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孩子”逐梦互联网
——记 360 集团创始人兼 CEO 周鸿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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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熊孩子”周鸿祎所
向往的创业人生恐怕很难被社会接受，更不
可能成为主流。迎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大潮，
周鸿祎踏上了节拍，他创立的360创新性地
推出“免费安全”战略，颠覆了传统互联网安
全行业，开创了中国互联网的新格局，并正努
力成为全球领先的互联网安全企业。

“习总书记曾说过‘惟改革者进，惟创新
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这是对改革开放精
神最好的总结，也非常适用于我创业的历
程。”360集团创始人兼CEO周鸿祎认为，互
联网是改革开放的下半场，因为互联网正是
一个“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
者胜”的行业，继承发扬了改革开放的精神，
并将在改革开放中继续成长。

从小向往创业生活的“熊孩子”

“我是典型的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
是跟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节奏和互联网的出生
成长走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浪潮与计算机、
互联网发展浪潮碰撞交融，给予了我这一代
互联网创业者非常好的机遇。”周鸿祎说。

对周鸿祎来说，这并非恭维之词。出生
于上世纪70年代的周鸿祎从小就是典型的

“熊孩子”，罚站、被粉笔砸、被尺子打、被轰出
教室都是家常便饭，还因为偷偷弄断老师的
教鞭、在女同学文具盒里放水蛇、打碎教室玻
璃窗等，让老师和同学抓狂不已。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那个人人都想端
铁饭碗的时代，周鸿祎却为一篇讲述创业生
活的文章激动不已。在上大学之前，周鸿祎
看到一篇《中国青年》杂志上的文章，里面讲
几个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
但是他们不喜欢枯燥乏味的机关生活，想用
自己的力量做出真正的产品。于是集体辞
职，创立了一家软件公司，每天没日没夜地写
程序、做软件，等稍微有一点钱就去疯狂度
假，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我看到那篇文章时就知道，这就是我想
要的生活，我一直希望成为自由世界的、属于
计算机王国里的那些年轻人。”周鸿祎说。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周鸿祎向往的那种
生活方式，根本不可能被社会接受，更不可能
成为主流。当时大家毕业之后追求最多的两
个方向，一个是进入稳定单位工作，另一个就
是出国留学，对创业则是避之不及。而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开启了一次前所未
有的思想解放。在有些时候，它甚至被认为
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从1978年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主轴已经向经济成长转

移，然而围绕经济领域出现的种种新现象，仍
然有不少人以意识形态的标尺去丈量和批
评。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对僵硬思潮的致
命一击。从此之后，在公开的舆论中，姓“资”
姓“社”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

在世界范围内，神奇的科技革命丝毫没
有停下脚步的意思。1992年，后来被尊称为

“互联网之父”的蒂姆·伯纳斯·李打电话给同
事格纳罗，要他帮忙将女子乐队“CERN 女
郎”的照片扫描并放进他刚发明的万维网，这
也成为第一张上传到互联网上的照片。

自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与世界
互联网发展开始了奇妙的融合碰撞。“在中国
进行了15年的变革之后，世界把它的左脚踏
进了互联网的河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
是幸运的。”周鸿祎感慨地说：“当互联网这个
幽灵从美国东海岸的实验室里蹿将出来，搅
乱整个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时，已经初步完
成了体制和观念转轨，特别是形成了一定的
民间资本力量的中国正好踩在这个转型点
上。很难想象，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再迟10
年，或互联网的浪潮提前10年到来，中国的
今天和未来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格局。”

很幸运，“熊孩子”周鸿祎也不早不晚地
踏上了这个转型点。

创业初期的收获与教训

“改革开放对我创业的第二个重要影响
就是经济开放。因为受《中国青年》那篇文章
的影响，我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去创
业。现在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各种资本、技术
发展的推动下，创业创新已经非常普遍，进入
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可在当时，创
业仍是星星之火。但得益于改革开放，思想
开放给予了我一个非常理想的思想大环境，
经济开放则给予了我一个非常理想的经济大
环境。”周鸿祎说。

1992年，就像《中国青年》那篇文章里写
的一样，研究生还未毕业的周鸿祎决心创业，
做反病毒卡产品。不一样的是，创业初期的
艰难现实与文章中描述的美好场景出入很大
——没钱没资源甚至连做产品必备的电脑都
没有，偷偷借用学校机房测试产品因而被怀
疑为偷盗电脑配件的嫌疑犯带去警察局审
问，寂寞枯燥的开发生活，自寻销售渠道的困
难等等。“完全就是凄风冷雨。”

