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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品牌The North Face利用维基百科来挤进谷歌搜索结果的第一位
著名服装品牌 The North Face 及其所雇佣的一家广告公司被逮到利用维基百科
在搜索引擎中的高权重来给自己的品牌进行宣传。这反响几何，又给人以何启示？

对《中国对外传播在维基百科平台中的机遇与挑战》一文之分析解读

来自暨南大学及华师大的两位学者对遵守维基百科规则的同时“讲好中国故事”
这一主题上进行了深入研讨。
《求闻》编译组将为您独家解读这篇论文。

基金会举办首届有用户组参与的董事会选举

本次选举权开放给所有受基金会承认的用户组，把选票数量翻三番到将近 150 票。
本次选举是怎样进行的？哪些人参选了董事会？中文维基社群对此又有何反应？

中文维基首次！新香港用户组反对《逃犯条例》声明登上滚动公告

中文维基百科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滚动公告栏的显眼方式呼吁或纪念某事。新香港
用户组刊登了该组反对《逃犯条例》的声明。

2020年Wikimania定于泰国曼谷举办

2020 年的 Wikimania 将在泰国曼谷举办。这是自 2013 年香港 Wikimania 以来，
Wikimania 七年之后再回亚洲。

台媒关注韩国瑜对手陈其迈维基条目遭篡改

2018 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在高雄市落败韩国瑜的民进党候选人陈其
迈条目日前遭人篡改，引发台媒关注。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维基发展状况喜人 最快预计年内正式上线

在台湾处于少数地位的濒危语言的撒奇莱雅语预计将在今年年内脱离维基孵育
场，正式建立自己的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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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寄语

《求闻》是一份由维基媒体社群志愿者志愿维护的期刊，由中国大陆维基人用

户组发起，
《求闻》编译组主办。本刊物致力传达本地和全域社群动态，把握维
基媒体脉动，重点为中文维基百科社群发展服务。

回望过去社群所踏过的崎岖道路，
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社群交流若是顺畅，
则无如此多的矛盾分歧。因此，我们决定创办这么一份刊物，希望能够为社群交
流起到促进的作用，同时也为社群中更多人发声。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直以来，维基人秉持朝闻夕死的信念，坚守五大支柱，才

能发展到如今地步。然而，在和平的外表下，暗流涌动。人心之有别，但吾等愿求
同存异，将不同的声音传递给每一位读者。

《吕氏春秋》记载有穿井得人之典故。故事的最后，作者写道：
“求闻之若此，不
若无闻也。”然而，社群中这样的传言又有几多真假，我们又愿意了解多少、相信
多少？我们愿与社群一起，畅通言路，砥砺奋进。

求索以明理，闻道以明德。有幸能在这个社群既黑暗又有希望的年代遇到你。愿
吾等能假一方净土、传一家之言，让社群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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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品牌
The North Face
利用维基百科来
挤进谷歌搜索结果
的第一位

【《求闻》北京 6 月 3 日讯】
著名服装品牌 The North Face

（通常俗称“北脸”或“北面”）及其所雇佣的一家广告公司

被逮到利用维基百科在搜索引擎中的高权重来给自己的品
牌进行宣传。

“北脸”的伎俩是怎么得逞的？
英文维基百科《路标》月刊引述市场宣传领域网媒“广告时

代”
（Ad age）说，
“北脸”公司让李奥贝纳广告公司帮忙替

换掉英文维基上某些世界名胜条目里所使用的照片，而被
用来替代的照片，是“北脸”有意摆拍的：摆拍的照片里除

了该有的世界名胜之外，还有一个穿着“北脸”服饰的人。
而在“北脸”和李奥贝纳广告公司合作炮制的照片里，
“北
脸”的标志总是清晰可见。

鉴于大多数人用谷歌之类的网站搜索时，会直接点击搜索

结果的第一项。而除了百度之外大多数搜索引擎是不能够
通过直接付费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网站排名的（而百度可以

通过臭名昭著的“竞价排名”来直接提升自己网站在搜索
结果里的位置）；而维基百科在谷歌等搜索引擎里权重地

位较高，被维基百科放在有关名胜介绍上的照片自然也更

《瓜里塔州立公园》
（Guarita State Park ）
为英文维基百科百科上遭篡改的条目之
一，其页首图片（上图）被身着“北脸”
服装的男性图像所替换。

容易获得谷歌等的青睐。
“ 北脸”
公司在得逞后吹嘘自己技俩的一

个视频中展示了数个被“北脸”
和李奥贝纳广告公司成功移花接

木的维基百科条目。他们在替换

了这些名胜条目旁边的图片后，
视频展示谷歌图片搜索果真就

把这些被“北脸”故意替换的图
片放在了首位。用户只需要点击
大图，
“北脸”的标志一览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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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脸”的视频里更露骨地解释了其手段的具
体做法。该视频字幕里写道，
“留意到每次出行

之 前， 所有人都 会 去谷 歌 上 搜 索目的 地
吗？”“而大多数时候抬头的第一张图片都是
来自维基百科的吗？”“你没留意到过，但我

们留意过，所以我们做了之前从未有人做过的
事”“我们在一些挑战者会去的场所拍了我们

品牌的照片”“然后我们把维基百科里的照片
换成我们的”。最后还不忘说，
“就是这么简

跟“北脸”合作的李奥贝纳广告公司是世界最

大的广告公司之一。其客户包括麦当劳、迪士
尼、任天堂等。

这出闹剧的始作俑者是“北脸”巴西分公司。

但很快此事成为了“北脸”公关的重点对象。

“北 脸”巴西分公司管 这一计 划叫“ Top of
images”，意为“图片之上”
“最好的图片”。

单……我们成功地修改了世界最难修改的地

被“北脸”和李奥贝纳广告公司恶意修改的条

没花”。视频里还写道“通过跟维基百科合作

兰的一座山。

方，即搜索引擎结果的首位……绝对一分钱都
的方式”，而事后维基媒体基金会回应自己没
有同“北脸”公司合作。

目有数十个，包括巴西的数个著名名胜和苏格
李奥贝纳广告公司还声称，
“Top of Images”
行动最大的障碍是要尽可能长地保证被他们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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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地图片维持在原来的位置，而避免吸引到

