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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我目前作字典的行为是在盗版吗？从道德意义来说，我得老实承认，是的，我是在侵犯别人的知
识产权。如果有人因此指责我，我会拿出一本圣经，翻到马太福音5:39，诵念“有人打你的右
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并且承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一定吃斋念佛，痛改前非。
但从本国的法律届定，我不是。此类案件必须与一定数额的金钱挂钩罪名才能成立，检察院才能
起诉。可以在脑海里回想媒体关于此类案件的报导，无一例外有一句“金额达到……”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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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每日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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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Chigre3 是，事实特别清楚，在公众场合贩卖非法盗版，帖子现在以显眼的颜色就高挂在论
坛；取证特别简单，淘宝账号现在也在巍然耸立，转帐记录金额一清二楚；辑捕特别简单，顺着
账号摸瓜就是了。剩下的因素那就是如果有人举报，大老爷们的心情随机到哪里了。
3 i9 c W; R: K

我真的实在是无法想像，就为这么点蝇头小利， Chigre3 你就这么不知法吗？你就这么贪财吗？
你找不到其他赚钱的行业吗? 你是打算把下半辈子就为了这么一点点小钱赌进去吗？你真的不为
那些爱你的人考虑一下吗？你知不知道你被钱财冲昏了头脑，毫不遮掩地留了多么明显而公开的
证据？还是你非常确信你能说服老爷们你的”众筹“其实是慈善事业？那些起哄支持的，你们是打
算把人再往火坑里推一把吗？忍心吗？& J* J% l5 w7 X6 D5 f
坏情况如果出现，这个网站关闭是必然的，所有管理员级必须“协助调查”，被敲打恐吓一番看看
是否有附加油水也是应有之仪。- |8 y1 D$ T9 B! u3 Z( T
因此，中国两个巨型的灰色论坛，都是禁止明面金钱交易，即为安全也为鼓励分享，这两个网站
是 3DM 和 52pojie, 到现在都金枪不倒。没有直接的金钱关联，处罚最重无非关站。有金钱，会
请你吃饭，牢饭。
然而，blk 认为这是“没时间管，也管不了的事”。
如果有人举报，可以保证一定不是我，人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本人所不为的，我对本站还是有
感情的，不想看到本站关闭。虽然对 Chigre3 行为没好感，但也就是心理不舒服， 但没打过交
道也没有仇，不至于希望他吃牢饭而会毁掉一生。
我当然不是因为“众筹”决定离开的，我是因为得罪或者主观自认为得罪了小人而自己决定离开或
逃跑的。& E! a L7 b. N! {6 _
4 _; ^* A' w+ L! `% y, e1 @

是的，“小人”，我很早给 blk 的定性。, a4 a

J3 E/ B) K4 j! Q( I- [" c

如果发哥在看这个帖子，我会告诉你：发哥，其实我非常尊重和感激你这么多年的付出，也感激
你提供了这么个平台。8 D. ?$ i0 O9 _! N0 g+ a; b! t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发哥你严重看走眼了。公平地说，任劳任怨，事务性处理麻利干净，脏活
累活抢着干，blk 非常擅长而且是个非常得力的助手。但在处理人事方面，blk 是灾难级别的，
从很容易摆平的小事演化成大冲突随后牵扯进一系列干系不大的人事，进而不可收拾，这就是他
的人事处理能力；接下来就是反复上演的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苦情戏宣称辞职 (过程可参看论坛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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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案)。说实话，有人想念他吗？反正我是真没看到(blk 你真的很失败)，但隔一段日子他会厚
着脸皮当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回来，是割舍不下研究站内短信的嗜好吗？(稍近管理层的都知道
blk 的这个小嗜好）。
2 k+ t* b/ ~. f

我和 blk 打过一点简单交道，此前其实并没过多冲突；参考我前面提到的定性，我躲着他走，绕
着他走，非绝对必要不打交道，他言语表现出侵略性我就不回应，他不喜欢有人碰触他的“超级
版主”尊严条，除了发哥，坛里没人可以。孔子当年是怎么曰来着？
4 H) T% T+ A( I; g: W

