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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报》历史典藏，1986-2016年”是完整收录该报从第一期直至2016年末发行所

有各期的数字化档案。它包含从1990年起的《星期日独立报》，并重现了从2005年后发

行的的全彩版面。

《独立报》历史典藏，1986-2016年

《独立报》简史

《独立报》是英国主要的全国性日报，于1986年创刊，

并不附属于任何大型企业或政治派别。因其独立的编辑

立场，它迅速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与其常常公然政治

化的竞争对手截然不同。该报任用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

记者和专栏作家，通常被认为是中立派，对自由市场、

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有着别具一格的观点。

在这三十年间，《独立报》在各类议题的讨论中都占据

了强有力的导向地位。它在1987年和2004年两次获得年

度最佳报纸奖，因其“坚持与勇敢”的编辑立场而获得

认可。

它被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点燃了报纸排版创新的火花，

该报的外观焕然一新，随后又于1996年在头版引入全新

的理念。从那以后，这份报纸就因反传统和吸引眼球的

头版而闻名，常常采用整幅的照片或图片，而不是传统

的标题和文字新闻。

更多关于《独立报》的历史，请访问：gale.com/primary-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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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做出很多竞争对手不得不接受的创新之举，设定新闻议题，开启现代新闻报道历史上里程碑式的

进步之路。

• 挑战对主要议题的传统观点，常常质疑和追问公认的主流立场

• 通过创新、激进和具视觉冲击的设计，不断改变着新闻呈现的方式，而这也是该报贯彻始终的重要特

色之一

该典藏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该典藏提供了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英国主流媒体截然不同的视角，收录《独立

报》在2016年完全转为数字版之前发行的所有各期印刷版。《独立报》的成就包括：

“America votes.” Independent, 4 Nov. 2008

“Chasing C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11 Mar. 2001

“Journey into the beating heart of Africa.” Arts & Books Review, Independent, 13 Oc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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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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报》历史典藏，198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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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贵的历史视角

除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传统新闻报道外，《独立报》也因其新闻的导向性而著

称，在英国国内和国际议题上，常常站在与绝大多数主流观点相对立的一面。一

些知名的新闻运动例如：

• 支持移民进入英国，与主流英国媒体的观点截然不同

• 南斯拉夫解体后，在1993年要求联合国干预萨拉热窝局势

• 9/11袭击后，批评美国和英国与反恐战争相关的外交和国内政策

知名撰稿人

在其历史上，《独立报》吸引了很多知名获奖记者和作家为其撰稿，同时也吸引

了很多各个领域的撰稿人，从艺术家和小说家到政治家和新闻主播，例如：

• 罗西·博伊科特（Rosie Boycott，1941- ），记者和女性主义者，她在1971年创

办了《Spare Rib》，后来又成立了专著女性写作的Virago出版社。

• 罗伯特·菲斯科（Robert Fisk，1946- ），任《独立报》驻中东特派记者二十多

年，七次获得“年度最佳国际记者”

• 威廉·里兹-莫格（William Rees-Mogg，1928-2012），被认为是极具影响力的

记者，前《泰晤士报》主编，上议院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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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China’s financial power play.” 
Independent, 7 Sept. 2015

中图：“Devastated Christchurch 
uninhabitable for months.” Independent 
on Sunday, 27 Feb. 2011

下图：“Subhas Chandra Bose: India’s 
lost freedom fighter.” Independent, 8 Feb. 
2016

多学科的资源

该典藏支持多个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英国国内和国际

大事。该典藏的内容涉及：

• 艺术和文化

• 商业与经济

• 当代史

• 性别与女性研究

• 二十世纪历史

• 政治与国际关系

• 地区史

• 科学与技术

• 社会史

•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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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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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日邮报》历史典藏，1896-2004年
该典藏提供了对100多年这一主要英国全国性报纸的

访问，可查看完整的数字化页面复本，大量的广告、

新闻报道和图片记录了二十世纪文化和社会的点滴，

提供了重要的、有别于伦敦《泰晤士报》和《独立

报》等报纸的视角。

DAILY MAIL  
HISTORICAL ARCHIVE, 189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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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Various sources. Primary Source Media. The Independent Digital Archive, 198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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