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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1999年9月20日，我對為數不多

的幾位朋友宣稱：「我有了一個孩

子。」他們驚訝的模樣讓我得意非凡。

然後我告訴他們，那個孩子誕生於網

絡，名叫《公共行政之窗》。那時我自

然不會想到，幾十天後給它更換的「學

名」——思想的境界——竟然會在後來

引起某個人群的特別關注。2000年

10月14日晚上，我向廣大得多的人群

發布了這個孩子的死亡聲明。外間對

這個孩子是自殺還是他殺議論紛紛。

承蒙很多師長朋友厚愛，他們說

我一個人獨力製作維護的網站《思想的

境界》（以下簡稱「思想網」）雖然已經死

亡，但它已在世紀末的中文學術網站

建設中留下了一抹亮色，甚至還可能

繼續留在某些人的記憶深處或某種在

野的歷史中。其實這些對我都不重

要，我深切地知道這個時代一切死亡

的東西都會迅速消逝，但我如果還有

一點遺憾，卻不是因為它將變成某種

私隱的懷念，而是它不再能夠對現世

的人群發生真切的影響。後者才是我

努力追尋的目標。

感謝《二十一世紀》給我一個特別

的表達機會，讓我來描述網站從生到

死的那段歷程。當我看到沈昌文先生

寫關於《讀書》的回顧竟然用了十分謙

卑的標題〈出於無能〉時，我想自己一

定是「出於無知、無能和無為」了。

二　緣起：為了信息共享

我觸網是在1998年底，目的非常

明確，就是想找尋有價值的學術研究

資訊。當時中文網站開始進入活躍時

期，圈地和淘金的神話到處上演。但

我卻很失望：國家圖書館和公共教育部

門提供的數字化信息少得可憐，而商

業網站的定位是吸引注意力以開展某

種毫無基礎的電子商務。直到揮霍了大

把的時間和金錢後，我才想起既然網

絡學術如此薄弱，為何不自己來做一個

小小網站，把我那些費心收集的資料

放到網上與有心的朋友交流共享呢？

寫在《思想的境界》關站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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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據，花了一周多的時間來研究網頁

