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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首页 关于维基百科

您好，欢迎您阅读中文维基期刊！

这本期刊是中文维基人自主编撰、出版的刊物。它主要涵盖了中文维基百科质量优

秀的条目摘录，维基百科社群动态、以及供新手使用的指南教学。出版频率约为一

或两个月一期。通过这本期刊，您可以更全面、系统地了解维基百科的意义与其运

作方式。并扩宽您的视野。同时，我们也希望您更进一步，加入我们的维基大家庭

中来，与成千上万的编者们一起，向全人类贡献您的知识。

本期刊含有如下内容：

 维基新事——介绍中文维基百科社群动态

 绝妙好文——中文维基百科质量 顶尖的“特色条目”摘录

 优良佳作——中文维基百科质量仅次于特色条目的“优良条目”摘录

 新闻纵览——摘录近期新闻热点有关的条目

 历史纵横——和历史有关的条目摘录，包括历史事件、人物、事物等

 看图说文——以展示大幅图片的方式来介绍的维基百科条目

 大千世界——不计其数的百科问题等着你去了解

 维基讲堂——教你如何使用和编辑维基百科

 附录——收录维基百科常用链接（此章节内容可能长期不变）

如您有建议或意见，请在此处给主编留言提报。

后，祝您阅读愉快。

说明

本期主编：Yhz1221（新浪微博：耶叶爷）

校对和审核：AddisWang（新浪微博：AddisWang）

美工：Ericmetro（新浪微博：Ericmetro）

主办：中文维基百科 （新浪微博：维基百科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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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新事

2012年10月……
 浏览量280,190,590次
 编辑387,356 次
 平均每日新增条目2,002条
 编辑至少五次的用户：2,117
 编辑至少一百次……：269
 维基新人：355

更多信息，请浏览宣告页面、以及综合统计数据

中文维基百科条目数突破60万
2012 年 11 月 2 日 14 时 许 （ UTC 时

间），由维基媒体基金会营运并可以自
由编辑的百科全书“维基百科”的中文
版本条目数突破60万。
近日中文维基百科条目数高速增长，每
日增长约1000条新条目，而这些条目有
部份是通过机器人创建的。根据创建条
目页面的资料，第60万条条目为扎洛村，
该条目便是由一个机器人利用自动维基
浏览器创建。

用户Tianyamm2所操作的机器人为维
基百科条目的增长做出了大量贡献，仅
十月就为维基百科贡献了约五万条条目，
高峰时段达到每天一万条，成为社群关
注 热 点 。但也 由 此 引爆了 新 一 轮关于
“宁滥勿缺”“宁缺毋滥”的争论。

2011年10月至2012年9月的中文维基百科访问、编辑量
来源 新数据出炉，台湾在访问量、编辑量继续领先，但幅
度有所收窄；中国大陆在访问量上有较大幅度增长，编辑量
微幅增长；香港所占比重则有所下降。由此可知越来越多的
大陆人开始接触维基，但参与编辑还属于少数。维基百科正
因为其多元化，而较好的保持了内容的中立性和客观性，这
是许多维基百科项目（包括）英文都无法做到的。

新一年编辑访问来源数据出炉

2012年台湾秋聚成功举办
座谈场次中，第一场由Supaplex报告国

际社群各地写作工作坊的形态。报告中指出国
际社群的工作坊常以GLAM的形式，与当地的
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合作进行。
第二场次由Reke主持成果发表，除向参与者
报告了台北假日写作月聚的缘起与一年来的成
长之外，并邀请台北聚会的共同发起人章安德
鲁，以及两位参与聚会的维基新手Thomas、
Venation分享心得。

后的自由发言时间，与会者则提到关于
可供查证、可靠来源、等等相关问题。下午四
时，全员在大诚高中教学大楼门口台阶合照后
圆满结束。

 上海双周聚会12月15日
 维基台北假日写作月聚

每月第二周周六
 台北定期聚会 隔周一
 香港维基定期聚会

每月第三个星期五
 2012年大连冬聚 ，元旦期间

浏览量前七位：
1、台湾 34.9%
2、中国大陆 33.0%
3、香港 17.2%
4、美国 4.6%
5、马来西亚 1.7%
6、加拿大 1.5%
7、英国 1.0%

