



American Fiction,1774-1920
美国小说，1774-1920

伊利安，波士顿
老南教堂的诅咒

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 红色英勇勋章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istorical Archive,1902-2013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数字典藏，1902年–2013年

产品介绍：

自1902年起，《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就在仔细审阅、高声称赞和细致分析知名作家和思

想家的作品。它延续至21世纪，成为了全面涵盖每一主题下数种语言最新和最重要出版

物的唯一文学周刊。它也会评论当下的戏剧、电影、音乐和展览。“《泰晤士报文学增

刊》数字典藏”易于浏览，可进行全文检索。它为读者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机会，让他们

能够追踪有影响力意见领袖的观点、同行的反响、当前的争议及其发展过程。撰稿人包

括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和评论家，从T.S.艾略特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克里斯托弗·希钦

斯。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istorical Archive,1902-2013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数字典藏，1902年–2013年

➢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创刊开始的完整记录

➢ 时间跨度：1902-2013

➢ 覆盖当时最新和最重要的出版物，提供对当今戏剧、电影、音乐和展览的评论。

➢ 收录具有观察性的、深受肯定的及深入剖析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

➢ 知名撰稿人：

T.S. Eliot

Virginia Woolf 

A.N. Wilson

Christopher Hitchens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istorical Archive,1902-2013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数字典藏，1902年–2013年

T. S. Eliot关于诗
歌评论的文章

Virginia Woolf的新书

关于《审批基辛格》
一书的讨论



CRIME, PUNISHMENT, AND POPULAR CULTURE, 1790-1920
犯罪、惩罚和流行文化，1790-1920

产品介绍：

“犯罪、惩罚和流行文化，1790-1920”档案库呈现了19世纪犯罪的历史及对犯罪的痴迷。

该档案库一方面收录了审判笔录、法庭程序以及警察和法医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收录

了通俗小说和侦探小说，将这两部分连接在一起的是新闻报道、犯罪纪实文学和相关非

正式文献。这一主题在多个学科领域内都受到高度关注及广泛研究。研究者可以利用该

档案库中的文献资源开展犯罪司法、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的研究。



➢该合集记录了19世纪犯罪史

➢结合法律与流行文化（侦探小说），成为法律与其它档案合集的桥梁

➢档案约210万页

➢内容包括：

庭审记录、法律程序、刑侦及法政科技

流行侦探小说

新闻报道，纪实罪案文学及相关文章

➢档案来源：

大英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

国会图书馆、剑桥图书馆、哈佛法学院图书馆

CRIME, PUNISHMENT, AND POPULAR CULTURE, 1790-1920
犯罪、惩罚和流行文化，1790-1920



CRIME, PUNISHMENT, AND POPULAR CULTURE, 1790-1920
犯罪、惩罚和流行文化，1790-1920

查理猎人 / 伪造者的命运 海盗之子 白衣女子



Archives Unbound
珍稀原始典藏档案

➢来自Gale的数字档案项目，提供高度专业化的珍稀原始资源合集

➢时间跨度：16世纪-20世纪

➢目前有近300个合集

➢每个合集可单独使用，也可交叉检索

➢支持全文检索

➢档案来源：

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务院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总统图书馆、英国
国家档案馆、大英图书馆、美国联邦调查局图书馆等



Literature
文学

American Art-Union, 1839-1851: The Rise of American Art Literacy

美国艺术联盟，1839-1851年：美国艺术文学的兴起

➢时间跨度：1839-1851

➢页数：49,793

➢资料来源：
纽约历史协会博物馆和图书馆

➢合集介绍
该档案包含109卷和1箱1838年到1860年的档案。内容涉及年度会议、执行委员会、
委员会管理和采购委员会；在美国艺术联盟注册的艺术作品，包括提交画作的名
称、艺术家、报价、画框价格，以及作品是否已被购买或被拒收；致美国艺术联
盟的信件，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代理商，涉及订阅的销售情况；艺术家致美国艺
术联盟的信件，含索引；收录美国艺术联盟发出信件复本的凸印版图书；以及新
闻剪报等。



Literature
文学

Literatur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Depression Era 

America: Archives of the Federal Writers' Project

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文学、文化和社会：联邦作家项目档案

➢时间跨度：1933-1943

➢页数：37,407

➢资料来源：
美国国会图书馆

➢合集介绍
联邦作家项目（FWP）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就
业计划管理局（WPA）下最具争议的项目。这一大胆、富于想象力且覆盖广泛的
计划是理解美国大萧条时期文学、文化和社会的关键所在。该档案呈现了1933至
1943年联邦作家项目涉及的47个州的出版物，包含超过450种书目。



