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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典藏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星期日泰晤士报》历史典藏，1822-2016年
“《星期日泰晤士报》历史典藏，1822-2016年”将两个世纪的新闻汇集在一个资源

“《星期日泰晤士报》历史典藏”的价值在于对多个学科的广泛覆盖，同时呈现对英
国国内和国际议题与新闻故事的观察。该典藏为研究者丰富了他们研究：

中，提供该报截止2016年底发行的全部各期，包括增刊在内。它让用户能够轻松探索

• 覆盖范围极为广泛，这是唯一一个在线数字化档案库，完整收录历史上发行的该报及其增刊的每一期。

近200年的新闻报道、调查报告和评论，均来自英国最著名的星期日刊物。

• 《泰晤士报》典藏以外的内容，《星期日泰晤士报》是与《泰晤士报》完全不同的报纸，直至1966年，
虽然同属一家公司，但仍保持编辑独立。

文章数量

• 难于在其他地方找到的珍稀内容，因此较不为人所知，该报19世纪发行的各期仍很难在该档案库以外访

页数

380多万篇

超过800,000页

问到。
• 该档案库可与其他Gale原始档案产品交叉检索，通过访问大量的数据与元数据，为数字人文研究打开新
的道路。

最早文章年代

1822年

最晚文章年代

2016年

跨越时间

190多年

《星期日泰晤士报》简史
自1822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坚持对每周新闻和社会
事件提供详尽且深刻的分析与评论。从英国国内和国际
大事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日常生活，该报始终以发
表所有适于印刷的新闻报道为宗旨。该报因它的新闻调
查和宣传运动而闻名，发表了很多二十世纪轰动一时的
新闻报道。专注于新闻调查的社会观察团队成立于1963
年，发表的第一篇社会宣传性质的报告揭露了20世纪60

The Sunday Times, February 16 1992

年代的萨多利胺丑闻，开启了该报的一项长期传统，以
新闻报道大力推动社会运动。
尽管名称相近，《星期日泰晤士报》与《泰晤士报》是
完全不同的两份报纸，1966年这两份报纸归属于同一家
公司。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星期日泰晤士报》仍坚持
与《泰晤士报》保持编辑独立，有着自己对新闻的阐述

The Sunday Times, May 01 1994

和视角。有时它也曾引起过争议，对英国国内和国际重
大问题发出反对的声音。

The Sunday Times, June 06 2004

更多关于《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历史，请访问：www.gale.com/primary-sources
The Sunday Times, August 19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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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历史视角

GALE原始档案项目

《星期日泰晤士报》因它的新闻调查和宣传运动而闻名，它揭露了很多二十世纪
的著名新闻事件和丑闻。在该档案库中，研究者可以追溯近几十年来最轰动一时

“《星期日泰晤士报》历史典藏，1822-2016 年”是 Gale 原始档案项目中众多档案库的一个。这一项目提

的新闻，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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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多利胺丑闻，该报花费十年的时间进行宣传，要求赔偿受害人，提供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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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不幸副作用的案例和证据。
•

揭露金·菲尔比（Kim Philby），在莫斯科与前英国军情六处特工当面对质，
曝光了他苏联间谍的身份，尽管很大可能是他的一个掩护身份。

•

希特勒日记，二十世纪最大的骗局之一，在最终承认被骗之前，该报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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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真实性辩护了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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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撰稿人
《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很多二十世纪最出色、最知名记者的文章，涵盖英国

话题查找器（TOPIC FINDER）

国内和国际上的各类议题。该档案库收录的知名作者的文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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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玛丽·科尔文（Marie Colvin，1956-2012），二十世纪最令人尊敬的战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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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她报道了科索沃、东帝汶、利比亚、斯里兰卡和叙利亚等地的主要战
争冲突。
•

•

文本和数据挖掘

哈罗德·埃文斯爵士（Sir Harold Evans，1928- ），该报主编，对新闻调查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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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报也因此出名，他本人在2004年因对新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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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贡献而被授爵。

研究领域。

大卫·霍尔顿（David Holden，1924-1977），任首席驻外记者12年，专长报道
中东事务。

其他工具和特色
多学科的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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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报因对国际大事的新闻报道而闻名，但同时也密切关注文化生活及其与政治事

• 固定不变的URL，可用于课程课件或分享

务的关联。自第一期起就包含大量的艺术和文化新闻报道，而过去的几十年中也

• 主题标引让内容更容易被发现，并揭示重要数据元素

在各个领域内不断扩张，从时尚和风潮到汽车和技术。该档案库会引起多个学科

• 用户账户便于用户保存文档和引文至云存储空间

领域内研究者的关注，包括但不仅限于：

上图：The Sunday Times, March 13 2005
中图：The Sunday Times, July 23 1995
下图：The Sunday Times, January 02 2005

• 商业与经济

• 政治

• 19世纪历史

• 宗教

• 20世纪与当代历史

• 科学与技术

• 戏剧与剧院

• 社会史

• 英国文学

• 体育

• 欧洲研究

• 旅行

• 性别与女性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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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ale.com/primary-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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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泰晤士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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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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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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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大革命到伊拉克战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历史纪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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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ISTORICAL ARCHIVE, 1902–2014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历史典藏，
1902-2014年

EMPOWER DISCOVERY 给予学生和研究者发现的力量：

自1902年以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因高品质的写

•

发现新关联，并利用它们为你的研究领域做出独特的贡献

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和评论家为其撰稿，从20世

•

利用原始文献资料发现相关内容，得出你自己的结论

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T.S.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

•

发展创新思想，探索未知途径

到90年代和21世纪的A.N.威尔逊和克里斯托弗·希钦

™

作、文学发现和见解深刻的讨论而闻名于世。它吸引

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从1902年至2014年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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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各期都完整收录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历史
典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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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