编辑量前七位：
1、台湾 36.9%
2、香港 26.3%
3、中国大陆 20.9%
4、美国 5.6%
5、加拿大 1.7%
6、澳大利亚 1.6%
7、马来西亚 1.4%

Stevenliuyi设计了六
十万庆祝徽标。（如
上图所示）。这个徽
标是经过社群讨论通
过的。一些其它用户
也设计了不同的徽标。

统计

聚会预告

来源统计

2012年台湾维基人秋聚在2012年10月13日（星期
六）举行，主题为台北假日写作月聚的成果发表会。上
午的活动系踏青联谊，搭乘台北市著名的猫空缆车至木
栅指南宫参观；下午则假大诚高中进行简报与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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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 姆 士 ∙ 拉 姆 齐 ∙ 麦 克 唐 纳 ， FRS ， JP （ James Ramsay
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英国政
治家，工党出身，1924年1月至11月出任英国首相兼外务
大臣，1929年6月至1935年6月第二度出任首相，惟任内于
1931年8月与保守党和自由党合组国民政府，并另组国民
工党，造成与工党关系决裂。

麦克唐纳出身平凡，1900年参与创立工党，1906年起当选
为历来首批工党籍下议院议员，后于1911年出任国会工党
主席，但其反战立场迫使他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后辞任主席，复于1918年丧失下院议席。麦克唐纳在1922
年重返下院，并当选工党党魁，1924年1月带领工党组阁，
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工党籍的首相。可是，他带领的只是
一个弱势政府，后来又有传闻声称苏共渗入政府，使政府
旋于同年11月大选败于保守党。

后世评价

本页仅摘录了大约五分之一的条目内容。想了解更多关
于麦克唐纳的生平吗？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职业生涯经
历吗？请点击此处，浏览全部条目内容~

发现条目有错误或缺少信息？欢迎您帮助我们修改！
请点击这里，编辑这个条目。每一个人都欢迎扩充和完
善维基百科的内容！

条目信息
 主条目名称：拉姆齐∙麦克唐纳
 当选特色日期：2012‐10‐15
 摘录版本：23477079 2012‐10‐28

麦克唐纳在1929年带领工党胜出大选，第二度筹组弱势政府。然而，同年在美国爆发的经济大
萧条严重拖累英国经济，面对经济急速衰退，内阁却在经济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无法达成共
识，结果麦克唐纳在1931年8月24日提出辞呈，旋获英皇乔治五世授意另组国民政府，实行与
保守党及自由党筹组联合内阁，随后在同年9月决定英镑放弃金本位。
麦克唐纳自立国民政府的行动被工党视为一大“出卖”，且遭开除出工党，党内更有人指责他
为“叛徒”。被开除出党后，麦克唐纳创立支持度相当有限的国民工党，自任党魁，并谓另组
国民政府的决定乃顾全大局之法。不过，国民政府虽由麦克唐纳留任首相，但却遭日益孤立，
本土事务的决策大权更落入保守党手中。麦克唐纳在国民政府任相后期，曾在1933年主持国际
联盟的伦敦经济会议，试图透过与各国合力化解经济危机，但峰会 终因美国拒绝合作而流产。
麦克唐纳后期因健康恶化而在1935年辞任首相，但一直留在内阁担任枢密院议长至1937年5月
为止。晚年的麦克唐纳始终未有获工党饶恕，他在1937年11月乘船前往南美洲休养途中在大西
洋公海海域病逝，终年71岁。

麦克唐纳身后 初约50年间，工党多把他批评为伙同敌对党派把工党拖到深渊的叛徒；但从20
世纪后半期开始，不少学者重新审视麦克唐纳的功过，并把他视为工党早期重要的奠基人物和
领袖人物，认为他除了带领工党首度筹组政府，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工党首相以外，又在英国
经济陷入重大危机期间致力于团结各派力量，评价比早期来得正面…… ……

绝妙好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位英国政治家，他的仕途生涯波
澜起伏，在不利的时局下仍然屡败屡战，虽荣登过高位，却