Literature
文学

The Papers of Amiri Baraka, Poet Laureate of the Black Power Movement

黑人权利运动杰出诗人阿米里·巴拉卡档案

➢时间跨度：1913-1998

➢页数：9,297

➢资料来源：
奥本大道非裔美国人文化与历史研究图书馆
亚特兰大-富尔顿公共图书馆系统

➢合集介绍
该档案收录了1913年到1998年的资料，记录了非裔美国作家和活动家阿米里·巴拉
卡（又名勒鲁瓦·琼斯，1934-）的活动，由科莫茨·伍达德博士在他的研究过程中
收集。这些资料的范围极广，包括诗歌、机构档案、印刷出版物、文章、戏剧、
演讲、个人通信、口述历史及一些个人档案等。资料涉及巴拉卡在新泽西州纽瓦
克市的政治活动，以及对黑人权利运动组织的参与，例如非洲人代表大会、全国
黑人大会运动、黑人女性统一战线等。后期的资料则记录了巴拉卡对马克思主义
的涉足。



Literature
文学

The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Literature of the Old South

《南方文学信使》：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文学

➢时间跨度：1834-1864

➢页数：23,949

➢资料来源：
Lost Cause出版社

➢合集介绍
《南方文学信使》有着30年的辉煌历史，是当时美国南方最重要的文学杂志。尽
管是公认的南方出版物，但它的发行范围很广，在北方读者中也备受推崇。在其
发行的大部分时间中，这本杂志都避免政治和宗教派别的争论，但十九世纪50年
代的局部危机让这本杂志逐渐带上了党派色彩。到1860年，杂志的论调已经转向
了公开的亲奴隶制和亲南方立场。历史、新闻学和文学领域的学者和学生将能够
看到奴隶制和南方独立的热点话题是如何在南北战争早期的南方思想、文学和文
化中呈现的。



Literature
文学

美国艺术联盟剪报 新罕布什尔州联邦作家项目



Literature
文学

口述历史采访资料 《南方文学信使》杂志



BRITISH LITERARY MANUSCRIPTS ONLINE
英国文学手稿在线

产品介绍：

该系列的第一部分带领读者近距离观察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200年间，知名作者和

不为人知作者的生活和作品。它包含从复辟时期一直到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数千页的诗歌、

戏剧、散文、小说、日记、通信和其他手稿。该系列的第二部分是从大约1120年到1660

年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知名作者和不为人知作者的手稿。“英国文学手稿在线：中世

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包括信件、诗歌、短篇小说、戏剧、编年史、宗教作品和其他文献

资源。



BRITISH LITERARY MANUSCRIPTS ONLINE
英国文学手稿在线

➢包含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纪著名的和鲜为人知的作家的手稿，通过数千份的珍
稀手稿和书籍，该合集提供了主要文学人物的生平和作品。学者可通过这些珍稀档案发现重
要的文化和历史资源，

➢时间跨度：1120-1900

➢作家包括：阿芙 • 拉贝恩，威廉 • 布莱克，勃朗特姐妹，罗伯特 • 伯恩斯，托马斯 • 卡莱尔，
威廉 • 考珀，亚历山大 • 蒲柏，劳伦斯 • 斯特恩等等。

➢涵盖早期英语文学的伟大作品，如《贝奥武夫》、《高文爵士与绿骑士》以及《坎特伯雷故
事集》等，宗教著作如：《良心的刺痛》，约克和考文垂神秘戏剧，约翰威 • 克里夫、朱利
安 • 诺维奇和马杰里 • 肯普的著作等

➢资料来源：
大英图书馆、莎士比亚图书馆、亨廷顿图书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国家艺术图
书馆、苏格兰国家图书馆、普林斯顿图书馆、勃朗特故居博物馆、克拉克纪念图书馆

➢内含2个部分：

第一部分：1600-1900

第二部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



BRITISH LITERARY MANUSCRIPTS ONLINE
英国文学手稿在线

坎特伯雷故事集雾都孤儿



EARLY ARABIC PRINTED BOOKS FROM THE BRITISH  Library
大英图书馆早期阿拉伯书籍

产品介绍：

第一个大型的、可全文检索的、20世纪前阿拉伯书籍在线档案库，数字化了大英博物馆

基于A.G.Ellis目录（1894-1901年）收藏的的阿拉伯书籍（1473-1900年）。这一久负盛名

的收藏收录了400多年来以阿拉伯文印刷的书籍及其欧洲和亚洲语言的翻译版。这些书

籍呈现出了欧洲对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思想和知识的兴趣、研究和同化，以及阿拉伯世界

丰富的科学、诗歌和伊斯兰文学遗产。



EARLY ARABIC PRINTED BOOKS FROM THE BRITISH  Library
大英图书馆早期阿拉伯书籍

➢第一个可全文检索的阿拉伯语数字图书馆

➢时间跨度：1473-1890

➢近7,000册， 230万页可全文检索的内容

➢内容涵盖：

伊斯兰、基督教专著、文学、法律、科学、数学、

历史、地理、星相学等学科内容

➢内含3个合集：

宗教与法律

科学、历史、地理

文学、语法、语言、目录、期刊

➢档案来源：

大英图书馆



EARLY ARABIC PRINTED BOOKS FROM THE BRITISH  Library
大英图书馆早期阿拉伯书籍

Behá-ed-Din Zoheir的
诗歌作品英文翻译

阿拉伯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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