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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在网页预览中在线阅读此刊物时，超链接功能可
能会失效。推荐您将它下载到您的电脑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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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首页  现在加入维基百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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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期期刊含有如下内容：	�

²  本期特别Stevenliuyi专题——撰写1.65万条目的维基大侠	�

²  维基新事——介绍中文维基百科社群动态	�

²  维基讲堂——教你如何使用和编辑维基百科	�

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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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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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看以前的？往期回顾 

请关注我们的微博： 
@维基百科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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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们，你们知道“1.65万个条

目”是什么概念吗？中文维基百科目前有71.5万

个条目，1.65万相当于条目总数2.3%。然而，

如果这1.65万个条目都是由同一个人在3年多时

间内创建的话，您会不会赶到很惊讶呢？3年的

时间创建那么多的条目，平均下来每天需要创建

十多个，您会不会觉得，只有一天有25小时的喵

星人们才能做得到这些呢？ 

 

事实上，Stevenliuyi不是喵星人，更不是锑星人。

作为地球人，他的一天只有24小时。然而，他在

2010年1月8日起，至今已经创建了1.65万个维

基百科条目。 

 

作为维基百科创建条目最多的编者之一，他表现

的却是异常低调。为维基百科工作，他没有物质

报酬，他所唯一获得的，只不过是同道人送给其

的几个“星章”。2013年7月的一次偶然的机会

使他被媒体曝光而广为人知，面对成群的粉丝和

赞美，他只是谦虚地回应： 

 

“我只是上千名维基人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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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Stevenliuyi先生，向你深切致

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发表了

一条深情款款的致谢微博，直呼“好汉，

如你路过上海，在下一定略备薄酒，隆重

致敬一番。”事情起源于2013年初，严教

授无意间发现有人在中文维基百科建立了

他爷爷严春阳的词条，随手浏览了创建者

“Stevenliuyi先生”的“功绩”，让他惊

叹不已:“这需要多大的努力！请问你是怎

么做到的？” 

“你是怎么做到的？” 

      Stevenliuyi告诉记者，近10年来自己都

是中文维基百科的忠实用户，用的过程中对

编写者产生了好奇之心和羡慕之情。心动不

如行动，他在2010年1月8日成了一名“维

基人”。所谓“维基人”(英语 Wikipedian)，

指的是在维基百科上撰写条目、维护站务者，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

其中，无任何报酬。加之维基百科的开放性，

所有的网民都有机会成为维基百科的编者。 

Stevenliuyi的每月编辑统计图，在一些月份甚至可以达到六千次编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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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门槛低，但若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受

人尊敬的“维基人”，则需要自觉遵守规

则 ， 否 则 很 容 易 被 “ 同 行 ” 摒 弃。

Stevenliuyi介绍，“维基人”赞成分享自

己亲身经历的生活经验、自己知道的实用

知识，反对发布照抄照搬的网上内容、垃

圾信息和黄赌毒等违法内容。“在此前提

下，才能更好地完成编撰工作。”在采访

中，Stevenliuyi谦虚地回应了严教授的表

扬，认为自己很多时候只是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比较专业的注释和资料补充，

还需要“大牛们”出手。 

“合格的维基人” 

其实，Stevenliuyi正成长为他人眼中的“大

牛”。去年底，有人在知乎网上提问:“大牛

们怎样搜集资料？” Stevenliuyi洋洋洒洒回

复了3000多字，迅速引起网友共鸣，得到众

多支持成为最受欢迎的答案。他坦陈这近两

万条条目中，九成都与专业没啥关系，自己

几乎一直都在搜集感兴趣的不同领域的资料。

他总结，兴趣是促使他乐此不疲持续创编的

原因，比如在一本书中看到的“生僻词”、

在广告中听到的“火星文”，都可以成为下

一个新鲜出炉的词条。 

Stevenliuyi的留言板上，有不少来自其它用户的祝福与鼓励。 


小贴士：ú尽维基有爱ù俊是维基百科的一项功能，内含各种虚
拟星章Ä�虚拟礼物等发送器，当用户对其它某用户表示赞赏Ä�
感谢Ä�祝福或鼓励时，会向对方的留言板发送礼品或星章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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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撰严锋教授爷爷严春阳先生的条目时，