“北脸”和李奥贝纳广告公司可以在申报有偿编

为维基百科的编辑者可以随时把图片改回去。

自己从一开始就袒露身份，维基社群势必会加

维基百科的“版主”
（原文如此）的注意，因
“北脸”和李奥贝纳广告公司的手法对于在维

基百科上有一定站务经验的维基人来说比较可

辑的情况下来做出更改，但他们也清楚，如果
倍留意相关编辑，而想要把自己的品牌给混入
条目中更是不可能的。

笑：他们的一些账号就是用自己公司的名字注

有偿编辑在维基百科上出过不少的波澜。曾有

公司名注册账号的行为）。其账号有不少就叫

“保护费”，让企业交钱否则就把他们对应的

很有意思的是其中还有一个用户名就叫“请另

员和用户查核员最后抓出了这个敲诈者使用的

册的（而在大多数语言的维基上都禁止直接以

“北脸”“北脸澳大利亚”“李奥贝纳巴西”等，
取一个合乎规定的用户名”。这些傀儡小号在

葡萄牙语维基百科（巴西讲葡萄牙语）通过用
户查核被管理人员发现，然后悉数锁定。

人假借维基百科管理员的名义，向企业骗取

维基百科条目写得难看。英文维基百科的管理

381 个小号（在维基百科上，小号被叫做“傀

儡”），而这些小号新建的条目都被悉数删除，
无一例外。

为何此举违反维基百科方针？

英文维基百科月刊《路标》最近每个月都会提

2014 年 6 月起，维基媒体基金会禁止任何个

的关注度。现在维基媒体有关有偿编辑的规

人和组织进行未经申报的有偿编辑。这意味

着，维基百科仍然允许收钱写文的事情发生，
但被雇来写文的人在社群内会被跟其他志愿者
一样对待，并且需要向社群申报标清这笔编辑
是有偿做出的。所以，这些写“软文”的人所

做的编辑也会经过维基百科通常的质量审核
体系，诸如新页面巡查等，在质量不达标、被

认为广告气息浓重时，也会被移除。未经申报
的有偿编辑者则有可能被管理员封禁。

到有偿编辑，足见各个语言社群对有偿编辑
定，是由维基媒体基金会下达的，即用户可以
做有偿编辑，但必须申报。一直以来社群里都

有争论，希望完全禁止有偿编辑，但始终没有

一致意见。外界媒体也十分关注维基百科上
的有偿编辑，但并不是事事都会上升到像“北

脸”这样的地步：维基媒体基金会专门为此事
出了一份声明，而此前维基百科上有偿编辑很
少会引发这样大的反应。

所谓“有偿编辑”
，其实在中文圈里可以理解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维基百科里的“有偿编

“做百科”。维基百科社群运营的几个 QQ 群

这样的行为，而不是“北脸”直接给维基百科

的理由加群。在淘宝上随便搜索，也都能找

辑”指的是像“北脸”雇佣李奥贝纳广告公司

钱，让维基百科 把它的内容给加进 条目里。
维基百科和维基媒体基金会不会接受这样的

经常隔三岔五就会有人以“想要做百科”之类

到 很 多 声 称 可以“ 做 维 基 百 科”的 商 家 服
务——大多数的都是“做”百度百科的，但是

请求；尽管百度百科最近搞的所谓“本人词条

“做”维基百科的也不是没有。甚至有商家明

水起，只要能证明自己是自己，就能去改自己

此，但大多数中文维基人平时在编辑维护过

编辑”等把自己给自己写软文之类的活动风生
的百度词条，但维基百科从关注度、可供查证
等角度上都禁止类似的行为，甚至自己写自己

的条目，即“自传”在维基百科上都是很大的
忌讳。

码标价，根据难易程度来“做维基”。虽说如

程中几乎没有遇到过主动申报的有偿编辑。诚

然，有偿编辑的质量大多不会太好，但也是对
维基百科贡献的一种方式；而完全禁止一切

形式的有偿编辑，把路堵死，肯定又会适得
其反。而有偿编辑者为了避免社群“围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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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意，不主动申报也是意料之中。

元维基上的监管员锁定了“北脸”用
于宣传的多个傀儡账号

反响
维基媒体基金会在声明里澄清，基金会没有跟

“北脸”公司就此事合作，
“北脸”视频里所称的

“北脸”的标志。

“与维基百科合作”是不属实的。基金会还在

“北脸”随后在推特上道歉，说会停止这一宣

产无异。这不得不又让我们回想起大陆曾经一

的培训。但“北脸”在推特上的道歉并没有让

声明里指责，
“北脸”此举实际上跟破坏公共财
次维基爱古迹活动里某群跟“北脸”一样借贡

献维基百科之名，行破坏中国古迹之实的编辑
者。

声明说，在过去十八年里，维基百科的志愿者

一直在编撰、完善人人都能从网上免费索取的

五千多万条目；这些志愿者每时每刻都在从偏
见和谣传之中守护着你所读到的内容。这是我

们维基百科赢得你信任的方式。但当你见到

“北脸”公司利用了你对维基百科的信任，只
是为了多卖几件衣服时，你应该为之感到生

气。声明还强调，仅仅为了商业推广用途而编
辑维基百科违反了我们维基百科作为一个为全

世界提供中立、基于事实的知识的宗旨和使
命。

维基百科的志愿者们在得知此事后，换回了

“北脸”篡改前的图片，或是从图片上截去了

传活动，并加强对自己员工在遵守网站规章上
网民及维基百科贡献者感到满意。

《路标》月刊以“就想象一下”
（Picture That）
为题进行了报道，同时呼吁维基人对此事发表

看法。笔者留意到，下方有英文维基百科编
者认为，
“北脸”应该通过给维基百科捐款的方
式道歉。商业公司通过给维基媒体捐款的方

式，对使用维基媒体上的内容表达谢意是很常

见 的 。 谷 歌 和 亚马 逊 都 曾 因 其 搜 索 引 擎 、
Alexa 语音助手等使用了维基百科中的内容，
为表达谢意而给维基媒体捐款。

“北脸”道歉下获得点赞最多的一条回复也要求
“北脸”更诚恳地道歉且要公开于众，并且换

掉李奥贝纳广告公司。很多回复留言都指出李
奥贝纳广告公司没有做出任何回复，而他们对
其感到十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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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脸”还辩解说，这是他们巴
西分公司私自跟李奥贝纳的合
作，总部并不知情。