但是，如果不会明哲保身（请教谁曰的？中庸？），麻烦终究还是会找上门来。
7 s9 |! X* W% m6 w3 s

blk 因为对我的帖子某些言论不满，强行置顶慷慨陈词，说实话，我就扫了几眼，内容根本没仔
细看，当然更不想回。blk 文字风格我知道，动不动汪洋大海，排版体验良好，实则文笔拖沓，
重点不明，论据强词夺理，强行官方，强行正义，强行将小坛版主当出总理范，他可能自认为行
文的浩然之气应该四海回响，可惜连只猪都说服不了，反正我是从来没有一次读完他的长篇大
论，就算读完了也不会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
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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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他码的文字我连扫都没扫，因为新作发布，很多人找我，我忙着回贴和网友讨论问题，对
blk 无任何的回应。就是看他人帖的时候瞄到 blk 的帖象条长蛇舒展身体一般蠕动，变长，码字
的速度叹为观止，我承认他真的太有侵略性了。我偶尔瞄到一句话，“假设你被永封了”，超版的
天威难测透过屏幕让我心机梗塞，还好贴心的 blk 接着化身天使来安慰我，“我只是假设而已”，
松了口气。我怂，我的想法是稍微受点小羞辱，不与他产生直接冲突，我不没看见吗？没看见就
不算羞辱。但壮士们不断地帮 blk 的怒气格充值，看来有点帮了倒忙，使我"怂"的心理可能会被
误读为“傲慢”。
1 X& m1 H8 {/ f" z

blk 怒气格在不断的循环函数里终于充满溢出了，跳出循环决定直接对敌阵发起冲锋；发短消息
铿锵有力，义正言辞地，总理范地指责我的帖子“违反国家法规”，并且向我描绘一幅感动
PDAwiki 的美好愿景，假设我不改的话，那么他愿意提供帮助，愿意放下总理的尊严不辞劳苦地
帮我改；之后还悉心指点哪些“违反国家法规”必须删除，哪些没有可以保留；最后语重心长地富
有洞察力地结论性地指示 MDX 里面虽然问题不大，但“违反国家法规”的东西最好还是删除 。
我自认为行事有分寸，我知道国内论坛什么可以发，目前的底线在哪里，若干年前，我是中国顶
级的软件爆破者之一，我知道什么可以碰，什么不能动，我帖子里的图和行文我是反复斟酌过
的，这样的尺度 zhihu 都是可以发的。很多人看过我的帖子的，自有评判。同时我认为我不该受
到这样的羞辱。& d7 A# G/ H* R* ^( v# c, D: X
- [* H! V6 N3 y8 _0 N

我冷静地思考了一下，我主观认为他其实是感觉到自己的总理尊严槽受到巨量伤害输出了，我好
象听到他的自尊槽被清空的声音，他是个心理脆弱而自尊心极其强烈的人，极其渴望别人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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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出乎异常地在乎别人的负面评论，这是我之前将他定性为不可近“小人”的原因之一，这种个
性和“心胸狭隘”基本是个共生体。
, ?6 ?0 o7 ]- X; R7 M

这又是一起他把本来不大的人事搞大的事件。他处事真的太有攻击性了，太有侵略性了，太不给
人选择了，一切只能按他说的办，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水里游的鱼，有骨的没骨的，地上走的
兽，两腿的，四腿的，他认为自己拥有最终解释权和定义权，嗯，blk, 交配权要不要也拿去？
3 X0 Z7 d) ~. x( r8 E8 H

我继续主观认为我是彻底得罪他了，他恨上我了，他在此手握重权，甚至认为自己持有“国家法
规”的解释权，盗版犯罪嫌疑人他说不算那就不算，但说我算我就得算，他会不断地以各种方式
羞辱我，遗憾这里我还找不到值得我“忍辱负重”的理由。
我其实并没有多恨他，但我判断和他已经没有办法共存的了，以blk 的个性，自尊槽受到巨量伤
害，是永远不会饶过我的。于是我告诉他“改完了”，实则我决定退出了，我的帖其实里面内容已
经清空了；看起来他对我主动配合又谦恭的态度相当地满意，回了句“谢谢”。接近空槽的“超级
版主”尊严条“嗖”的一声，增加了一格小血条。没有冲突，没有任何言语交锋。
4 j" y! x( u, I ]! E7 H) c" @1 K