Stevenliuyi查看了多部书籍和文献，“如果条目

在英文维基中有现成的注释，可以互译；但若是

中国历史人物、文化等专属性极强的条目，就需

要‘博览群网’了。”除了英文维基外，他常用

的搜索工具还有CNKI、Google等论文数据库和

专业数据库，G o o g l e 图书搜、超星图书、

CADAL图书等图书数据库。另外，CNKI工具书

搜索收录了上千本各专业的中文工具书，也是必

备工具之一。编撰“严春阳”词条时，还在读书

的Stevenliuyi没少往学校图书馆里跑。“别瞧不

起那些老书，是它们丰满了历史性词条的生命。” 

“合格的维基人” 

不到4年时间，16500篇条目诞生于他

的指尖，占中文维基百科705583篇条

目中的2.34％！他“抢注”过“海

宝”、“梁从诫”、“美国驻华大使

馆”等大众耳熟能详的词条，也编撰过

好玩的英语句子“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　buffalo”、神秘的“埃菲尔

铁塔上所刻的72人列表”和“维吉尼亚

密码”等。Stevenliuyi坦言，编撰这些

条目满足了自己学习新知识的欲望，也

能方便需要的人。 

一个典型的维基百科条目编辑界面。编者们日复一日地与这些东西打着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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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2日，中文维基百科的条目数首次达到60万，Stevenliuyi由

“同行”民意推选，负责设计了纪念LOGO，以此呼吁更多人参与到维

基百科计划中来。因为被严教授在微博上表扬，Stevenliuyi的粉丝这两

天从两位数变成了四位数。网友纷纷赞叹，“互联网就是这种工蜂式人

物推动的”，“致敬这些默默努力的人”，“厉害，高手在民间”⋯⋯

他仔细阅读了粉丝的回复，对记者说，“承蒙各位错爱，其实真没有那

么厉害，自己只是上千名‘维基人’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 

2012年11月2日的中文维基百科六十万庆祝标志，由Stevenliuyi设计。 

Stevenliuyi的“功绩”让人叹为观止。然而，他主编过的条目，又都是

些什么样子的呢？现在，小编带领大家观赏由Stevenliuyi主编的两个条

目：（翻到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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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句英文句子中用且仅用了八个buffalo？ 

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中什么展馆代表中国？ 

哪种进制被中国、埃及等古代文明的历法系统广泛采用？ 

十二进制	�
　　十二进制是数学中一种以12为底数的记数系统，通常使用数字0~9以及字母A、
B（或X、E）来表示。其中，A（或X）即数字10，B（或E）即数字11。十二进制
中的10代表十进制的12，也称为一打。同样的，十二进制的100代表十进制的
144（=122），也称为一罗；十二进制的1000代表十进制的1728（=123），也称为
一大罗；而十二进制的0.1则代表十进制的十二分之一。在表示分数方面，除了六
十进制外，十二进制要比其他常用的进制（诸如十进制、二进制、二十进制、八进
制和十六进制）都更为方便。	�
	�
        历史上，在很多古老文明中都使用十二进制来记时。这或许是由于一年中月球
绕地球转十二圈，也有人认为这和人类一只手有十二节指骨有关（不包括姆指，一
根手指有三节指骨），这样方便记数。如古埃及文明就将白天夜晚分别划分为12部
分，而从古巴比伦文明传承到西方文化中的黄道十二宫则是将一年分为了12个星座。	�
中国古代设有12地支，与一天的12个时辰对应。一个地支还对应两个节气，从而表
示一年的二十四节气。同时，将地支与12种动物对应，成为十二生肖，来表示12年
为周期的循环。	�
	�
了解更多 