据《纽约时报》报道，李奥贝

纳巴西声称他们采取了不寻常
的手段，但其手段与维基百科

的社群指引“相抵触”。而作为

“北脸”和李奥贝纳视频中又一

主角的谷歌（别忘了他们是希

望通过维基百科来达到谷歌搜

索的首位），没有就此事置评。
《纽约时报》文章认为，我们需

要反思外界信息是如何渗入数
字世界的，而这些渗入了数字

世界的外部信息可能会影响公

Coutsey: Wilfried Bauer / CC BY-SA 3.0

众对某一人物、某一公司或某
一事件的看法。美国宾夕法尼

亚大学市场学教授认为，
“北脸” 款，但他们拍摄的图片的版权
此举完全违背了所有维持顾客 却被“被迫地”捐献了出来。
信任的因素，而“北脸”应该

想办 法让 顾 客多看到“北 脸” 如前文所述，谷歌和很多其他
自身所宣扬的运动、挑战之类 搜索引擎会大量使用维基百科
的目标 ， 而 非 让 顾 客 就 看 到

“北脸”这么一个牌子。

上的内容。2017 年汉堡王公司
也曾 经 做 过 类 似 弄 巧成 拙 的

事：汉堡王的一个广告视频会

《卫报》对此事的报道中提到， 触 发 收 听 者 使 用 的 安卓设 备
尽管有关的图片被从维基百科 （或“谷歌家庭”设备），问他
条目上移除，而这些图片在维

们汉 堡王有名的“皇堡”是什

的版本也被替换成“北脸”标

备的语音助手会从维基百科调

基百科的图床维基共享资源里
志被裁掉的新版，但因为维基

百科和维基共享资源的版权协
议要求所有上传到其中的图片

都必须要开放版权，这也就意

么。而安卓和“谷歌家庭”设
取数 据，读出诸如“皇堡”成

分的信息。在发现了这一点之

后，英文维基百科“皇堡”条目
屡遭破坏。破坏者在条目记述

味着任何其他人可以从此自由 “皇堡”成分的内容里写上“有
“有婴儿”之类的词。
地利用“北脸”和李奥贝纳广 氰化物”
告公司拍摄的图片，无需向他

们征得同意。最后“北脸”可 “北脸”的广告宣传手法最后适
能还是没向维基媒体基金会捐 得其反。如今在中文、英文等

语言维基百科 搜索“北脸”条

目，其“滥用维基百科进行宣
传”的相关段落赫然在目。

维基百科作为自由的信息源泉，
在“北脸”和汉堡王，以及其

他各式衍生事件中起到的作用

都是类似的。谷歌等服务引用

维基百科中的数据，而他们则

瞄准了维基百科来推销他们的

服务。虽然两者 都没有善 终，
但这也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维基

百科作为自由知识来源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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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tsey: DAVID ILIFF / CC BY-SA 3.0

Coutsey: Roberto Ferrari / CC BY-SA 2.0

Coutsey: MaiDireLollo / CC BY-SA 3.0
与“北脸”公司存在利益关系的上传者以“添加近期图片”
的名义，篡改了多个维基百科条目的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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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对外传播在维基百科平台
中的机遇与挑战》一文之分析解读
【《求闻》浙江 8 月 9 日讯】中国大陆是中文维

透——自封禁维基百科以来，解禁的声音也没

Ghyll 做出中文维基百科的第一笔实质性编

这种努力。例如《香港网络大典》至今还有着

基百科的发起地。自 2002 年中国大陆编者
辑，中文维基百科目前的条目数量已经超过

106 万篇。2003 年，
《中国计算机教育报》对大
陆的维基百科运动进行了中文地区的首笔报
道，翌年 2 月 15 日起，
《新周刊》等中国大陆媒

体对中文维基百科进行了一系列报道。与此相

对的是，中文维基百科直到 2004 年 3 月和

2006 年 2 月才分别进入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
媒体的曝光灯下，引起了关注。

停止过。但是，似乎一些港台人士更喜欢嘲讽

满满的对 Shizhao 解禁努力的嘲讽。近期引
起关注的一篇文章则是 2019 年发布的《中国

对外传播在维基百科平台中的机遇与挑战》，
以下简称《机遇与挑战》。文章发布在上海社

科院下的刊物《社会科学》杂志上，由一名身
处中国大陆的教授和在 UC Berkley 的访问

学者共同完成，从政策建议的角度，提出了
鼓励民间参与维基百科编辑的建议。

中国大陆也是对中文维基百科进行研究最多

一如社科类论文写作的传统开场，文章以文

百科”，仅有 19 篇台湾文献，而中国大陆的文

科。 首先 ， 文 章 认 为 维 基百 科已 经 超 越了

的地区之一。使用华艺线上图书馆检索“维基
献已有 529 篇。2019 年后出版的文献中，中国
大陆有 10 篇，而台湾仅有 1 篇。Google 学术

搜索也显示出类似简体中文文献和繁体中文
文献数量比的结果，但此结果指示地区的能

力有限。不知道台湾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

否就放 过了维基百科这头大象？至少现在看
来，这头大象在台湾引起的震动远比在大陆大

献综述的形式介绍了其研究对象——维基百
CNN、BBC 等传统媒体，成为各界获取信息

的重要渠道。接着，文章阐述了维基百科的特

点，并引述了“集体的自我监控作用”等大陆
学者的理论成果。随后，文章进入正题，谈
论全球政治、经济霸权和条目编写之间的相
互影响。

得多，也难怪台湾的编者会反客为主，以至于

让我们我们仔细看看这篇文章对前人研究的

许，维基百科本身就是最大的渗透罢了。

这一条目的计算机分析，认为编写条目是会受

有人认为中国大陆在不断渗透维基百科。或
不过 ， 中国大 陆 的政 府 却 不支 持 这 样 的 渗

概括：Rubira & Gil-Egui 等人透过对全球化
到文化背景的影响。这点虽然不至于非常显

然，但也早也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黄顺铭、

求闻

关于维基百科的学术论文的质量及作者气泡图

李红涛在 2015 年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对

这些论证倒还算有力，大概只有那些没读过

如何写作与争夺历史事件的构建。张之杰则

渗透或者有偿编辑。

“南京大屠杀”条目的研究，展现了不同社群

在另一篇 2015 年对航天单位条目的研究中建

文献断章取义的人，才会把这些事情解读为

议政府“充分利用维基百科平台，采取积极开

最后，文章罗列了目前中国声音在维基百科上

争，作者认为维基百科也已经算是对外宣传的

有偏见，对中国的突发事件和社会现象的描

放态度，攻占科学传播制高点”。基于种种纷
阵地之一。

《机遇与挑战》一文作者认为政府应当“利用”
维基百科，或许有读者会跳起来说这是违规

操作。但且听作者自己是如何解释的。作者举
了第一个例子是进出口博览会的英文介绍过于
欠缺，和会议的规模及重要性完全背离。第

二个例子则是计划生育，作者批评西方媒体负

面报道计划生育，加深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因此维基百科可以成为消除刻板印象的平台。
第三个例子则谈到“中国梦”，文章指责西方