製作的最基本技巧，連睡覺都覺得奢

侈。終於在那一天，《公共行政之窗》

寄生於某家提供免費主頁的服務商，

開始了它學步前行的艱難歷程。在它

身上，有我在網上找到的不到100篇

論文。

自從孩子降生之後，我覺得時光

以加倍的速度流逝，每天都因為充實

而變得短暫，每天都因有愛戀而充滿

期待，首頁的計數器簡直成了我的心

靈寄託。我到處搜尋同類，到處尋找

營養品，到處做廣告，希望這個幼稚的

嬰兒能被更多的人認識和喜歡。但是

結果還是可憐得很。好幾周º，那計數

器如果在跳動，幾乎都是我一個人不斷

上線下線點擊造成的。大概沒有「生育」

過的外人很難理解這種狂熱，尤其是

這種狂熱目的模糊，未來不定。

記得當時秋風先生做了一個《自

由主義評論》（後遷址改名為《思想評

論》，依然優秀），提供了很豐富的古

典自由主義文獻，還有他自己撰寫的

精彩時事雜談，看得我眼紅耳熱；還

有幾乎和我同時起步的《春夏自由評

論》，剛過國慶日訪問量就突破了

3,000人次，我簡直不能相信。我開始

反思自己的孩子到底哪º不如人，結

論是太狹隘，太專業，能鎖定的讀者

自然有限。

11月初，做了一次整體的改版，

那種天藍色的頁面風格和無意中想到

的《思想的境界》網名就這麼固定下來

了。網站大幅增加了人文歷史、經濟

關懷和時事追蹤的內容，其實文章的

來源網站屈指可數：《萬聖書園》、《中

國研究》、《天則經濟所》、《中文論壇

精選》和資歷深厚的《新語絲》、《華夏

文摘》等。再後來發現了《二十一世紀》

和《戰略與管理》網站的時候，我欣喜

若狂，由於不懂得用軟件下載離線瀏

覽，只好整夜整夜趴在網上一篇一篇

複製保存，然後放到自己的頁面上。

為了吸引讀者，我還做了一個「意外驚

喜」的欄目，放置了一些精巧的小遊戲

和另類軟件。有一天一位網友來信詢

問我提供的那個「保齡球」遊戲怎樣

玩。我讀W來信，竟然唏噓感歎：為

人民服務見成效了。

最早的留言已經記不得內容。江

蘇的聽話先生說計數器只有兩位數的

時候他就來了。《戰略與管理》編輯部

的高超群兄說他找到「思想網」時，

計數器只有三位數，上面還有我的

個人簡介和「玉照」。我對他們這樣的

老讀者心懷感激。10月12日，訪客達

到1,000；12月17日，計數器跳到了

10,000。2000年2月4日，除夕，訪問

人數達到20,000。

這段時間，網絡上的個人學術類

站點開始多了起來。熱鬧中我並不知

道意義何在。

三　發展：思想找到了方向

1999年的12月，吉隆坡的孫向陽

先生寄來了一篇文章，這是「思想網」

收到的第一篇讀者來稿。2000年初

春節過後，開始有新的稿件來，到了

3月份，每兩三天就更新一次的網頁

目錄中醒目地標記出感謝某某惠寄大

作，每次一串，看上去頗有感召力。

到了5月，「思想網」就開始以發布作者

賜稿為主，在個人網站中率先闖出了

到處複製黏貼的侵權泥潭。

我後來曾經想過，為甚麼一個力

量單薄的個人網站會吸引那麼多高手賜

稿？原因似乎有：1、網站還算嚴肅；

《公共行政之窗》首頁

的計數器簡直成了我

的心靈寄託。好幾周

T，那計數器如果在

跳動，幾乎都是我一

個人不斷上線下線點

擊造成的。幾乎和我

同時起步的《春夏自由

評論》，日訪問量就

突破了3,000人次。

我開始反思自己的孩

子到底哪T不如人，

結論是太狹隘，太專

業，能鎖定的讀者自

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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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託南京大學的福，作者們不擔心稿