终被骂为叛徒，他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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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佳作
许多人都知道广州市的别名是“羊城”或“五羊城”，一个
大城市能和羊能有什么关系？这个别称又是怎么来的呢？在
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传奇神话故事？

五羊传说是一个关于古代广州城的神话传说，是广州市别
名“五羊城”、“羊城”、市内若干地名与许多本土品牌
名称的来源。唐诗中已经开始使用“五羊”称呼广州城，
而传说故事则可以追溯到晋代的记载，有数个略有差异的
版本，明代以后基本定型。现今“五羊”、“羊城”已经
成为了广州市的代称。一般认为五羊传说表现了中原先民
拓殖岭南的历史。2007年，五羊传说入选广州市第一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传说内容

相传古时的广州因连年旱灾，五谷歉收，人们生活困难。
有一天，忽然仙乐悠扬，南海天空飘来五朵彩云，五位仙
人身穿五色彩衣，各骑不同毛色的仙羊，手执一茎六出的
稻穗，腾云驾雾降临楚庭。仙人们把稻穗赠给这里的人们；
又把五只仙羊留下来，然后腾云离去。人们把稻穗撒向大
地，从此广州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五只仙羊化为石羊留
在山坡上。是为五羊城、羊城、穗城之名的由来。

象征意涵

二十世纪后，人们开始对五羊传说进行的神话学的研究。历史学者岑仲勉在1948年提出，五羊传说和神
话是一则史前拓殖神话。当时羊为中原西北的畜牧动物，意味着“仙人”从北方来，手持的六出谷穗代
表着产量高的粳稻。因此五羊传说的历史原型是西周末年的姬族人不堪楚人压迫，而沿着湘水流域南迁
至岭南，同时携带家畜（羊）和农作物（穗），传播于南方。这也是粤人接受中原的先进文化，踏入文
明的第一步之故事的浓缩和神化。
现代的研究认为五羊传说可能包括多种史实。其一是楚人把高产的水稻谷种传入岭南。楚国王室祖先的
族姓是芈，意义同“咩”，是羊叫的象声词。其二是西周后期楚国境内汉阳一带的姬姓部族由于受到楚
人的压迫，带着羊群和谷种迁移到岭南，将种植水稻的技术传播到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三是依据
《广州记》中“高固为楚威王相时”一句，认为战国时期的高固之部族带着稻谷种籽迁移到广州和珠江
三角洲地区。高固为齐文公之后，姜姓，而姜从女羊声，因此以羊象征。
也有学者认为“羊”其实是楚文中“犬”的意思，因此五羊的传说其实是自壮侗民族和南越民族中共有
的“犬取稻种”农业神话故事而来。源自岭南的神话故事流入楚地以后，被中原文人搜集改编后再次传
入岭南。其中的“五色羊”其实是五色犬盘瓠。

相关事物

想了解更多关于五羊传说的地名、建筑、文艺作品、乃
至于现代品牌象征？请点击此处，浏览全部条目内容~

发现条目有错误或缺少信息？欢迎您帮助我们修改！
请点击这里，编辑这个条目。每一个人都欢迎扩充和完
善维基百科的内容！

条目信息
 主条目名称：五羊传说
 当选优良日期：2012‐10‐17
 摘录版本：23454418 2012‐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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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览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2012年11
月15日上午在北京举行，选举产生了中共第十八届中央领导
机构。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习近平（1953年6月15日－），陕西富平人，现任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高领导人，第十八届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委员（位列第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
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
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早年经历

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在他出生时，习仲勋已经
官至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习近平10岁那年，即1962年9
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共领导人康生依据小说
《刘志丹》杜撰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
习仲勋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不久，习被下放到河南洛
阳的一家面粉厂劳动；1968年时，习仲勋囚禁狱中，直到
文革结束。

步入政界

1979年4月毕业后，在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飙的秘
书。1982年，出任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县委副书记；一年后，升任正定县县委书记、兼县人武部第
一政委等职。