媒体将其内涵片面化，并提及中国与邻国紧
张关系，但如果直接编写“中国梦”可以避免

西方媒体转述时造成的不准确。第四个例子
是英文维基百科“中国龙”条目，在这一条目

的编写中，中国网民不断发声以将之与西方的

“dragon”相区分，促 进了文化的交流和理
解。

的障碍，包括：维基百科在关于中国的条目中
述偏负面，涉华议题在多语种维基百科中缺

乏系统性整理与维护，维基百科社区缺乏有
影响力的亲华网络编辑，传统单向的对外传
播话语无法适应维基百科社区。因应这些障
碍，提出了以下的解决方案：

1. 研制出一套既符合国际话语规则，又能塑
造中国良好形象的对外传播话语策略

2. 鼓励并培养中国网民成为有影响力的维基
百科平台编辑

3. 培育并鼓励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积极参
与维基百科平台编辑活动

以上的建议，只不过强调了遵守规则、积极
参与，也未涉及有偿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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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举办首届
有用户组参与的
董事会选举
【英文维基百科《路标》月刊 5 月 31 日报道】
题：董事会选举
两个由各地方自治体选择出来的董事将在 5 月 31 日被选举为
维基媒体基金会的董事会。这是第一次用户组有选票可投的

董事会选举，而以往的董事会选举只有分会和维基媒体上唯

一的专题组织可以参与。大约 107 个用户组，41 家分会和“挚

友维基”——唯一的那一家专题组织——各有一张选票可投。
选票将使用可转移单票制的特罗普数额法计票。

十一个候选人出现在选票上：尤里·阿斯特拉罕、沙妮·埃文

斯泰恩·西加洛夫、克里斯托弗·埃内尔、里达·克尔博乌赫、
理查德·奈佩尔、他威谭·林帕努帕布、马奥尔·马卢勒、道格

拉斯·斯科特、杰拉德·希尔兹、纳塔利娅·特姆基夫和卡约德·
优素福。

结果将在 Wikimania 前公布，并且必须经过董事会同意。
为何此举违反维基百科方针？
【本刊 6 月 10 日讯】2019 年维基媒体基金会的董事选举正在

进行。本次选举最大的亮点是，董事会成员中两名原本由分

会和专题组织通过投票任命的成员，投票的范围由仅分会和
专题组织扩大为包含用户组在内的所有获基金会认可的地方
自治体组织。

维基媒体运动中的“地方自治体”分为三类：分会、专题组织

和用户组。分会即包括台湾分会、德国分会等按照区域划分

的组织，有四十多家；专题组织目前维基媒体里只有一家，
稍后会提及；而用户组则有百余个。用户组可以针对某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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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体推举董事会席次
维基媒体基⾦会章程在 2019 年 1 ⽉之变动决定了所有受基⾦会

认可的⾃治体都能参与这次的社群带领之选举流程来补充两个⾃
治体推举的席次。

4 月 15 日 / 开放题名

元维基上的页面将收集选举提名以及背书。 ⽤⼾组、主题
式组织、分会可以对参选者进⾏提问。

4 月 30 日

在你的团体中讨论参与，商讨⼼⽬中理想的参选者提名或
背书某⼈参选。

5 月 1 日 ~7 日 / 社群审查
参选者将被社群所浏览及审阅。

5 月 8 日 / 投票

⼀共约 150 个⾃治体的主要代表将会在 Qualtrics 上透过
由电⼦信箱收到的连结进⾏投票。

5 月 31 日

投票给提名人选。

6 月底 / 公告

董事会将会核准结果公告且新任董事会成员将会在 2019
年维基媒体国际年会之前上任。

此次的流程是由下列相关的决议所治理 ：
2014 年 3 月的决议确立选举规范

2019 年 1 月维基媒体基金会章程的决议
纳入维基媒体用户组到选举程序中
2019 年 4 月的决议确立此次选举

2019 年至今，下列使用者为选举的协调员 ：
Ad Huikeshoven（维基媒体基金会董事会联络员）
Lane Rasberry
Jeffrey Keefer

Abinav Srivastava（维基媒体基金会董事会副联络员）
Neal McBurnett

Alessandro Marchetti
这些协调员已经自愿担任上述职务，且没有收到任何反对意见。

现在还有对于选务协调员咨询性质的志工空缺。我们想要在此次

参与流程中鼓励拥抱多样性与包容性。因此，我们尤其鼓励女性、
非二元性别认同人士、来自南营区域的人士加入。

上方文本有部分来自 User:Shangkuanlc，其作者已以 CC-BY-SA 4.0 协议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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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亚洲月、LGBT 等），也可以针对某一地区。

菲、塔尼娅·卡普阿诺、詹姆斯·海尔曼、达留

组是必经之路。
《求闻》先前报道过韩国用户组

特姆基夫、莉萨·莱文。其中，上一届 2016 年

而在成立分会之前，先建立针对该地区的用户
升格成分会的消息。

跟总共加在一起有一百五十个的分会和用户组

什·耶明尔尼亚克、拉朱·纳里塞蒂、纳塔利娅·

董事会选举被选上的纳塔利娅·特姆基夫再次
参选，寻求连任。

不同，专题组织目前在维基媒体上只有一个。

基金会董事会总共有 10 名成员。而由地方自

但其他大多数组织多归为用户组或分会，留给

位。

虽然原则上基金会不控制专题组织的数量，
专题组织的空间不大。唯一的一家专题组织

是针对欧洲加泰罗尼亚文化的“挚友维基”组
织。

今年 1 月基金会章程变动，赋予了受基金会承
认的用户组参与董事会选举投票的权利。这

一变动将原来仅四十多家分会和专题组织的

治体参与的选举将决定其中 2 个董事会的席

5 月 31 号是各个地方自治体投票的日子。这
次投票将不在站内进行，而是通过电子邮件
把投票链接发送给各自治体在基金会联络人

员的邮箱，再由联络人员代表自己的自治体进
行投票。投票前，任何人可以向候选人提问。

投票直接扩大到所有地方自治体，给不针对某

中文社群方面，台湾分会的代表上官良治和不

更大的话语权。投票以每个地方自治体一票的

“1233”参与了投票。获基金会认证的所谓

一地区的用户组，或还未升格成分会的用户组

形式呈现，跟用户组或分会覆盖的地理位置、
成员人数等无关。也就是说，地方自治体的
成员需要聚在一起来确定自己组织的票将投给

久 前 刚 获 基 金 会 认证 的 新香 港用户组代 表

“中国维基媒体用户组”代表罗小周没有参与
投票。

谁。

投票结果将在 6 月底公布。

投票使用的“可转移单票制”
（single trans-

扩展阅读

ferable vote）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投票法。这

种 投 票法跟一 般 人 直觉中的“领 先者当选”