件被壞人利用；3、沒有資金也沒有門

戶背景的個人獨立支撐，帶有某種悲

壯的氣概；4、中文學術思想網站過於

稀缺，資源越是稀缺，努力就越可

貴。尤其到後來製作了大批學人專集

後，他們更樂意把大作發來；更多的

優秀稿件吸引了更多的高素質讀者，

從此形成了良性循環和先發優勢。

小小的嬰孩開始學W自己走路

了。此時，中國教育網絡促進會的網

管君韜先生在他們的服務器上為「思想

網」提供了無限存儲空間。

4月某日，收到崔¼平的電郵，

希望「思想網」能夠為她主打翻譯而無

法出版的《哈維爾文集》提供網絡傳播

的陣地。這是「思想網」第一份獨家發

布的大作品。在此前後，許紀霖、張

閎、任不寐、王力雄、戴晴、高華、

邵建等學院和民間高手相繼表達了對

「思想網」的親近。

像王力雄、戴晴這樣獨立的自由

知識份子，很難在控制森嚴的大陸學

術期刊和傳統媒體上傳遞他們的聲

音，而網絡卻可以實現這樣的效果。

「思想網」上分量沉重的獨家大作既是

「思想網」樹立聲譽立住腳跟的重要原

因，或許也是最終死亡的誘因之一。

對我個人來說，大量新鮮而銳利

的思想不斷沖刷W我，剝離掉層層外

殼，在心靈深處引發了共鳴。像我後

來給論壇起的名字那樣，彷彿暗夜的

燈火，引導我走出封閉的小我，泯滅了

許久的對共同體命運的關注洶湧浮現

出來。直到此時，我才發現個體不是

絕對孤獨無助和無力的，這個貌似虛

擬的網絡，可以把分散的個體有機地

整合起來，把微弱的呼喊切實放大出

去，從而成就從前不能設想的事業。

我感到了某種正在匯聚起來的宏

大力量。這種力量天天鞭策W我，讓

我覺得人生如此豐盈充實，我迫切地

想把這些思想者對世界和心靈的認知

傳遞給更多人，我想自己大抵知道網

站下一步該怎麼走了，我在網頁上表

達了自己的傾向——自由與良知。

下面這段話引自5月4日的編者感

言：

現在很多想法都變了，雖然我還

不能清楚地表述。但有一點是肯定

的，那就是我已知道一個滿足於收集

和整理資料的學人和一個承擔使命的

知識份子之間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後

者對權力的擴張永遠保持警惕，對以

任何名義強加到個體的不自由都堅決

抗爭。我非常願意轉引林賢治〈五四之

魂〉長文中的引語：精神不是任何人的

僕從。由於精神的存在，知識份子多

出了一個世界。關於這個世界，一位

俄裔流亡思想家弗蘭克曾經這樣描寫

道：「不要在地上尋找自己的路標，這

是一片無邊的汪洋，這³進行¶無意

義的波浪運動和各種潮流的撞擊——

應當在精神的天空中尋找指路明星，

並向¶它前進，不要管任何潮流，也

許還要逆流而上。」

為此，我在首頁設立了學人專

欄，把那些睿智的思想者集中推薦給

大家。我給網站確定了努力方向：關

注世界命運、關注人生境遇、關注思

想變遷；借助網絡，使學術思想得

以：交流、共享、傳播；追問真理，

逼近真實，保持真誠。

5月中下旬，「思想網」上開設了

兩個論壇：鋒利論壇和溫和論壇。顯

然，大量的參與者都集中到鋒利論壇

上，人們張貼了許多指點江山的激揚

文字，短短一個多月º，該論壇的點

「思想網」引導我走出

封閉的小我，泯滅了

許久的對共同體命運

的關注洶湧浮現出

來。我發現個體不是

絕對孤獨無助和無力

的，這個貌似虛擬的

網絡，可以把分散的

個體有機地整合起

來，把微弱的呼喊切

實放大出去，從而成

就從前不能設想的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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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發展期。

