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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首頁  現在加入維基百科

您好，歡迎您閱讀中文維基期刊！

這本期刊是中文維基人自主編撰、出版的刊物。它主要涵蓋了中文維基百科質量優

秀的條目摘錄，維基百科社群動態、以及供新手使用的指南教學。出版頻率約為一

或兩個月一期。通過這本期刊，您可以更全面、系統地了解維基百科的意義與其運

作方式。並擴寬您的視野。同時，我們也希望您更進一步，加入我們的維基大家庭

中來，與成千上萬的編者們一起，向全人類貢獻您的知識。

 

本期期刊含有如下內容：

² 本期特別Stevenliuyi專題——撰寫1.65萬條目的維基大俠

² 維基新事——介紹中文維基百科社群動態

² 維基講堂——教你如何使用和編輯維基百科

² 附錄——收錄維基百科常用連結（此章節內容可能長期不變）

如您有建議或意見，請在此处給主編留言提報。

 

最後，祝您閱讀愉快。

本刊正體版據維基百科之繁簡轉換功能“台灣正體”版製作。

說明

本期主編：Yhz1221（新浪微博：耶叶爷）

校對和審核：AddisWang（新浪微博：AddisWang）

美工：Ericmetro（新浪微博：Ericmetro）        想看以前的？往期回顧

請關注我們的微博：
@维基百科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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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讀者們，你們知道「1.65萬個條目」

是什麼概念嗎？中文維基百科目前有71.5萬個條

目，1.65萬相當於條目總數2.3%。然而，如果這

1.65萬個條目都是由同一個人在3年多時間內創建

的話，您會不會趕到很驚訝呢？3年的時間創建那

麼多的條目，平均下來每天需要創建十多個，您會

不會覺得，只有一天有25小時的喵星人們才能做

得到這些呢？

事實上，Stevenliuyi不是喵星人，更不是銻星

人。作為地球人，他的一天只有24小時。然而，

他在2010年1月8日起，至今已經創建了1.65萬個

維基百科條目。

作為維基百科創建條目最多的編者之一，他表現的

卻是異常低調。為維基百科工作，他沒有物質報

酬，他所唯一獲得的，只不過是同道人送給其的幾

個「星章」。2013年7月的一次偶然的機會使他

被媒體曝光而廣為人知，面對成群的粉絲和讚美，

他只是謙虛地回應：

「我只是上千名維基人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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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Stevenliuyi先生，向你深切致

敬！」。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嚴鋒發表了一

條深情款款的致謝微博，直呼「好漢，如你

路過上海，在下一定略備薄酒，隆重致敬一

番。」事情起源於2013年初，嚴教授無意間

發現有人在中文維基百科建立了他爺爺嚴春

陽的詞條，隨手瀏覽了創建者「Stevenliuyi

先生」的「功績」，讓他驚嘆不已:「這需要

多大的努力！請問你是怎麼做到的？」

「你是怎麼做到的？」

   Stevenliuyi告訴記者，近10年來自己都是中

文維基百科的忠實用戶，用的過程中對編寫者

產生了好奇之心和羨慕之情。心動不如行動，

他在2010年1月8日成了一名「維基人」。所

謂「維基人」(英語 Wikipedian)，指的是在維

基百科上撰寫條目、維護站務者，他們中的絕

大多數都是以志願者的身份參與其中，無任何

報酬。加之維基百科的開放性，所有的網民都

有機會成為維基百科的編者。

Stevenliuyi的每月編輯統計圖，在⼀一些月份甚⾄至可以達到六千次編輯數。

本報道原作者為⽂文匯報記者史博臻



儘管門檻低，但若想成為一名合格的、受人

尊敬的「維基人」，則需要自覺遵守規則，

否則很容易被「同行」摒棄。Stevenliuyi介

紹，「維基人」贊成分享自己親身經歷的生

活經驗、自己知道的實用知識，反對發布照

抄照搬的網上內容、垃圾信息和黃賭毒等違

法內容。「在此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完成編

撰工作。」在採訪中，Stevenliuyi謙虛地回

應了嚴教授的表揚，認為自己很多時候只是

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比較專業的注釋

和資料補充，還需要「大牛們」出手。

「合格的維基人」

其實，Stevenliuyi正成長為他人眼中的「大

牛」。去年底，有人在知乎網上提問:「大牛們

怎樣搜集資料？」 Stevenliuyi洋洋洒洒回復了

3000多字，迅速引起網友共鳴，得到眾多支持

成為最受歡迎的答案。他坦陳這近兩萬條條目

中，九成都與專業沒啥關係，自己幾乎一直都

在搜集感興趣的不同領域的資料。他總結，興

趣是促使他樂此不疲持續創編的原因，比如在

一本書中看到的「生僻詞」、在廣告中聽到的

「火星文」，都可以成為下一個新鮮出爐的詞

條。

Stevenliuyi的留⾔言板上，有不少來⾃自其它⽤用⼾戶的祝福與⿎鼓勵。

小貼士：ú尽維基有愛ù俊是維基百科的一項功能，內含各種虛擬
星章Ä�虛擬禮物等發送器，當用⼾戶對其它某用⼾戶表示讚賞Ä�感
謝Ä�祝福或鼓勵時，會向對方的留言板發送禮品或星章Å！