进入中央

想了解更多关于习近平的政治生涯、轶闻和言论观点？
请点击此处，浏览全部条目内容~

发现条目有错误或缺少信息？欢迎您帮助我们修改！
请点击这里，编辑这个条目。每一个人都欢迎扩充和完
善维基百科的内容！

条目信息
 主条目名称：习近平
 摘录版本：23752796 2012‐11‐19

1969年1月，15岁的习近平来到陕西省延川县的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后来，习近平还
在生产大队担任了中共党支部书记。1975年10月，他受推荐进入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基本有机合
成专业学习，成为了“工农兵学员”。

地方历练

1985年，习近平南下福建，出任中国共产党厦门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此后，在福建工作十七
年，历任共产党福建省宁德市市委书记、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福州市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1993年当选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两年后，晋升省委副书记；1999年出任福建省副省
长、代理省长；2000年正式当选省长；在福建高层，历经贾庆林、陈明义、宋德福等三任省委书
记。
2002年10月，习近平转任浙江省副省长、代省长。同年，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
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获法学博士学位。2002年1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后又
兼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年3月，习近平被调往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接替因上海社保案暂
时代理市委书记一职的市长韩正。

2007年秋举行的中共十七大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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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中国官方全称上海市静安区
胶州路公寓大楼“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是指北京时
间2010年11月15日14时许，发生于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
728弄1号一幢28层的公寓大楼的一起特别重大火灾。据官
方媒体报道，火灾共造成58人死亡，受伤人数71人。

起火过程

起火建筑位于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728弄1号，28层，高85
米，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18472平方米，1997年
12月竣工，1998年3月入住。大楼底层为商铺，2至28层为
住宅，其中有5家单位、156户居民，实有人口440余人。
火灾发生时，该建筑正在实施静安区政府实事工程建筑节
能综合改造项目，总包方为国有企业静安区建设总公司，
分包方为其旗下子公司：上海佳艺装饰公司。
据后来官方的调查，事故原因是由电焊工在大楼10楼违规
进行电焊作业引发的。起火时间大约在当地时间14时15分。
根据初步判断，起火点位于北侧10层楼左右的脚手架。火
灾发生时，由于大楼正在实施施工改造，建筑外表搭满了
脚手架，包围着大量易燃物品，如易燃尼龙网、竹片板制
的踏脚板，以致火势迅速蔓延（主要向垂直方向和周边蔓
延），在极短时间形成大面积密集火情。同时，现场施工
工地较大，风助火势，加速了火灾蔓延。而大楼所进行的
节能综合改造所使用的聚氨酯节能材料亦可能是导致火势
猛烈和散发毒气的元凶。类似事故在中国已经发生多起。

救援工作

后续发展

这次大火不仅让整个上海为之震惊，随着调查深入，这
更引发了一系列后续效应。请点击此处，浏览条目的全
部内容。
发现条目有错误或缺少信息？欢迎您帮助我们修改！
请点击这里，编辑这个条目。每一个人都欢迎扩充和完
善维基百科的内容！

条目信息
 主条目名称：上海“11∙15”特别重大

火灾
 摘录版本：23693122 2012‐11‐14

2010年11月15日13时53分左右，上海市应急联动中心接到
火灾报警；14时16分，上海市消防局接警出动，14时33分
左右到达，调集45个消防中队的各种消防车122辆，其中
云梯车、举高车等17辆，消防人员1300多人。火势很大，
把整座大楼包围起来，救援直升机无法靠近。大火持续了4
个多小时，于18时30分左右大楼烧空后自然熄灭，对于7
层以上楼房消防车束手无策…… ……

历史纵横
右图显示的是2010年11月15日发生在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一
栋公寓大楼的一起火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面对高层燃烧
的赤焰，消防员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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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原公路（英语：Icefields Parkway、法
语：Promenade des Glaciers），也称为93

号公路，是加拿大艾伯塔省的一条公路，
沿途风景秀美。它与北美洲大陆分水岭
平行，穿越崎岖的落基山脉。它穿过班
夫国家公园和贾斯珀国家公园，将路易
斯湖和贾斯珀连接在一起。如今，93号
公路与1号公路在路易斯湖和卡斯尔山重