四　波折：改版、論戰
與休克　　　

犀利的自由主義傾向固然可以痛

快淋漓，但在吸引讀者的同時也在加

速地失去讀者。6月中旬，聽從朋友

的勸告，再次做了大的改版，準備收

斂鋒芒，搭建一個更具兼容性的思想

交流平台。

當時的改版說明記錄下這樣的

話：

希望把這個純粹個性的小地方做

成一個公共園地，不是為了戲耍，而是

為了在思考的負重中前行。百年中國，

多少問題無解，卻又有多少智慧的頭腦

在執¶追尋。但願這種崇高的人性能

在虛擬的時空中流傳發揚，而我，願意

竭盡我所能做一個辛勤的服務員。

——必須承認，我帶有強烈的個

人偏好和價值主張。我曾經堅定地認

為，要把這個網站定位於其實處於弱

勢的自由主義，因為在自由主義者看

來，不同的聲音都必須容忍，對異己

絕不打壓，而是努力溝通；當面對強

權，這種寬容的姿態總是顯得如此無

力。但我現在開始意識到，如果可以

成為一個開放的平台，讓各種見解在

此碰撞交鋒，以此來檢驗那些號稱恆

常的價值，是否真有恆常的生命力，

也許比張揚自由主義更為重要。此次

改版，是我的一個聲明，我聲明將以

一個基本公正和努力包容的心態來傾

聽和傳遞。作為私人，我可以保留微

弱的對人與文的偏愛；但作為編者，

我的公開立場從此就是無立場。

在這樣的思路下，我把兼顧到各個思

想派別的學人文庫作為重點在首頁推

出，第一批就有近50人，其中得到作

者授權的有一半多。崔之元先生穿針

引線，發來了大量新左大將的力作。

中國思想界的精銳人物在這º展示他

們的立場。

改版不久，「長江讀書獎風波」驟

起。在傳統媒體還顧慮重重不敢表態

的時候，《旌旗網》、《中華讀書網》、

《博庫網》等迅速崛起的機構網站已經

以尖銳的前鋒姿態和大戰三百回合的

豪情衝入了戰場。到這時人們似乎才

發覺原來在網上的學人無論數量還是

質量比起年前都已經上了台階。試圖

提供交流平台的「思想網」也不可避免

地捲入了這場厲害的交鋒。其實早在

3月，「思想網」就接受了第一次論戰的

考驗。吳冠軍先生以IT經理的身份向

王小東先生的〈盜版有理〉發出了強烈

的質疑，雙方的簡短回應通過我中轉

再反饋到網站上。儘管那次交鋒在參

與的規模上算不上激烈，但我性格內

向，對這種有些刀光的交手甚是緊

張。因此當讀書獎風波越吵越烈，硝

煙瀰漫，「思想網」又陷其中時，我對

自己控制局面的能力完全失去了信

心。

就在這時，一件「重大」的事情發

生了。網管君韜告訴我北京層次很

高的某部門認為鋒利論壇管理失職，

存在不少有問題的文章，要求「思想

網」關站整頓。時間如此巧合，頭一

天我才情緒化地表示要刪除相關爭論

文章徹底退出交鋒，次日就必須關閉

網站。以至於後來我在某論壇上看到

有人發言說：思想斑竹被讀書獎之爭

嚇破了膽，竟然割肉逃跑，太不成

器。

必須承認，我是第一次面對這種

在傳統媒體還顧慮重

重不敢對「長江讀書

獎」表態的時候，《旌

旗網》、《中華讀書

網》、《博庫網》等迅

速崛起的機構網站已

經以尖銳的前鋒姿態

和大戰三百回合的豪

情衝入了戰場。到這

時人們似乎才發覺原

來在網上的學人無論

數量還是質量比起年

前都已經上了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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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心º七上八下，不知道上面如