在編撰嚴鋒教授爺爺嚴春陽先生的條目時，

Stevenliuyi查看了多部書籍和文獻，「如果條目在

英文維基中有現成的注釋，可以互譯；但若是中國

歷史人物、文化等專屬性極強的條目，就需要『博

覽群網』了。」除了英文維基外，他常用的搜索工

具還有CNKI、Google等論文資料庫和專業資料

庫，Google圖書搜、超星圖書、CADAL圖書等圖

書資料庫。另外，CNKI工具書搜索收錄了上千本各

專業的中文工具書，也是必備工具之一。編撰「嚴

春陽」詞條時，還在讀書的Stevenliuyi沒少往學校

圖書館裡跑。「別瞧不起那些老書，是它們豐滿了

歷史性詞條的生命。」

「合格的維基人」

不到4年時間，16500篇條目誕生於他的

指尖，佔中文維基百科705583篇條目中

的2.34％！他「搶注」過「海寶」、「梁

從誡」、「美國駐華大使館」等大眾耳熟

能詳的詞條，也編撰過好玩的英語句子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神秘的「艾菲爾鐵塔上所刻的

72人列表」和「維吉尼亞密碼」等。

Stevenliuyi坦言，編撰這些條目滿足了自

己學習新知識的慾望，也能方便需要的

人。

⼀一個典型的維基百科條⺫⽬目編輯界⾯面。編者們⽇日復⼀一⽇日地與這些東⻄西打著交道。



去年11月2日，中文維基百科的條目數首次達到60萬，Stevenliuyi由

「同行」民意推選，負責設計了紀念LOGO，以此呼籲更多人參與到維基

百科計劃中來。因為被嚴教授在微博上表揚，Stevenliuyi的粉絲這兩天

從兩位數變成了四位數。網友紛紛讚歎，「網際網路就是這種工蜂式人物

推動的」，「致敬這些默默努力的人」，「厲害，高手在民間」⋯⋯他仔

細閱讀了粉絲的回復，對記者說，「承蒙各位錯愛，其實真沒有那麼厲

害，自己只是上千名『維基人』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

2012年11月2⽇日的中⽂文維基百科六⼗十萬慶祝標誌，由Stevenliuyi設計。

Stevenliuyi的「功績」讓人嘆為觀止。然而，他主編過的條目，又都是

些什麼樣子的呢？現在，小編帶領大家觀賞由Stevenliuyi主編的兩個條

目：（翻到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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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句英文句子中用且僅用了八個buffalo？

2010年上海世博會園區中什麼展館代表中國？

哪種進制被中國、埃及等古代文明的曆法系統廣泛採用？

十二进制
　　十二進制是數學中一種以12為底數的記數系統，通常使用數字0~9以及
字母A、B（或X、E）來表示。其中，A（或X）即數字10，B（或E）即數字
11。十二進制中的10代表十進制的12，也稱為一打。同樣的，十二進制的
100代表十進制的144（=122），也稱為一羅；十二進制的1000代表十進制
的1728（=123），也稱為一大羅；而十二進制的0.1則代表十進制的十二分
之一。在表示分數方面，除了六十進制外，十二進制要比其他常用的進制
（諸如十進制、二進制、二十進制、八進制和十六進制）都更為方便。

        歷史上，在很多古老文明中都使用十二進制來記時。這或許是由於一年
中月球繞地球轉十二圈，也有人認為這和人類一隻手有十二節指骨有關（不
包括姆指，一根手指有三節指骨），這樣方便記數。如古埃及文明就將白天
夜晚分別劃分為12部分，而從古巴比倫文明傳承到西方文化中的黃道十二宮
則是將一年分為了12個星座。 中國古代設有12地支，與一天的12個時辰對
應。一個地支還對應兩個節氣，從而表示一年的二十四節氣。同時，將地支
與12種動物對應，成為十二生肖，來表示12年為周期的循環。

了解更多

中國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國館
　　中國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國館（簡稱中國館）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
上代表中國的主題展館，位於世博園區的核心區。中國館共分為國家館和地
區館兩部分。其中，國家館建築面積為27000平方米，地區館為45000平方
米。展館於2007年12月18日正式開工，並於2010年2月正式竣工。現已被改
為中華藝術宮。中國館的建築外觀以「東方之冠，鼎盛中華，天下糧倉，富
庶百姓」為主題，代表中國文化的精神與氣質。其中，「中國紅」作為建築
的主色調，大氣而沉穩，也易於為世界所理解。

        高聳的國家館與在地面上水平展開的地區館相呼應，以體現東方哲學中
「天」、與「地」的對應關係。同時，國家館的整體造型以中國古代木結構
建築中的斗栱為來源、並從夏商周的青銅器中吸取了靈感，不過並沒有相互
穿插的梁、栱、契等部件。而在地區館的外牆上，還採用的中國古老的疊篆
文字傳遞二十四節氣的信息。其屋頂平台上名為「新九洲清晏」的城市花
園，則引入了圓明園中「九洲清晏」的概念。其中，「九洲」之首即為國家
館，取名的「雍」，其他八洲則分別取名為「田」、「澤」、「漁」、
「脊」、「林」、「甸」、「壑」、「漠」。