（first past the post）不同的是，
“领先者当

选”只允许投票者在所有候选人里选择一个，
而“可转移单票制”允许投票者按照喜欢程度

来给投票者排名。这种投票方式在国家地区

的大规模选举中，可以通过减少扰流板效应
等避免出现两党独大的情况；同时避免投票

者只支持胜算最大的候选人，而不敢去投自己

真正喜欢的候选人。如果选民所投的第一位
候选人没能当选，那么其选票会转移到选民
排名第二的候选人上。

当前董事会的成员有创始人吉米·威尔士、董
事会主席玛丽亚·塞菲达丽、副主席克里斯托

弗·埃内尔，以及董事会成员埃丝拉·阿尔·莎

《求闻》先前的报道：
《基金会四起人事变动》

求闻

杰拉德·希尔兹

道格拉斯·斯科特

里达·克尔博乌赫

董事会
选举
提名

纳塔利娅·特姆基夫

克里斯托弗·埃内尔

尤里·阿斯特拉罕

他威谭·林帕努帕布

沙妮·埃文斯泰恩

理查德·奈佩尔

马奥尔·马卢勒

卡约德·优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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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维基首次！
新香港用户组反对《逃犯条例》
声明登上滚动公告

通常简称“ASN”的顶部滚动公告栏

【《求闻》深圳 6 月 12 日讯】
中文维基百科有

撤下。目前，这段横幅的代码在 ASN 中是

换 logo 乃至关站一天等显眼方式呼吁或纪

更新了他在编辑请求里的横幅代码，换为更

史以来第一次在首页横幅、滚动公告栏、更
念某事就发生在刚刚。新香港用户组在顶部

滚动公告栏（Advanced Site Notice，经常

简称为 ASN）刊登了该组反对《逃犯条例》
的声明。

香港用户组联络人员“1233”昨天在 ASN 的

讨论页递交了编辑请求，称有内部共识，要
将香港用户组先前反对《逃犯条例》的声明
以显眼的黑 框白字横幅呈现在滚动公 告栏

上。今天上午，管理员 Shizhao 将有关内容
贴上 ASN。但据讨论页的记录，两位认为因

为 ASN 公告栏大多公告只有一行，而香港用

户组的声明占地太大，在公告栏滚动的时候
影响用户正常浏览，因而不到十分钟就将其

注释状态；而提议此事的香港维基人 1233
简洁的抗议，而不是横幅。

ASN 讨论页里并没有太多维基人参与是否应

该放置该横幅的讨论。中文维基百科此前曾
多 次 提议 通 过 横 幅 、 滚 动 公 告栏、 更 换

logo 等方式纪念或抗议，比如 2008 年和
2009 年就中文维基百科是否应该对汶川大

地震表示哀悼，将左上方维基球换成黑白或
整页涂黑、
《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OPA）抗

议等，但这些讨论都没有通过；而现在放置

的这个新香港用户组对《逃犯条例》的声明，
是中文维基百科第一次通过横幅等显眼方式
向读者大众表态抗议。外语维基曾经因为抗

议法案等原因，出现过大幅横幅、更换 logo

求闻

香港用户组声明刊登上时的 ASN。
中间的黑色横幅是香港用户组的声明，上下的文字是除声明外的其他公告。

等抗议方式，在抗议《禁止网络盗版法案》

类活动流动性大，ASN 的公告没有特别多的

科因此关站一天。但这类由社群（而非基金

但 只需要 像一 般 的 保 护页面一样使 用

和欧盟新版权法中，德语等数个语言维基百

会）策划的抗议活动在中文维基百科上从来
没有发生过。以是否应该就汶川地震悼念一
事的讨论和投票来说，大多数维基人以“如

果悼念了汶川，那么接下来其他自然灾害是

规范约束；尽管 ASN 的页面本身被全保护，
{{editprotected}} 在讨论页上申请让管理员

加入消息即可。这次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
声明就是在 ASN 上刊登的。

否也要悼念”为理由反对。

新香港用户组不久前曾对香港特区政府正草

中文维基百科此前在是否悼念汶川地震、是

达反对。此举引发一些香港建制派维基人不

否应该一同抗议 SOPA 等问题上形成的讨论
非常冗长，而这次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
声明则几乎没有经过任何社群讨论。ASN 是
中文维基百科的一个顶部公告栏，社群经常

拟的《逃犯条例》修正案以用户组的名义表

满。在 ASN 上的滚动横幅所显示的，也是
以新香港用户组的名义，而非中文维基百科
社群的名义。

会在上面放置例如聚会、电报（Telegram）

群、QQ 群、调查问卷等消息，甚至还可以选

择让某条消息对某个地区的访客显示、对某
个地区不显示，比如此前上海双周聚会的聚
会公告就只对上海 IP 显示。因为聚会和各

通常简称“ASN”的顶部滚动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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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Wikimania
定于泰国曼谷举办

【《求闻》编译组北京 6 月 13 日电】

据 Wikimania 掌舵委员会成员 Iopensa
在邮件列表的投书，2020 年 Wikimania
将在泰国曼谷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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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by Sasin Tipchai from Pixabay

【英文维基百科《路标》月刊 6 月 30 日报道】
（作者 DannyS712）

据 Wikimania 掌舵委员会成员 Iopensa 在邮件列表的投书，2020 年的

Wikimania 将在泰国曼谷举办。

泰国维基媒体在地方自治体委员会的推荐下，经维基媒体基金会董事会决
议通过，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正式成为了维基媒体地方分会。此前，该组