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	�
	�
　　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简称中国馆）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代
表中国的主题展馆，位于世博园区的核心区。中国馆共分为国家馆和地区馆两部分。
其中，国家馆建筑面积为27000平方米，地区馆为45000平方米。展馆于2007年12
月18日正式开工，并于2010年2月正式竣工。现已被改为中华艺术宫。中国馆的建
筑外观以“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为主题，代表中国文化的
精神与气质。其中，“中国红”作为建筑的主色调，大气而沉稳，也易于为世界所
理解。	�
	�
        高耸的国家馆与在地面上水平展开的地区馆相呼应，以体现东方哲学中“天”、
与“地”的对应关系。同时，国家馆的整体造型以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中的斗栱为
来源、并从夏商周的青铜器中吸取了灵感，不过并没有相互穿插的梁、栱、契等部
件。而在地区馆的外墙上，还采用的中国古老的叠篆文字传递二十四节气的信息。
其屋顶平台上名为“新九洲清晏”的城市花园，则引入了圆明园中“九洲清晏”的
概念。其中，“九洲”之首即为国家馆，取名的“雍”，其他八洲则分别取名为
“田”、“泽”、“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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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语
中一句语法正确的句子，用来展示如何使用同形同音词创造复杂的语言结构。1972
年，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助理教授威廉·拉帕波特最早使用了这句句子。	�
	�
        句子本身缺少了标点，句中的buffalo一词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意义，按出现次
序分别指美国纽约州水牛城（Buffalo）、名词，指美洲野牛、 动词，意为威吓、
愚弄、使困惑。标准英文翻译这句话，可以为：Bison from Buffalo, New York, 
who are intimidated by other bison in their community also happen to 
intimidate other bison in their community。对应中文可以为：水牛城美洲野牛
水牛城美洲野牛威吓威吓水牛城美洲野牛。标准中文也可表述为：水牛城中某些美
洲野牛被另一些美洲野牛所恐吓，而这些美洲野牛又恐吓其他一些美洲野牛。	�
	�
了解更多 

图作者：Jack	  Dykinga 

图作者：凌智 

图片版权已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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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推荐阅读 

Ø  如何参与 

Ø  维基介绍 

Ø  如何编辑 

Ø  维基文本 

Ø  格式指南 

Ø  方针指引 

Ø  交流讨论 

Ø  用户权限 

Ø  互助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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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成为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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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解密与维基百科无关！ 

许多朋友对维基百科和维基解密（WikiLeaks，另译：维基揭密、维基泄密）的关
系一直未能正确辨别，总认为维基百科与维基解密有合作关系，甚至以为维基百科
就是维基解密。同时，一些不严谨的媒体也经常放出诸如“维基百科创始人阿桑
奇……”等错误话语，使得一些人更加迷惑。	�
	�
事实是：维基百科的确与维基解密没有任何合作、从属等关系。维基解密是一个与
维基百科或维基媒体基金会没有建立任何关系的网站，仅仅是因都采用Wiki的名字，
而导致名称相似。	�
	�
维基（Wiki）并不是单指维基百科或维基解密，更不是任何组织的缩写。它其实是
泛指一种技术——一种允许一群用户利用简单的描述来创建和连接一组网页的社会
计算系统。基本上，Wiki包含一套能简易制作与修改HTML网页的系统，再加上一套
记录和编排所有改变的系统，并且提供还原改变的功能。使用Wiki系统的网站称为
Wiki网站，允许任何造访它的人快速轻易地添加、删除和编辑所有的内容。	�
	�
由此看来，维基百科与维基解密唯一的共同点即是：它们可能同时或曾经使用了相
同的“Wiki技术”。然而，世界上使用这种技术的网站成千上万。有一家大型的
Wiki提供网站——Wikia，集结了许多不同族群的wiki站，免费提供使用者参与阅读
和编辑，以广告作为收入来源。以它为基础，数以万计的Wiki技术网站被建立。但
这些网站都与维基媒体计划没有关联。	�
	�
因为现况：“维基解密”与“维基百科”名称相近，为避免两者混淆，造成维基百
科项下所有计划受到牵连，小编建议，请勿以任何语言之“维基”（Wiki）字眼，
来取代维基解密的简称。以中文而言，小编更强烈希望媒体能以全名称呼或“维
解”来作为维基解密之简写。	�

不要光看见所谓
“Wiki”就浮想联

翩。。。 

世界看我们 

” 
“ 虽然数不清在维基百科上读过多少条目了，但还是会时不时感慨「原来连

这种条目都可以有」，比如刚看过的一篇“指甲划过黑板的声音”……我觉
得都可以搞个专题“维基百科上的奇葩条目们”了……——@stevenliuyi	  在 
新浪微博 

图片作者：Ari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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