合，之后进入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库特尼
国家公园。
公路总长为232公里，于1940年完成。公

路名字来源于途中壮观的冰原，包括哥
伦比亚冰原等。
夏季公路交通非常繁忙，7月和8月流量
可以达到每月10万。公路主要是双车道，

在设计时已经尽量避免陡坡和急转弯，
但是司机还是得小心野生动物的出没，
骑自行车的游客以及停在路旁的车辆。
恶劣天气也是需要关注的因素，尤其是
在冬季。

发现条目有错误或缺少信息？欢迎您帮助我们修改！

请点击这里，编辑这个条目。每一个人都欢迎扩充和完
善维基百科的内容！

条目信息
 主条目名称：冰原公路
 摘录版本：19248698 2012‐2‐13

图片信息
 上图：冰原公路经过赫尔伯特湖
 下图：冰原公路道路
 首页：冰原公路附近的弓湖

看图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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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厨房
正式行政区名为柯林顿（Clinton），又俗称为西中城（Midtown West），是

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岛西岸的一个地区，大体上是南北以59街与34街为界、东临第八
大道、西抵哈德逊河的一个长方形区域。地狱厨房早年是曼哈顿岛上一个著名的贫
民窟，主要由爱尔兰裔移民的劳工阶层聚居，以杂乱落后的居住品质、严重的族群
冲突与高犯罪率而闻名。
了解更多

大千世界

纽约的地狱厨房真的是个作菜用的厨房吗？

哈雷彗星是以哪位天文学家命名？

台湾台中市的哪个区位于大甲溪南侧，且以石冈水坝而闻名？

哪座城市是阿尔巴尼亚北部的中心都市？

哪种太阳瓶子草因缺乏瓶盖而得名？

爱德蒙·哈雷
爱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1656年10月29日－1742年1月14日）是一位著

名的英国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气象学家和物理学家， 著名的成就是计
算出哈雷彗星的公转轨道，并预测该天体将再度回归。他也是第二任英国皇家天文
学家，继承天文学家约翰·弗兰斯蒂德。
了解更多

嫌不够？这里有更多问题等着你！

无附太阳瓶子草
无附太阳瓶子草（学名：Heliamphora exappendiculata）是委内瑞拉玻利瓦

尔州西部地区特有的食虫植物。其种加词“exappendiculata”来源于拉丁文“ex”
和“appendicula”，意为“没有附属物”，指其捕虫瓶缺乏瓶盖。
了解更多

斯库台
斯库台（阿尔巴尼亚语：Shkodër）是位于阿尔巴尼亚西北部，斯库台州的都

市。临近斯库台湖，是斯库台州的首府，也是阿尔巴尼亚的城市中， 具历史的城
市之一。斯库台也是阿尔巴尼亚北部文化及经济的中心。斯库台的人口有95,907人，
算上附近地区，斯库台州的人口则有217,375人。是次于爱尔巴桑（中部的工业都
市）之后的阿尔巴尼亚第4大都市，距首都地拉那有116公里。
了解更多

石冈区
石冈区，位于台湾台中市的一个市辖区，位置在台中市中部偏北。西与丰原区

相邻，南与新社区衔接，东及北与东势区以大甲溪为界，设有石冈水坝。区内气候
属亚热带气候，热而湿润，特产有莺歌桃、椪柑、葡萄、杨桃、高接梨及柳松茸等。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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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讲堂
维基百科（Wikipedia）是一部自由的网上百科全书，提供给
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人类使用。也可以供任何人编辑。维基百
科由来自全世界的志愿者协同写作，不断地快速成长，已经
成为 大的资料来源网站之一。因为任何人都能做出贡献。
在“维基讲堂”栏目里，我们将对维基的方针政策、编辑技
巧、使用诀窍等内容进行讲解。

本期内容：维基百科和一般的百科全书，有什么不同？

维基百科与传统的纸本百科全书有一些重要的相异之处。
例如，较旧的条目应该会有更完整的内容、更平衡的观
点，而较新的条目可能经常会包含明显的错误、非百科
全书的内容，或是单纯的破坏。使用者必须注意这一点，
以取得有效的资讯，并避开那些 近加入且尚未被删除
的错误讯息。然而，与纸本的参考资料不同，维基百科
经常更新，许多重要事件或新闻动态的条目有时在几分
钟之内就会被建立或更新，但传统的百科全书可能需要
等待数月或数年、以至于来更新这些资讯。