织是作为维基媒体运动地方自治体体系下的一个维基媒体用户组。在该体

系下，10 人以上的用户可以注册一个用户组，二如果他们的组织在参加程度、
管理程度和影响力上得到成长，它就可以承担额外的责任，然后再维基媒

体社群董事的承认之下变成分会，为能够得到更多经费铺平道路。

19

20

地方分会和用户组之间的区别并没有被完全地记

录下来过。总体来讲，用户组的成员人数更少，
要填的报告更少，并从维基媒体基金会拨款计划

中获得很少的资金，甚至完全没有。对比之下，
地方分会能够体现在管理上和递交报告上的稳定
性，通常通过经费拨发委员会（Funds Dissemination Committee）的年度计划拨款程序或者
简单年度计划拨款程序获得拨款。

上一次有维基媒体用户组变成分会的情况发生在

2019 年 4 月，是韩国维基媒体协会得到了认证。
在此之前，比利时维基媒体协会通过一项 2014
年 10 月的决议变成了分会。

推广泰国分会是维基媒体计划在该地区发展的一

部分，这也包括泰国将举办 2020 年维基媒体国
际会议（Wikimania）。泰国举办这次活动的信

息还在 meta:Talk:Wikimania 2020 可以找到。
看起来泰国没有发布举办 Wikimania 的提案，

或许维基媒体基金会正在帮助该组织进行活动。
其他做出公开提案或参与竞争的组织有亚美尼
亚、珀斯和印度尼西亚。

【德文维基百科《信使》6 月 11 日报道】
（作者
Gereon K.）

今天，维基媒体国际会议掌舵委员会

（Wik ima nia Steer ing Commit tee）宣布
Wikimania 将在泰国曼谷举办。泰国用户组受

到了 ESEAP 地区其他地方分会和用户组的帮助。

“ESEAP”是东亚（East Asia）、东南亚（Southeast Asia）、太平洋（Pacific）地区的首字母缩
写。泰国没有公开参与 Wikimania 竞选，其他

几个候选城市埃里温（亚美尼亚首都）、登巴萨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最大城市）和珀斯（澳大利亚
西部一城市）被掌舵委员会判定输掉竞争，说尽
管曼谷没有公开参与，但几个城市的评比都是公
平的。上次在亚洲举办 Wikimania 在 2013 年
举办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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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媒关注韩国瑜对手陈其迈维
基条目遭篡改
【《求闻》厦门 7 月 4 日讯】2018 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
在高雄市落败韩国瑜的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条目日前遭人篡
改，引发台媒关注。
不久前，韩国瑜宣布将参与 2020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岛

内认为韩国瑜只顾明年“大选”，不顾高雄市政的声浪越来越

大。近日，台湾爆发登革热疫情，而韩国瑜此时却在台湾其
他县市给自己选举造势。而在“九合一”选举中落败的陈其

迈，现在出任台湾“行政院”副院长一职，反而因登革热疫情
总在台湾南部的高雄一带奔波，引发网民议论。摘录几则台
媒报道如下。

陈其迈 / 中华民国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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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自由时报》报道，
将谷歌搜索结果中抓取自维基百科的内容误
作为“维基百科截图”。

【台湾“风传媒”网站 7 月 1 日报道】题：
“原
市长忙选举”？陈其迈维基百科被改为“兼任
高雄市长”
（作者 许玲瑄）

高雄市长韩国瑜宣布参加 2020 总统大选后，

“无心市政”的质疑声浪没有间断过，尤其近

期高雄爆发登革热疫情，韩国瑜却在其他县
市造势。而去年市长选举对手、行政院副院

长陈其迈接连为登革热疫情南下，今（1）日
有眼尖网友发现，陈其迈维基百科职衔竟被

改为“行政院副院长。兼任第三任高雄市长

（原市长忙选举）”。

韩国瑜忙于总统选举造势，累积不少市民怨

气，有团体发起罢免连署，质疑他不配做高

雄市长。而脸书“打马悍将粉丝团”今日下午
贴出一张维基百科的截图，只见陈其迈的个

人简介中，被增加了一项新的职衔为“兼任第

三任高 雄 市长（ 原市长 忙 选 举）”（ 现已 移
除）。

此贴文在 1 小时内累积近 4000 人按赞，网
友留言表示“迈迈爱高雄无庸置疑，多亏绿

叶塞子衬托，让高雄市民觉醒，团结一心，
罢免韩国瑜”
“超幽默的
、
抢哦”。

维基百科”
“捡到
、

【台湾联合新闻网 7 月 2 日报道】题：陈其迈
维基被改兼高雄市长 幕僚：不会吃碗内看碗
外（作者 赖于榛）

高雄市长韩国瑜寻求总统 之 路遇 上罢免声

浪，遭批评不爱高雄。而韩国瑜的前对手、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就任后频频关注高雄市
务，与高雄的连结不减反增，近日更扛下中

央协助高雄防治登革热的重要任务，维基百

科甚至一度被改成“兼任高雄市长（原市长

忙选举）”，幕僚则说，这几天陈其迈忙着关
注登革热疫情变化没注意到维基被改，但他
一向是做什么像什么，不会吃碗内看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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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上陈其迈条目被篡改为“兼任第三任高雄市长”。

开始增加，代表有孳生源仍未被清除，隔空

请托高雄市政府相关局处的同仁，务必要发

挥跨局处联系效能，栓紧螺丝，上紧发条，
才能阻断疫情蔓延。

陈其迈成为高雄登革热疫情防治的重要人物

之一，维基百科甚至一度改成“兼任高雄市长

（原市长忙选举）”，幕僚则说，这几天陈其
迈忙着关注登革热疫情变化以及长荣罢工的
协商角度，没有注意到维基百科的变化，且

他一向是做什么像什么，不会“吃碗内、看
碗外”，高雄是他的家，他会对自己的家乡偏

心。但现在就是行政院的贞迈配，会努力把
陈其迈就任副阁揆后，频繁回到高雄，出席
活动种类多样，包含反毒政策宣传、海洋科

技创新园区的动工典礼、台语讲古比赛等等，

先前蔡英文总统初选期间到高雄参访宫庙，
也有陈其迈身影。各界推测陈其迈在为可能

的高雄市长补选热身，他则早早解释，
“高雄

是我 的 家 ， 所以常常回家 ， 这个 是 正常 的
嘛。”