何定性。連夜發去了我的個人簡介和

關於網站的有關說明，就在極度不

安中等待消息。正式的消息始終沒

來，到底如何整頓，到今天我也沒看

到公文。倒是各種議論關站的流言沸

沸揚揚。朋友們建議說，這樣下去非

常被動，不如自己整改，去掉論壇鏈

接，轉移戰場重新出山，sixiang.com

從此成為主力站點，直到它也默默倒

下。

在宣布死亡之前，「思想網」上還

經歷了兩次大的論爭。一次是由曠（新

年）秦（暉）交鋒引發的新左派與自由主

義學者陣營的對峙，一次主要是在民

間人士中激辯的余杰向中國作協爭取

工作權利的事件。這些個案的意義還

有待時間來疏理。

五　高潮：死亡是不是
結束？　　　

7月9日網站被迫休克造成的陰影

在擅自重開以後並未得到緩解。不甘

死亡的意志和巨大的心理壓力做W拉

鋸戰，而稿件和來信又多得讓我喘不

過氣來，連續的高強度勞作中身心開

始恍惚。7月15日的這段編輯手記翔

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感受：

炎熱的夏季本來是我的剋星，近

來又有多種複雜的因素異常地絞纏在

一起，使我的情緒和體力都降到了極

低點，而思想的激烈動盪卻偏偏處在

好久以來的最高點，內心³再也找不

到安詳和平靜。我必須真的休整幾

天，甚至暫時忘掉這個網站——這個

盤踞在我心³的最大的愛和痛——去

睡覺，去聊天，去感受一下越漸遠去

的真實生活。也許是我執¶的沉浸在

虛擬的世界太久，也許是我過於急切

的希望看到這個幼苗茁壯成長，而忘

掉了僅以我個人的力量其實還遠不能

成就我理想中的宏大事業。於是有焦

灼，於是有恐懼。

建站近十個月來，從到處轉抄到

來稿不斷，從門前冷落到眾人捧場，

其實我已經走出了最艱難的一步。但

接下來怎麼走？我反覆追問自己的初

衷，並向朋友們求助。可敬的師姐崔

ò平給我寫來了長長的答案：

——《思想的境界》這個名字已經

給你提供了答案，一是突出「思想」，

二是要有「境界」。所謂「思想」，我的

理解是紮根於我們生活的根基之中，

要以我們全部有血有肉的生活作為擔

保，是我們的呼吸、追求、理想及疼

痛，是那些看不出來但完全能夠感受

得到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思想者

和他周圍的普通人有著同樣的命運、

遭遇和對於事情的基本判斷，他頭腦

中默默考慮的，也是他的從來沒有談

過話的鄰居頭腦中默默考慮的；令他

輾轉反側的，也是令他的看上去平淡

無奇的鄰居夜不能寐的。他們雖然從

來沒有交流過，但他們臉上的表情是

完全一致的，都知道有些話還沒有大

聲說出來。在這個意義上，還在嘗試

著發出聲音的思想者是一種代言人（請

允許我用這個字眼），他沒有甚麼自己

特殊的利益，至少在表達思想的時候

是如此。

——當然，思想要有學問的背景，

要富有成效地進行思想，並且更加完

整地把它們表達出來，離開大量的閱

讀是不可能的。甚至有框架的思想才

是有承受能力的思想。更大面積地承

受而不僅僅是出奇，才是更優秀的思

想。更為直接地說，思想是讓人感到

「思想網」這種純私人

的努力，並不能指望

改變甚麼或做甚麼大

事，如能借用新科技

的巨大力量做一點思

想傳播的小小事情就

已足夠。我希望網站

能努力發掘那些散落

在體制和民間的各種

聲音，那些聲音當然

有差異，但在追尋真

理、接近真相、保持

真誠等方面應該是相

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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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頭，緊緊連¶現實，而另一頭，則

連¶更為豐富廣大的思想的成果。最

終，思想（及其批判）是建設性的，是

對這個世界的承納、祈禱和祝福。

16日晚有月全蝕，讓我們仰望那

燦爛的黑暗。

按照崔師姐提示的答案，我決定

直接關注百年中國問題，因為它直接

關係到我們的生存境遇。恰好《世紀中

國》網站在那時橫空出世，憑藉它所掌

握的學界資源，很快就擁有了忠誠的

作者和讀者群。和《世紀中國》這樣大

氣魄的機構網站相比，「思想網」這種

純私人的努力，並不能指望改變甚麼

或做甚麼大事，如能借用新科技的巨

大力量做一點思想傳播的小小事情就

已足夠。

我希望網站能努力發掘那些散落

在體制和民間的各種聲音，那些聲音

當然有差異，但在追尋真理、接近真

相、保持真誠等方面應該是相通的。

在操作上壓縮純學院派風格的論文，

增加曉暢明白的思想隨筆和更具當代

感的時局評論。這個大方向感似乎是

對的，留言本上開始熱鬧起來，訪問

量節節攀升，到關站前總訪問人數突

破了32萬，其中最後一個月º的訪問

量就佔1/3，日均突破了4,000人次。

與訪客的激增相伴隨，言論失控

的局面也日漸明顯。如何在盡可能保

護發言積極性的同時，照顧到國情尺

度，避免再次休克實在是一件困難的

事情。顯然當局也遭遇了同樣的麻

煩，互聯網的蓬勃發展也帶來了新聞

和輿論管制上的巨大難題，政府相繼

出台了互聯網新聞管理、BBS管理和

內容網站管理的法規，全面約束網絡

自由。

偶爾有好心人給我打招呼，要我

注意尺度。我說我已經相當自覺了，

簡直已經自學成材成為檢查官了。但

是不行。我只好殺死這個才上路的孩

子。我曾經說：「每次上線，看見這個

網站還健康的活W，就為我們這個飽

經苦難的共同體感到些許欣慰，畢竟

從中可以見證我們民族始終不屈的向

上向善的努力，我個人也因此得以抵

抗內心的黑暗與虛無。」面對這一次死

亡，我已連一點哀怨都沒有，只剩下

莫大的空虛。真正負責任的探討沒有

出路，而那些低級混亂的言論卻肆意

橫行。

好多天º，我一天睡覺的時間要

超過從前一個禮拜。

《思想的境界》網站從生到死，也

就走了不到400天，而自覺地追求某

種目標則不過四五個月，到引起較多

的關注時，其實離死亡就差一步了。

睿智的王力雄先生早就說，如果它默

默無聞，誰也不知道，它不會死但活

W也沒意義；如果它要破繭而出，它

會輝煌，但必定死去。是默默的生還

是壯烈的死，這是一個問題。可惜，

它的死不倫不類，留下一串話柄。不

少朋友來信指責我太過自私，認為這

個網站已經不單屬於我，我無權自己

決定它的了斷。是的，我沒有這個權

力。如果「思想網」的死能換來千百個

思想網的生，那麼這種死何其燦爛；

如果「思想網」的死，引發了連串的

死，這種死又何其可悲。

六　尾聲：心路

1989年9月以前，我從未離開過

四川東部的那個小縣城，盆地之中的

盆地，大山º的大山，不但遮蔽了我

《思想的境界》網站從

生到死，也就走了不

到400天，而自覺地

追求某種目標則不過

四五個月，到引起較

多的關注時，其實離

死亡就差一步了。王

力雄先生早就說，如

果它默默無聞，它不

會死但活u也沒意

義；如果它要破繭而

出，它會輝煌，但必

定死去。如果「思想

網」的死能換來千百

個思想網的生，那麼

這種死何其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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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視野，也使心靈的發育受到局限；

