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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Glen Roe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ECCO and “Commonplaces”

“Commonplaces”是18和
19世纪摘抄文字的流行

方式，类似于引用，但
很少注明出处。

Glen Roe博士和他的团
队在ECCO数据中寻找这

种摘抄，想要在这个历
史时期文字是怎样被规
律 性 的 重 新 使 用 的
（《圣经》除外）。早
期的一些发现表明，莎
士比亚和亚历山大·蒲柏

是最常被摘抄作品的作
家。

Dr Clovis Gladstone
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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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W., G. BERNARD, and VIOLET R. 
MARKHAM. "Woman Suffrage." Times 31 Oct. 
1906: 8.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URL
http://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3USpS4

Dr Kat Gupta
诺丁汉大学

The Times and Suffrage

Gupta 博 士 利 用 来 自

“《泰晤士报》数字典
藏”的OCR数据，探讨

报纸上的语言如何描述
1908-1914年英国女性争
取投票权的运动。

尽管选举权运动由很多
不同背景和理念的团体
组成，Gupta博士发现报

纸总是用同样的方式形
容这一运动——暴力和
危险的运动。

http://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3USpS4
http://solutions.cengage.com/Gale/Product-Icons/


Prof. John O’Brien 

弗吉尼亚大学（与内布拉
斯加大学合作）

Mercurius Elencticus (1647) (London, 
England), July 19, 1648 - July 26, 1648; 
Issue 35. p8

Athenian Gazette or Casuistical
Mercury (London, England), Saturday, October 1, 
1692; Issue 10. p1

Burney and poetry hunting

John O’Brien教授认为在
18世纪实际发表的诗歌

的数量远远多于当今文
学学者知道的。而大部
分的这些诗歌都“隐藏”
在报纸和杂志中，常常
与常规的散文混杂在一
起。

这个项目采用了伯尼典
藏的OCR数据，开发了

一个软件，能够检测是
否在报纸中有一段诗歌，
并且能把它从其他文字
中提取出来。这将扩展
已知的18世纪语料库，

可能使其变为双倍或三
倍，甚至更多。



The Times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Prof Dallas Liddle
奥格斯堡学院

Dallas Liddle教授通过统

计《泰晤士报》上文章
的字数随时间的变化，
揭示出随着印刷技术的
发展，报纸的篇幅得以
快速增加，为人们提供
了更多详细的时事资讯，
同时也见证了新闻业的
发展轨迹。

http://solutions.cengage.com/Gale/Product-Icons/


Economist and Japanese Bonds

利用《经济学人》杂志，
Kishida教授考察了20世

纪早期债券的浮动及其
利息。

他证明了这种浮动如何
反映出英国投资者在日
俄战争后数年对日本政
府政策的兴趣与信心。

Prof. Kishida
日本大学



Dr Hazel Wilkinson,
剑桥大学

ECCO & Printers’ Ornaments

Hazel Wilkinson博士利用

《十八世纪作品在线》
建立了一个装饰品数据
库“Fleuron”，收集了
约1440-1830年之间手工

印刷时期，为了让文字
更加生动和美观，印刷
商在各类书籍上印刷的
装饰图案。这种装饰首
字母、标题和空白区域
的做法源自于手工抄写，
特别受到宗教手稿的启
发。

Wikinson博士因为此项
目获得了500欧元的数
字人文大奖。



“American Fiction 1774-1920”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ords in 27k novels 

https://litlab.stanford.edu/distributions-of-words-27k-novels/

David McClure 
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

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
利用Gale《美国小说，
1774-1920 年 》 中 的
18,177本小说以及《芝

加 哥 小 说 语 料 库 》
（ 1880-2000 年）中的
9,089本小说研究了特定

词语在这些小说出现的
频率和位置。

他们发现“死亡”这个
词在小说结尾处出现的
更为频繁，作为一个故
事的终结；而形容男子
外貌的词语“健美的”
以及其他正面的描述性
词语则更多的出现在小
说的开头。



SPO & Tudor Networks of Power

Prof Ruth Ahnert
伦敦玛丽皇后大学

Sebastian Ahnert
剑桥大学

Ahnert 教 授 等 人 利 用

《英国政府档案在线》
的元数据调查了谁与谁
在通信，然后从数学上
计算出在这些通信网络
中谁是最有影响力的人。
其中的结论之一是，他
们能够预测出谁可能是
间谍。通过数学的方法
发现通信发生的规律，
就能够显示出间谍嫌疑
人。



Charles Dickens and Jew

Dr Michaela Mahlberg
伯明翰大学

Mahlberg博士把所有查尔斯 · 狄更斯的小说放入数据库。然后在"狄更斯语料库"上运行语
言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狄更斯在他的写作中使用反犹太语言。这在那个时期很典型，但人们读他的
小说时通常不会注意到这些。



Irish and Trials

赫特福德郡大学的Adam
Crymble博士尝试用电脑

对这些巨量资源进行分
析，找出以前未曾发现
的模式，提出新的问题。

他对英国历史上如何对
待移民这个问题很感兴
趣。他利用Gale的海量

文献研究了在伦敦的爱
尔兰人，发现爱尔兰人
出现在法庭审判中的次
数是其他人群的四倍多。



数字人文与英国报刊史研究

叶亢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叶亢老师利用Gale报纸

杂志历史典藏、《十八
世纪作品在线》和《十
九世纪作品在线》探讨
了英国报刊史的发展。
并以1882年埃及战争为

例，通过新闻媒体中对
埃及及“埃及危机”报
道的数量激增，分析出
伦敦各大报对舆论形成
起到的关键作用，以及
舆论形成的幕后推手。



数字人文视野下的“生”
基于“Gale原始历史档案”数据库的女性健康传播内容和网络传播

叶韦明副教授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叶韦明副教授利用37个
Gale原始档案库从观念、

知识、社会控制、孕妇
权利四个维度探讨了印
刷媒体时代女性健康知
识的传播与变迁，同时
反映出从神秘到科学的
女性健康知识发展历程，
以及孕产妇护理和治疗
的医学发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