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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论坛报》在160多个国家发行，读者遍布全球，是最具创新性和原创性的

报纸之一，因其客观的态度和简洁的报道著称。它从国际视角出发，提供了与英美媒

体截然不同的宝贵观点，丰富研究的层次。

《国际先驱论坛报》历史典藏，1887-2013年

《国际先驱论坛报》简史

这份报纸创刊于1887年10月，是《纽约先驱报》（The 

New York Herald）的欧洲版。继1924年《纽约先驱报》

与《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合并、1934年

收购《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巴黎版

之后，1935年该报更名为《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欧洲版。

随着1966年《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停刊，欧洲版因为

1967年《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成为其股东而得

以幸存，并更名为《国际先驱论坛报》。到2003年，该

报由《纽约时报》独家所有，在2013年被重新改名为《

国际纽约时报》（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该

典藏也截止在这一年。

尽管几番易主，《国际先驱论坛报》始终保持了编辑独

立，坚持发表其独家的内容。尽管一些内容在2002年后

与《纽约时报》有重叠，但二者大部分的内容仍完全不

同。

更多有关《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历史，请访问：www.gale.com/ihtinfo

“Stalin Near Death”, New York Hearld Tribune (Paris), March 5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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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文章年代

超过600万篇
文章数量

近500,000页
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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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年
最晚文章年代

2013年

该典藏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源自其办刊宗旨的撰稿人及观点的多元化使得该报发表了很多对大众而言独树一帜、

见解深刻的新闻报道。

研究者通过该典藏能够：

• 探讨比许多其他报纸都更加多元化的声音，撰稿人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呈现了不同于英美媒体

的视角。

• 访问其他任何《纽约时报》档案典藏中都未收录的内容，因为《国际先驱论坛报》始终保持编辑独立，仅

在2002年之后有少量内容与《纽约时报》重叠。

• 分析塑造现代国际社会的人类进步，提供对重大历史里程碑式事件的不同声音和视角。

• 在随时、随地都能够访问的独立平台上做出新发现，轻松整合到研究工作流程中。

• 与其他Gale原始档案产品交叉检索，通过访问大量数据和元数据，打开数字人文研究的新道路。

“Salon d’Automobile 1903”, The New York Herald, European Edition, December 10 1903

“U.S. Views Satellite as Russian Victory”,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European Edition, 
October 7 1957

“Lindbergh Arrive on Record Breaking Flight”, The New York Herald, European Edition, 
May 22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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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历史视角

《国际先驱论坛报》涵盖了很多重要的议题、话题和事件，均收录在该典藏中，提供

丰富的新闻报道、观点和社会反响。共计近500,000页，“《国际先驱论坛报》历史典

藏，1887-2013年”中收录了该报的完整扫描复本，呈现了大量的观点，一些甚至是非常

规的和出人意料的，很多观点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其他主流报纸。著名的新闻报道例如：

• 白教堂谋杀案，利用最前沿的通讯技术，超越传统的新闻报道，呈现国际社会的反响与

观点。

• 汽车时代的来临，包括一系列的文章，探讨女性司机是否得体、新的公路礼节以及早期

的旅行装备广告等。

• 太空竞备，从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入轨到在月球表面着陆，记录了美国与俄罗斯之

间的竞赛

• 航空里程碑，从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和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的飞行到最早的国际热气球大赛和现代旅游业的发展。

• 抵达南极点，报道了阿蒙森船长（Captain Amundsen）和斯科特船长（Captain Scott）之

间传奇的探险竞赛。

内容亮点

《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很多二十世纪最与众不同、最值得尊敬的记者的文章，撰稿人

来自全世界各地。著名撰稿人例如：

• 阿特·布赫瓦尔德（Art Buchwald，1925-2007），长期幽默专栏的作家，这一专栏后来

成为了该报最受欢迎的常规栏目，常常成为流行文化中的热门话题。

•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enger ，1923- ），著名政治学家和美国外交家，二十世纪政

治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

• 威廉·帕夫（William Pfaff，1928-2015），著名政治评论家和作家，长期为该报撰写政

治评论专栏，直至去世，也出版过多部权威著作，涉及民族主义和外交政策等议题。

多学科的资源

该典藏包含丰富多样的内容：战争报道到政治，文化评论到科学和技术以及其他众多的话

题和事件。这些内容对以下领域的研究者而言极具价值：

• 商业与金融

• 英语语言和文学研究

• 欧洲研究

• 性别与女性研究

• 科学与技术

• 社会研究

• 美国史

• 政治

• 社会史与文化史

• 媒体研究

• 军事史与战争研究

• 帝国史与殖民研究

• 跨国研究与国际关系

• 旅行与旅游

• 人文学科

• 文学、艺术与流行文化

• 社会科学

• 西欧研究

www.gale.com/ihtinfo

上图：“Vase en biscuit de serves”, The New 
York Herald Supplemnt d’Art, September 
2 1902

中图：“l’Oeuvre d’Albert Durer”, The New 
York Herald (Paris), March 10 1912

下图：“Succession de Madame Roussel”, 
The New York Herald (Paris), March 10 1912

“《国际先驱论坛报》历史典藏，188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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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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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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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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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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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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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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关该典藏的历史、内容和特色，请访问：gale.com/ghn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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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了近230年来该报发行的每

一页。作为全球知名的报纸，《泰晤士报》涵盖了所

有重大国际性历史事件，从法国大革命到伊拉克战

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历史纪事。它是历史、文学、

文化、商业等众多研究领域的必备资源。

《独立报》历史典藏，1986-2016年
《独立报》是主流的英国全国性日报，创刊于1986

年，与其常常公然政治化的竞争对手截然不同，因在

毒品合法化、反恐战争和环境问题等议题上的无畏编

辑立场而闻名。尽管它中间偏左的社会和政治定位，

该报仍任用了很多保守派专栏作家，在经济问题上通

常持亲市场态度。

2016年《独立报》停止发行印刷版，该典藏也进行了

相应的更新，完整收录这一标志性的报纸。

如果“《国际先驱论坛报》历史典藏，188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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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THE INDEPENDENT  
DIGITAL ARCHIVE, 198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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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更多详情，请与我们联系：

GaleChina@cengage.com
关注 Gale 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