相对于传统百科全书，维基百科的使用更加方便。无论
是在传统电脑、平板还是手机上，无论您在家、办公室、
咖啡厅、甚至大街上，您都可以随时随地查阅甚至编辑
维基百科。摆脱重量的束缚。

由于编辑者来自五湖四海，拥有不同的背景和价值观，
成千上万人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普通百科全书的编辑委员
会，因此维基百科能在这期间达到一个平衡，使内容更
加全面、中立客观。这也是一般百科全书较难达到的。

一柜子的纸质百科全书。如今在维基百科，
你只需要敲几下键盘，就可以检索任何你需
要的内容！

@LIVIAWARD
互联网自被发明以来发生的 好的事~#维基百
科#*^o^* 今天看到他们在ask for donations，立
刻捐了表示感谢！偶觉得互联网的真谛就是分
享!收费的，插广告的都是偶不爱的，没有前途
的~

@燃玉
#维基百科学外语#用维基百科的
“有声条目”功能，听了一中午
德语有木有~话说在线听有时候

会断的说，好在可以下载~

@Hairui_Zhang
今天 有意义的一件事：给维基
百科募捐。互联网封闭化进程中

的异数。

世界看我们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6%B0%E6%89%8B%E5%85%A5%E9%96%80/%E5%8F%83%E8%88%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6%B0%E6%89%8B%E5%85%A5%E9%96%80/%E4%BB%8B%E7%B4%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6%B0%E6%89%8B%E5%85%A5%E9%96%80/%E7%B7%A8%E8%BC%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6%B0%E6%89%8B%E5%85%A5%E9%96%80/%E7%B6%AD%E5%9F%BA%E6%96%87%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6%B0%E6%89%8B%E5%85%A5%E9%96%80/%E6%A0%BC%E5%BC%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6%B0%E6%89%8B%E5%85%A5%E9%96%80/%E6%96%B9%E9%87%9D%E6%8C%87%E5%BC%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6%B0%E6%89%8B%E5%85%A5%E9%96%80/%E8%A8%8E%E8%AB%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6%B0%E6%89%8B%E5%85%A5%E9%96%80/%E6%AC%8A%E9%99%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6%B0%E6%89%8B%E5%85%A5%E9%96%80/%E7%B8%BD%E7%B5%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4%BA%92%E5%8A%A9%E5%AE%A2%E6%A0%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8%A9%A2%E5%95%8F%E8%99%95


本附录收录有下列常用链接：

 维基百科首页

 关于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统计页

 联系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版权协议

 新手简明指南

 常见问题解答

 维基媒体基金会

 维基百科方针

 维基百科编辑指引

 维基百科术语表

如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即刻联系本期期刊的主编者Yhz1221。（新浪微博：耶叶爷），

请在此处给主编留言提报。

感谢您阅读我们的期刊。希望您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

本刊在知识共享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3.0协议之条款下提供，附加条款亦可能应用。

（本期完）

附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A6%96%E9%A1%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5%85%B3%E4%BA%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Special:%E7%BB%9F%E8%AE%A1%E4%BF%A1%E6%81%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8%81%94%E7%B3%BB%E6%88%91%E4%BB%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CC-BY-SA-3.0%E5%8D%8F%E8%AE%AE%E6%96%87%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6%B0%E6%89%8B%E7%B0%A1%E6%98%8E%E6%8C%87%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5%B8%B8%E8%A7%81%E9%97%AE%E9%A2%98%E8%A7%A3%E7%AD%94
https://wikimediafoundation.org/wiki/Hom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6%B9%E9%92%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Category:%E7%BB%B4%E5%9F%BA%E7%99%BE%E7%A7%91%E6%8C%87%E5%AF%BC%E6%96%B9%E9%92%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C%AF%E8%AF%AD%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Yhz12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Yhz1221
http://weibo.com/1262388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