然后？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一堆 255 权限帖了。
: x0 U9 [+ L+ B' G+ H1 f

我知道，这篇文章能够对 blk 总理脆弱的心理槽再次输出成吨的巨量伤害，他可能还没看到这
里，怒气值已经满格，应该又开始码字海了，算了吧，blk, 你的文字驾驭水平和逻辑能力和我
不是一个档次的，我从来都是让着你的，你还真以为我说不过你吗？再码的比我长10倍你也还
是连只猪都说服不了的；亲，要不咱跳过这段，直接上演苦情戏好不好？剧本那么熟悉就不要再
谦虚了吧？你应该知道有一个代名词叫做影帝
我当然也知道，我被封是应有之义，我活该，我乐于接受。我从来没在任何论坛被封过，这样的
人生是不完整的，有遗憾的，死不瞑目的，是和处男一样丢人的，是时候补上这一段了。
! L) i3 ^! h+ n4 b+ n0 s6 r8 X" @! u

人生真的很美好，我得庆幸我的生活里没有 blk 这样的人；他也不算个坏人，有才华也曾经有分
享精神；但个性极敏感又极具侵略性，实在太难相处了。; {# n, j( r* _! A( v
; B; c4 g, \ G9 H

最后，来个大字，我码这堆字的目的，一不是为了讨公道，二不是为了
搏同情，我不屑这些婆婆妈妈的玩意，我的目的非常简单粗暴： blk 你
不顾我的忍让一再让我不舒服，那么，我也有必要让你不痛快。我就是
要把你摆在火上烤，我就是要折磨你脆弱敏感的小心灵。你当然可以删
帖，封号，但这贴会被很多人私下传阅，他们会被我说服，他们会窃窃
私语，他们会笑话你，笑你的软弱敏感，极度自卑而又极度自大。
再见，亲爱的朋友们，如果 blk 离去，我可能还会回来的，这里还是有些人值得想念，有些事值
得去做，有些回忆称得上美好。- P2 J' F4 O. C
我看见有人想念我了，我并非敏感易动性格 ，此刻窗外寒风凛冽，你们可知道此刻我心里却是
暖如阳春吗？blk, 我绝对可以自信，自豪地对你说，这是你永远都不可能比得上我的地方。4 T/
H! }) \9 F6 f, }1 U

PS: 有点遗憾 5++ 2.0 有些 bug 没改，都是小地方，我应该一晚上就能搞定的，抱歉那些花费
时间辛苦帮我捉小虫虫的朋友们，也许未来的某个日子我会后悔没有多忍耐一天？可未来谁知道
呢？
ps1: 看完不要忘记 拷贝转贴 哦：-）男默女泪，不转不是中国人。+ p6 K7 ^2 Y% s: [+ k* ?: Q,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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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在简单回复下 我不想再多说：
1. “盗版”与否论坛本来就不关心这个 我从来就没追究“盗版”与否的问题, g3 E& X" C: R2 A2 @. h
2. 你的观点是你的观点 你无法强迫其他人接受 至于你选择怎么做都可以（你认为应该禁止售卖词典 O 大之前就说了“不禁
止” 所以我不会执行）
3. 5 位管理员没有从别人的收费词典中获利
TA的每日心情

4. 我要求你删除“福利”内容 是出于保险起见 一向如此 没有特别针对你（而且只是两个附件 私信是有记录的 我同意你公开
只要你也同意 你可以把私信内容发出来大家来判断我是不是“要求你改这改那”）

开心

5. 你都没看完我的回复 那我也不仔细看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1 小时前

7. 你想回来就回来 不用那么麻烦

6. 你仔细冷静下看看你的行文. P' x) L( f$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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