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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历史典藏，1843-2015年”现在为你呈现从1843年至2015年的全部

近9,000期内容。它完美重现了纸本期刊的全彩印刷，收录该刊的每一页、每一篇导

语、信件、文章和金融指标，让学生和学者、图书馆员及公众读者都能够探索全球事

件，思考它们的影响，分析他们的后果。

《经济学人》历史典藏

《经济学人》简史

客观且编辑独立，《经济学人》杂志因其一贯的国际视

角及其在政治和商业事件中极少受政府摆布而闻名于

世。1843年8月1日，《经济学人》第一期出版，旨在倡

导自由贸易及个人自由。

《经济学人》选择匿名发表文章的原因是相信写了些什

么比是谁写的更为重要。1938年至1956年任《经济学

人》主编的乔弗里·克劳瑟（Geoffrey Crowther）说，匿

名制度让编辑“并非主人，而是服务远比自己伟大的某

种事物的仆人”。

《经济学人》全球发行量超过140万份，不断为读者带来

对每周全球大事的最翔实、最全面报道，讯息来自全球

各地。它也一直受到全球精英人士的青睐，为他们呈现

对全球制定议程与做出决策之人关注焦点的宝贵洞察。

更多关于《经济学人》的历史，请访问：gale.com/economis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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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和查看高质量的扫描复本，包括利用最新数字成像技术获得的全彩色页面（1977年以后及现存彩

印本）。

• 导出数据作为研究项目的一部分，部分表格可全文检索和下载，包括1983年以后的主要指标表格

• 充分利用涉及某些国家和行业的特别调查和增刊，以及知名的、极具影响力的白芝浩（Bagehot）专

栏、查理曼（Charlemagne）专栏和克星顿莱（Lexington）专栏。

该典藏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经济学人》历史典藏”收录该刊所有过刊，正是所有过往各期的内容使得《经济

学人》成为跨越几个大洲、几个世纪的独特历史记录。感谢经济学人智库与Gale的独

家合作，这一全球知名周刊的全部过刊的每一页现在都能够为学者和研究者所用。用

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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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E原始档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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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检索频率（TERM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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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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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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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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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贵的历史视角

170多年来，《经济学人》已经声名远播，是翔实且可靠资讯的来源。它坚持独

立的编辑立场，并对每周全球大事做出睿智的分析。它涵盖：

• 历史话题和事件，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柏林墙的倒塌、石油危机、

玛格丽塔·撒切尔就任英国首相、切尔诺贝利核事故、9/11事件和印度洋海啸

等。

• 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例如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了世界经济？英国对欧洲一体化

的立场在过去数十年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恐怖主义对全球政治造成了怎样的

影响？

国际性的刊物

从全球经济到世界饥饿，从欧洲到最后的疆界，《经济学人》报道全世界的当前

趋势，并将它们置于经济和政治背景之下。它的国际性集中体现在三个著名的常

规专栏中：

• 白芝浩（Bagehot）专栏，主要报道英国事务。最初由十九世纪英国宪法专

家、政治分析家和《经济学人》主编白芝浩（Walter Bagehot）主笔。

• 查理曼（Charlemagne）专栏，主要报道欧洲（欧盟）事务。这一专栏的名称

来源于第一任神圣罗马皇帝查理曼大帝。

• 莱克星顿（Lexington）专栏，主要报道美国事务。这一专栏以美国南北战争爆

发的地点、马萨诸塞州的莱克星顿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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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资源

《经济学人》的办刊主旨与方法在过去和今天都十分重要，而这一独特的数据库

为所有从事商业与经济、政治与国际事务、近代史和管理学研究的人士提供了必

不可少的研究工具，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

• 广告学

• 艺术与娱乐

• 商业与金融

• 历史

• 地理

• 国际事件

• 媒体与新闻学 

• 政治

• 科学 

• 体育

• 技术

“《经济学人》历史典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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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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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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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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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UNTER兼容的使用量报告

• 提供MARC记录



更多有关该典藏的历史、内容和特色，

请访问：gale.com/ghn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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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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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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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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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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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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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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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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就是力量，

学习就是汲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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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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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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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经济学人》历史典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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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晤士报》数字典藏

这一档案库收录200多年来《泰晤士报》的可全文检

索数字化复本，是最重要的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和二

十世纪新闻报道资源之一，涵盖了从1785年至2014年

每一期的每一页。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金融时报》历史典藏，1888-2016年
该档案库是从事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公共事务

及经济和金融历史研究的人士必不可少的资源，综合

全面、客观公正。

FINANCIAL TIMES  
HISTORICAL ARCHIVE, 188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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