1989年9月進入南京大學之後，從未

離開這所學校，在這º我慢慢的成

長，緩緩的變化。如果沒有意外，都

可以計量出某一年結婚生子，而小孩

去到哪間幼兒園。

可是，我做了這個「思想網」，一

切都變了。

網絡推倒了盆地和大山，它把世

界都展現給你看。網絡改變了我的思

想、我交往的人群，從而也完全改變

了我的人生軌`，我從中獲得的教誨

終生受用無窮。

本來對於我這樣一個普通得接近

塵土的人來說，從來不奢望人生有奇

`。以我極端封閉內向的性格，我永

遠不會進入某些人群的視野，也不可

能坦蕩地面對公眾。但一段時間º我

覺得奇`每天都在發生，那些書本中

的「大人物」一個個朝你走來，向你點

頭問好。

可敬的崔¼平師姐大概是我透過

網絡結識的第一個「有名的」朋友。我

曾經向她請教一個高難的問題：我應

該怎麼稱呼戴晴？阿姨太親切，女士

太嚴肅。師姐說直呼其名。這一招拉

近了和DQ的距離，她的青春活力讓我

們小輩都備受感染。王力雄先生是我

特別敬重的人物，我曾在網上拜讀他

兩部大著《黃禍》和《天葬》的節選，在

《戰略與管理》上王先生關於西藏問題

的討論完全不同於官方的陳詞濫調。

這位很早就脫離體制，行萬里路讀萬

卷書的自由知識份子後來給我提供了

他的大部分遭禁作品。同在一所學校

的高華老師也是通過網站才認識我

的，並以他一貫的熱情把微不足道的

我介紹給他那些大名鼎鼎的朋友：上

海的朱學勤先生、蕭功秦先生、許紀

霖先生；廣東的袁偉時先生、任劍濤

先生、何清漣女士。而蘭州的趙啟強

先生對東歐和俄羅斯歷史的深刻見

解，使我改變了對許多問題的看法，

南京的邵建先生，北京《戰略與管理》

編輯部的余世存、高超群，浪`江湖

的笑蜀，以及我從未謀面的朱大可、

張閎、任不寐等諸多無法一一列舉的

豪傑，我在睜眼閉眼都會想起。儘管

在人格上我並不自卑，但對《思想的境

界》的尊崇，使我願意對他們表達最深

厚的敬意。

按一位學長的褒揚提法，「思想

網」是「由私人提供的公益物品」。沒有

幫手，也沒有經費，能做到如今這個

樣子，我更要感謝無數給我熱情支持

和鼓勵的不知名的朋友們，正是他

們，才使我夜夜孤燈苦茶的勞作變得

有意義。這群新的人使我逐漸發現了

一個新的世界，這個世界完全不是學

院的，不是封閉的，不是虛偽而浮躁

的。我不斷檢視自己的內心信念，不

斷走向真誠和勇敢。

無論我為之付出了多少時間和精

力，我都覺得自己佔了天大的便宜。

要知道，那些寶貴的人生和思想際遇

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不知道「思想網」還有沒有未

來，但帶有個人色彩的學術思想類網

站肯定還有未來。

我堅持認為，大型的資料庫一定

要由政府扶持的公共服務機構來完

成，這是信息社會的基礎設施。而個

人學術思想網站要保持特色，應當拒

絕有商業目的的機構或資金介入，堅

守民間立場。

我們還有未完成的任務。

李永剛　1972年生，南京大學政治與

行政管理學系碩士，現為該系講師。

按一位學長的提法，

「思想網」是「由私人

提供的公益物品」。

這個世界完全不是學

院的，也不是封閉

的，不是虛偽而浮躁

的。我認為，個人學

術思想網站要保持特

色，就應當拒絕有商

業目的的機構或資金

介入，堅守民間立

場。我們還有未完成

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