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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邮报》历史典藏，1896-2004年

该档案库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该档案库的价值来自于它对大众市场普通读者兴趣点的深入观察。它比大报更加强调

“《每日邮报》历史典藏，1896-2004年”是可全文检索的数字化档案，让研究者和

平民化的、煽情的新闻报道，呈现了对英国史和世界史截然不同的声音。“《每日邮

学生能够全文检索近一百万页的报纸过刊，包括罕见的《每日邮报大西洋版》。

报》历史典藏”中的内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 它包含特刊以及《每日邮报大西洋版》，后者极为罕见，甚至在大英图书馆也没有馆藏
• 它是少数几个明显更关注女性读者的报纸之一，提供了对女性态度、女性兴趣和女性观点的重要观察，

文章数量

页数

超过675万篇

近82万页

最早文章年代

1896 年

最晚文章年代

2004年

期数

而这些则很少见诸于其他报纸
• 与较为传统的媒体相比，它刻意以大众市场读者为目标，呈现了对目标读者如何影响新闻报道的表述及
如何影响新闻报道的构成要素的深入观察。

36,500多期

《每日邮报》简史
《每日邮报》自1896年起就处在英国新闻业的核心位
置，常常改变政府政策的进程并发起全国性的辩论，
从来都不惧争议。通过短小且生动的新闻报道、时刻
不忘富于人情味的写作风格，它在众多的报纸中独树
一帜。它在一夕之间就取得了成功，稳固树立了“英
国中产阶级”报纸的地位。它通常更受保守读者的青
睐，提供了对保守党基层人士所关注政治问题的深入
“Lebanon gun battles rage as pull-out by Israel turns to chaos.”
Daily Mail, 24 May 2000

观察。
除了常规版面外，它是唯一一份大众市场报纸，曾在
跨大西洋的班轮上印刷和发行其独立版面。《每日邮
报大西洋版》在1923年至1931年间发行，直到大萧条

“Why the West is wrong over the Balkans.” Daily Mail, 6 Aug. 1998

时期使其无法继续发行。这些版面发表的内容不同于
常规的伦敦版报纸，包括专为这一旅程委托撰稿的文
章，特别强调美国相关的内容、新闻报道以及旅行者
在抵达纽约或伦敦后将会看到什么。

更多有关《每日邮报》的历史，请访问：gale.com/c/daily-mail-historical-archive
“IRA Threat to Cabinet.” Daily Mail, 2 Feb. 1972

“Reagan’s New World.” Daily Mail , 6 Nov.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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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历史视角

GALE原始档案项目

除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传统报道，《每日邮报》也建立了报道重大独家新闻的
渠道，常常派遣记者执行不同寻常的任务并发表对大众文化造成巨大影响的新

“《每日邮报》历史典藏，1896-200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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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报道。一些亮点内容包括：

个开创性的研究环境，至今已整合了50多个数字化项目，让研究者能够在近2.5亿页的历史文献中通过一

• 1909年3月，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发给《每日邮报》的电报讲述了他在南
极的探险之旅，这一报道占据了四栏半的篇幅，成为了《每日邮报》最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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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新闻报道之一。
• 带领两名夏尔巴人和一名脚夫，拉尔夫·伊泽德（该报的明星记者之一）在
没有专业装备的情况下，跟随埃德蒙·希拉里的探险队从大本营直达18,000英

术语检索频率（TERM FREQUENCY）

尺（约5486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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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罗·麦卡特尼为《Sgt. Pepper》专辑创作的《She’s leaving home》来源于
《每日邮报》报道的关于17岁梅兰妮·寇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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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话题查找器（TOPIC FINDER）

著名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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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览其历史，《每日邮报》吸引了很多最负盛名的人物和先锋人物为其撰稿，
产生了他们所处时代最值得尊敬、最受欢迎的新闻报道。这些撰稿人例如：
• 诺埃尔·巴伯（Noel Barber，1909-1988）：无畏的记者和著名小说家，他在
摩洛哥和匈牙利工作时险些被杀害，并在1955年穿越了南极。
• 安·莱斯利（Ann Leslie，1941-）：资深战地记者，1990年她亲眼见证了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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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他们的研究项目，并整合不同类型的相关内容。

文本和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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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逊·曼德拉走向自由。
• G.W.斯蒂文斯（G.W.Steevens，1869-1900）：可能是第一位一战记者，他
与基奇纳（Kitchener）的部队一起前往喀土穆，见证了乌姆杜尔曼战役。

其他工具和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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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学科的资源
该档案库支持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涵盖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主要的英国国内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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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事件。该档案库包含的内容涉及：
• 艺术与文化

• 媒体研究

• 当代史

• 政治与国际关系

• 性别与女性研究

• 宗教史

• 人文和社会科学

• 宗教与哲学

• 新闻学

• 科学与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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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下载OCR实现了在新的层面上访问和分析检索结果
• 无限制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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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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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The tale of two tyrants.”
Daily Mail 10 Oct. 1979.

• COUNTER兼容的使用量报告

Centre: “Why the Boat People risk all to
escape.”Daily Mail, 20 June 1979.

• 提供MARC记录

Bottom: “Rajiv Gandhi Assassinated.”
22 May 1991, Daily M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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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Gale原始档案项目的更多特色与工具，请访问：gale.com/primary-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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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日邮报》历史典藏，1896-200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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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就是力量，
学习就是汲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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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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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提供了发现信息的全新且独特的方式。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泰晤士报》数字典藏
“《泰晤士报》数字典藏”让研究者能够在线访问
到对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历史研究而言
极其重要的资源之一。该档案库每年更新，收录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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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年来该报发行的每一页。作为全球知名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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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晤士报》涵盖了所有重大国际性历史事件，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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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大革命到伊拉克战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历史纪

则是你研究中的一个宝贵组成部分。利用Gale的原始档案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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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贡献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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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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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THE TELEGRAPH
HISTORICAL ARCHIVE, 1855-2016
《每日电讯报》历史典藏,1855-2016年
全球曾经最大发行量报纸的可全文检索数字化档案。

EMPOWER DISCOVERY 给予学生和研究者发现的力量：

研究者和学生可以全文检索140多万页该报的过刊，

•

发现新关联，并利用它们为你的研究领域做出独特的贡献

日电讯报》。

•

利用原始文献资料发现相关内容，得出你自己的结论

•

发展创新思想，探索未知途径

™

从第一期直至2016年末，包含从1961年创刊的《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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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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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培育卓越研究的文化，营造知识发现的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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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有关该典藏的历史、内容和特色，
发现Gale原始档案项目的更多特色与工具，请访问：gale.com/primary-sources

请访问：gale.com/ghn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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