了解更多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是英語中一句語法正確的句子，用來展示如何使用同形同音詞創造複雜的語
言結構。1972年，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助理教授威廉·拉帕波特最早使
用了這句句子。

        句子本身缺少了標點，句中的buffalo一詞包含了三種不同的意義，按出
現次序分別指美國紐約州水牛城（Buffalo）、名詞，指美洲野牛、 動詞，意
為威嚇、愚弄、使困惑。標準英文翻譯這句話，可以為：Bison from 
Buffalo, New York, who are intimidated by other bison in their 
community also happen to intimidate other bison in their 
community。對應中文可以為：水牛城美洲野牛水牛城美洲野牛威嚇威嚇水
牛城美洲野牛。標準中文也可表述為：水牛城中某些美洲野牛被另一些美洲
野牛所恐嚇，而這些美洲野牛又恐嚇其他一些美洲野牛。

了解更多

图作者：Jack	  Dykinga

图作者：凌智

圖⽚片版權已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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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推薦閱讀

Ø 如何參與

Ø 維基介紹

Ø 如何編輯

Ø 維基文本

Ø 格式指南

Ø 方針指引

Ø 交流討論

Ø 用戶權限

Ø 互助客栈

維基講堂
維基百科（Wikipedia）是一部自由的網上百科全書，提供給
這個星球上所有的人類使用。也可以供任何人編輯。維基百科
由來自全世界的志願者協同寫作，不斷地快速成長，已經成為
最大的資料來源網站之一。因為任何人都能做出貢獻。 在「維
基講堂」欄目里，我們將對維基的方針政策、編輯技巧、使用
訣竅等內容進行講解。

本期內容：維基解密與維基百科無關！

許多朋友對維基百科和維基解密（WikiLeaks，另譯：維基揭密、維基泄
密）的關係一直未能正確辨別，總認為維基百科與維基解密有合作關係，
甚至以為維基百科就是維基解密。同時，一些不嚴謹的媒體也經常放出諸
如「維基百科創始人阿桑奇……」等錯誤話語，使得一些人更加迷惑。

事實是：維基百科的確與維基解密沒有任何合作、從屬等關係。維基解密
是一個與維基百科或維基媒體基金會沒有建立任何關係的網站，僅僅是因
都採用Wiki的名字，而導致名稱相似。

維基（Wiki）並不是單指維基百科或維基解密，更不是任何組織的縮寫。
它其實是泛指一種技術——一種允許一群用戶利用簡單的描述來創建和連
接一組網頁的社會計算系統。基本上，Wiki包含一套能簡易製作與修改
HTML網頁的系統，再加上一套記錄和編排所有改變的系統，並且提供還原
改變的功能。使用Wiki系統的網站稱為Wiki網站，允許任何造訪它的人快
速輕易地添加、刪除和編輯所有的內容。

由此看來，維基百科與維基解密唯一的共同點即是：它們可能同時或曾經
使用了相同的「Wiki技術」。然而，世界上使用這種技術的網站成千上
萬。有一家大型的Wiki提供網站——Wikia，集結了許多不同族群的wiki
站，免費提供使用者參與閱讀和編輯，以廣告作為收入來源。以它為基
礎，數以萬計的Wiki技術網站被建立。但這些網站都與維基媒體計劃沒有
關聯。

因為現況：「維基解密」與「維基百科」名稱相近，為避免兩者混淆，造
成維基百科項下所有計劃受到牽連，小編建議，請勿以任何語言之「維
基」（Wiki）字眼，來取代維基解密的簡稱。以中文而言，小編更強烈希
望媒體能以全名稱呼或「維解」來作為維基解密之簡寫。

不要光看見所謂
「Wiki」就浮想聯
翩。。。

世界看我們

”“ 雖然數不清在維基百科上讀過多少條⺫⽬目了，但還是會時不時感慨「原來連這
種條⺫⽬目都可以有」，⽐比如剛看過的⼀一篇「指甲划過⿊黑板的聲⾳音」……我覺得都
可以搞個專題「維基百科上的奇葩條⺫⽬目們」了……——@stevenliuyi	  在	  新浪微
博

图⽚片作者：Ari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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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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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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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錄收錄有下列常用鏈接：	�

Ø  維基百科首頁	�

Ø  關於維基百科	�

Ø  維基百科統計頁	�

Ø  聯繫維基百科	�

Ø  維基百科版權協議	�

Ø  新手簡明指南	�

Ø  常見問題解答	�

Ø  維基媒體基金會	�

Ø  維基百科方針	�

Ø  維基百科編輯指引	�

Ø  維基百科術語表	�

 	�

如您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請即刻聯繫本期期刊的主編者Yhz1221。（新浪微博：耶叶爷），

請在此处給主編留言提報。	�

 	�

感謝您閱讀我們的期刊。希望您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們。	�

（本期完）	�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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