翻开学历，陈其迈是中山医学院医学系毕业，
并拿到台湾大学公共卫生硕士，这回中央与

高雄的登革热口水战，就被钦点回高雄主持

重要蚊媒传染病防治协助地方专案小组会议，
更当场宣布已经批准高雄申请的 5318 万经费

补助，也频频提醒韩国瑜要顾好登革热疫情。
返回台北后，陈其迈也透过脸书关心高雄最
新登革热疫情，引用疾管署资料，提醒先前

的疫情发生地直径 200 公尺范围内病媒密度

行政院的工作做好。

【台湾《自由时报》网站 7 月 1 日报道】
从维基

百科编辑纪录中可看见，陈其迈的资料在今

日上午 8 点 16 分经过修改，生平事迹中除
介绍他的学经历之外，更点出“2018 年 3 月

7 日，在高雄市市长初选民调中胜出，获民
进党提名为高雄市长候选人，11 月 3 日于造
势晚会宣布辞去不分区立法委员的职务，力
拼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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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原住民族语言”维基
发展状况喜人
最快预计年内正式上线
【《求闻》厦门 7 月 14 日讯】
台湾地区教育事

言有上千种。这些在汉人迁入台湾前的原

绍台湾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维基百科的建设

迁入后，现代标准汉语（“国语”）和台湾闽

务主管部门今天在其网站发布新闻稿，介
和发展状况。

新闻稿说，今年 1 月台湾地区实行了新的语

言保护规定，促使该部门重视台湾地区少

数民族语言的发展建设。该部门认为，当

前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是因为“不能流传而成为濒危语言”，而为

住民族大多讲“南岛语系”中的语言。汉人

南话（“台语”）成为主流，而原住民族使用
的语言逐渐式微，直至近十余年才逐渐重

视对他们的保护工作。与台湾少数民族语

言关系更近、同属南岛语系的，还有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地的一
些语言。

了扭转这一现状，该部门与台湾政治大学

新闻稿提到，自两年前开始，已经有 16 种

濒危语言的维基百科，让这些语言“国际

化，已有三种语言进入维基孵育场的“活跃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合作，通过创建这些

化”，激发少数民族对自己“族语”的热爱，
来实现保护发扬这些语言的目的。

创建新的维基百科语言版本，需要先在维

基孵育场给这些新语言进行“孵化”，待到
社群和条目数量增长到一定程度，才能申请

“zh”“en”等自己独立的子项目。目前已

经正式成为维基百科之一的语言共有 294

个，然而，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

台湾少数民族语言在维基孵育场里进行孵
语言名单”，有望在今年年内正式成为维基

百科的语言之一。其中，撒奇莱雅语表现

最为活跃，最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获得自己

独立维基百科项目的台湾南岛少数民族语
言。撒奇莱雅人数量甚至不足 1000 人，但
他们在维基孵育场的活动非常活跃。

新闻稿还称，这些少数语言加入维基百科，
是其“迈向现代化发展的新里程碑”；撒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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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奇莱雅语维基百科首页

莱雅语获得自己独立的 ISO 代码以及其维

人员的协调下，今 年年 初，ISO 决定新增

基百科项目的进展，是“原住民族语的展现

“szy”作为撒奇莱雅语专用的代码，这一问

台湾《中国时报》
《
、联合报》
《
、工商时报》、

困难不仅局限于 ISO 编号的问题：为了创

出了报道。

需要翻译 MediaWiki 的界面。中文维基

以及复振工作的成果展现”。

中央社、
“中央广播电台”等就这一新闻稿做

推动新语言维基百科建设并不容易。台湾
分会运营的“台湾知识种子计划”脸书里文

章介绍到，因撒奇莱雅人早期藏身另一少
数民族“阿美人”的部落，让台湾日据时期

的研究人员混淆，导致撒奇莱雅语曾一度
被划归到阿美人所讲语言的一种方言，因

而没有独立的 ISO 编号。而又因为“zh”、

“en”这类的编号都取自 ISO（国际标准化
组织），在没有自己独立编号的情况下，维

基百科很难“立项”。在台湾政治大学有关

题才得到解决。

建自己的维基百科网站，这些少数语言还
百科编者日常碰到的“编辑”“保护”“封
禁”等都需要翻译成对应的语言。因为这些

语言平时使用受限，再加上很多
MediaWiki 界面用语比较抽象、与现代科

技相关，导致翻译困难。一名译者坦言这是

“在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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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关注 :
基金会封禁英文维基管理员
基金会以基金会行动的方式禁止英文维基人、英文维基百科管理员 Fram
编辑英文维基百科一年时间。Fram 的管理员权限被移除，其账号封禁需
要等到一年后才自动解除。

基金会“信任与安全”团队（Trust and safety）以基金会行动的方式封禁

英文维基百科管理员 Fram 一事已进入第二天。此事在英文维基百科引发
极大轰动，大多数英文维基人认为用户 Fram 不应该被封禁，且对基金会

在过去两天内给出的解释表达强烈不满。有关 Fram 被禁制一事的讨论页

June

June

的纯文字 wikitext 已达 500 多 KB。据 Fram 本人解释，他被禁制的最后
导火索是在英文维基站内说了“操他妈的”
（fuck）和“狗屁”
（bullshit）。

英文维基用户开始向吉米 · 威尔士的用户讨论页寻求帮助，一些用户甚至主
张应该封禁基金会 WMFOffice 的账号、到 WMFOffice 的用户讨论页上仿

造警告模板“警告基金会”来发泄愤怒。英文维基一管理员根据社群讨论，
顶着基金会行动把 Fram 解封，但 Fram 数小时后又被基金会封了回去，同

时解封 Fram 的管理员权限被基金会剥夺一个月。此举招致了更大的反对，
截止发稿时另一名管理员又解封了 Fram，但 WMFOffice 还没有做出任何
动作，可能是因为美国西海岸还没有到上班时间。

截至目前，已经有两名英文维基百科管理员表态因为 Fram 被基金会禁制而
准备辞职抗议 ；另外还有人对基金会的解释极其不满，准备在英文维基鼓动

管理员罢工。美国西海岸又一个新工作日即将开始，事态还将出现进一步变
化。
《求闻》将持续报道有关 Fram 被禁制一事的情况。

英文维基人、英文维基百科管理员 Fram 被基金会“信任与安全”团队禁制

一事持续发酵。
“信任与安全”团队日前刊出了又一份解释声明，仍然拒绝给

Fram 解封。该声明显然难以说服英文维基社群。英文维基人使用各种方式
挖苦基金会及其“信任与安全”团队。

外部阅读 ：维基百科的价值观战争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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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维基百科 Telegram 官方群组人数日前首次突破九千人。自 2005 年 11 月

June

30 日中文维基百科社群在 IRC 上设立第一个官方交流群组以来，官方群组作为
维基百科站外最重要的联络方式，在用户联络、新人咨询、同好交流等方面做

出过重要贡献。目前中文维基百科社群在 Telegram 上组织有 13 个公开官方
群组和 3 个公开频道 ；在 IRC、Discord 和 QQ 上亦有组织群组。

中文维基百科管理员“人神之间”因长期不活动，被除去管理员权限。元维基

June

已经完成了除权程序。

根据中文维基百科本地方针，管理员在 6 个月没有任何编辑活动后会收到一次

警告，警告后一个月内若还没有编辑，则会被除权。自 2011 年以来，人神之间
在站内就停止活跃，通常只是每六个月警告后才会出来编辑几笔，警告后迅速沉
寂。

人神之间于 2008 年 10 月当选管理员，至今已逾 10 年。他也是“中国维基媒体

用户组”的成员和所谓“协调员”之一。2015 年，人神之间的管理员账号“被盗”，
在经时任行政员的菲姑除权后，又宣称找回，重新赋予了管理员权限。

今天凌晨，号称是中文维基百科长期破坏者“影武者”在互助客栈消息版和求
助版留言称自己将停止对维基百科的破坏。

July

声明中，他称因为家境因素，从此将“开始认真找工作”，大意为自己平时在维
基百科上破坏不务正业，越陷越深。他现在决定“戒掉”维基百科，重回正常生
活。

号称是“影武者”的这个人使用了台湾大哥大的 IP 地址，但近一年来，影武者用
于破坏的 IP 地址大多为台湾中华电信某段 IPv6。因此，发表这份声明的 IP 用
户是不是影武者本人仍不确定。

影武者是中文维基百科最严重的破坏者。该用户自 2006 年 6 月开始活跃并进行
破坏，至今长达 13 年。一般认为其本名为“林浩生”
，是台湾新北市人，现年
42 岁。但有关资料的真实性仍待考证。
“影武者”是其注册的第一个账号。除了

中文维基百科外，该用户还破坏日语、英语等其他语言以及维基共享资源等。在

中文维基百科上，该用户自 2006 年至今，已被确认的傀儡账号将近 2000 个，
被用于破坏的 IP 更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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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by enriquelopezgarre from Pixabay

由中国大陆维基人用户组
（WMC）主办、中文维基百科首次的
“维基爱中国”
（Wiki

Loves China）已经正式开展了两周，这也是首次大陆编辑倡导的多媒体编辑松
活动。各类与中国历史、地理与文化等相关的图片均为欢迎及收录的范围。截
止今天（7 月 16 日），本次活动共有 44 人参与，总共贡献作品 2100 多幅。

任何用户都可报名参加本次活动，不设其他限制。本次活动采用了 Outreach
Dashboard 功能，参与者只要在上面进行报名，其贡献将会自动统计到整个活
动中。本次活动从 7 月 1 日正式开始，至 8 月 31 日结束。

和以往的大陆地区编辑活动不同，本次活动的主要贡献将不在集中在中文维基
百科（Zh.wikipedia）中，而全部在维基共享媒体（Commons）里。在上传活

动之前，中国大陆维基人用户组提供了指南“能传的和不能传的”，并在活动中
随时指导编辑理解 Commons 的版权要求与规则。

WMC 决定举办“上传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强化大家特别是大陆编辑们
对 Commons 的版权要求理解、增强对 Commons 上站务的认识，有助于今

后个人持续贡献及后续团队合作。此外鼓励大家将手机中囤积的照片上传，也可
以进一步反哺维基百科中的“中国图片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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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信息
版权信息 | Licensing

封面图片 / Notyourbroom / CC BY-SA 3.0
目录维基球 / Wikimedia Foundation / CC BY-SA 3.0
页 4 风景图 / Skyfoto-Marcos Alexandre / CC BY-SA 3.0
页 8 风景图 / Wilfried Bauer / CC BY-SA 3.0
页 15 人像图（从左至右，从上而下）分别为：
Geraldshields11 (CC BY-SA 4.0)、Reda Kerbouche (CC BYSA 4.0)、Aida Kadrispahic (CC BY-SA 4.0)、Rama (CC BY-SA
2.0 France)、Jason Krüger (CC BY-SA 4.0)、Krassotki (CC0
1.0)、Taweetham (CC BY-SA 4.0)、
Shani Evenstein (CC BY-SA 4.0)、Sage Ross (CC BY-SA 3.0)
、Aida Kadrispahic (CC BY-SA 4.0)、Aida Kadrispahic (CC
BY-SA 4.0)
刊底中国大陆维基人用户组图标 / Argon Pub / CC BY-SA 4.0
维基百科的屏幕截图，均以 CC BY-SA 3.0 协议发布。
其余图像版权信息均写于其相应位置。

所用资源 | Resources
软件 / Softwares
Adobe InDesign
Adobe Photoshop
Adobe Illustrator
Adobe Arcobat Pro DC

字体 / Fonts
Galiver Sans Obliques
思源宋体
思源黑体
更纱黑体
装甲明朝
致谢 / Acknowledgements
Behance、中国传统颜色
Creative Market、National
Geography、Muharrem Seny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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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们 | Follow Us
QQ 群 / QQ Group
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 (新)
维基百科 (2018)
维基媒体计划编辑部

[群号: 170258339]
[群号: 622386029]
[群号: 730483299]
[群号: 631656280, 编辑数需大于 50 次]

微信公众号 / WeChat Subscription
zhwikipedia

编译组成员 | Editorial Board

94rain、AKiMiDo、Alexander Misel、AmethystY98、
Argon Pub、ArthurLau1997、Eigenschaften、
EvelynJCX、Fayhoo、Hoidj、Kalicine730、KirkLU、
Rowingbohe、Sacha、Soaring swallow、Stang、Super
Wang、SzMithrandir、Techyan、Ulrich Luo、WQL、Walter
Grassroot、
Xiewz1999、
Ye Jiluo、
Yxh1433、
佛壁灯
（咕咕咕）
、
夢蝶葬花、游魂、瑞丽江的河水、鱼头炮
本刊物的所有文字，除特殊说明的部分外，均在 CC BY-SA
3.0 授权协议下许可 ；惟本刊上的图片各有其著作权归属，
请留意刊末的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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