而对周鸿祎触动最大的莫过于反病毒卡
在实际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比如与电脑上其
他软件的冲突，甚至导致用户无法开机。面
对客户愤怒的指责，周鸿祎才意识到：“真实
的世界原来是洪水猛兽。现实世界让我认识
到，客户使用产品的环境远远比实验室更复
杂，必须从用户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从那时开始，我作为技术专家的优越感和自
负被砍掉了，这是我做第一个产品悟出的道
理。我第一次从不切实际的梦里醒了过来。”

像千万个普通的创业者一样，周鸿祎的
第一次创业最终失败了，但他从中收获良
多。他经历了一次完整的创业过程，学到了
真实产品和实验室产品的区别，学到了如何
与渠道代理商谈判，怎么与创始团队沟通。
更重要的是，周鸿祎自此明白，失败并非一个
挫折，而是一条进入美丽风景的必经之路。

周鸿祎回忆说，当时，要想做出成批量的
反病毒卡，需要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深
圳。因为那时要想采购电路板、对电路板进
行加工等，作为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深圳是
最好的去处。

1993 年，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第
二年，但当时的华强北赛格电子市场已建立
5年了。从那之后，周鸿祎第一次真实感受
到一种活力，他环顾四周，感觉商品应有尽
有，如同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觉得看不够、
摸不够、体验不够，一扎进这里，半天都不
愿意出来。这种氛围，与整个市场环境是分
不开的。

“可以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没有
深圳特区，当时很难有地方能够像赛格市场
一样，让我这样的创业者非常方便地找到对
我创业有帮助的电路板等原材料，也不可能
那么容易找到代工电路板的工厂。”周鸿
祎说。

不仅如此，当时，作为改革开放特区的深
圳，可以说是中国软件市场的第一线。周鸿
祎多次去深圳的经历，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大
量第一手的软件，并能收集、研究很多软件资
源，从而在软件产品领域打下很好的基础，建
立了软件思维。

初尝名利双收的滋味

1998 年，互联网正在全世界蓬勃发展。
在中国，敏锐的少数人也意识到了机会。这
一年，很多如今的互联网大咖都辞职创业了，
也包括当时28岁的周鸿祎。

这一年，已经是北大方正事业部总经理
的周鸿祎没有因为几次失败而忘记最初的梦
想，他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创办了一家
软件公司，带着几位年轻同事和新婚的妻子
再次向梦想出发。周鸿祎给这次创业的网站
起了个名字“3721”，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
中文域名服务网站。

1999 年，互联网概念已深入人心，风险
投资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此时，“3721”的
竞争对手已经开始洽谈融资，周鸿祎听闻后
急得不行，也在到处融资。

当下，软件免费、服务收费的模式早已成
为主流。但在1999年，周鸿祎提出的这一模
式无异于天方夜谭，大部分投资机构看不清
这种模式的盈利前景。就在周鸿祎觉得山穷
水尽的时候，IDG来了。在成功拿到IDG第
一笔200万元人民币投资后，当时的周鸿祎
已经傻掉，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不再是
草根了”。

事实上，在当时那个互联网投资狂热期，
周鸿祎的融资金额并不算多，融资之旅也不
顺利。更要命的是，他花钱的速度远远超过
了融资的速度。“创业初期是一段特别艰难的
岁月，创业者不断地在试错和调整，遇到一点
困难就容易怀疑自己。在开发‘3721’时，我
就像在挖井，先在地上挖了 3 米，发现没有
水，再换个地方挖，往往都是半途而废。谁痛
苦谁知道。”周鸿祎坦言。

2000 年，互联网寒冬从美国向中国席
卷。见证了许多互联网从业者从玩命烧钱到
泡沫破裂的过程，“3721”幸运地靠融资活了
下来。从这一年开始，周鸿祎从之前不善于公
开讲话变成了后来有名的“圣斗士”。在免费
推广网络实名的坚持中，“3721”的名气也在
周鸿祎与各大互联网公司的“对战”中日益响
亮。“人在江湖，很多强势都是被逼出来的。”

2003年，“3721”已成为一家流量名列前
茅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那时周鸿祎才33岁。
此时，互联网跨国巨头们看到了正在改革开
放中迅速前进的中国和中国互联网，想更好
地开拓中国市场，本土的“3721”无疑是一个
绝佳平台。于是，雅虎对“3721”抛出了 1.2
亿美元的橄榄枝。

当时领先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市值只有1
亿美元左右，雅虎的开价甚至超过了一些公
司的市值。更让周鸿祎心动的是，雅虎当时
在全球是一个绝对领先的互联网企业，有自
己的核心技术，但在中国市场却一直“水土不
服”，周鸿祎认为这意味着他对于雅虎来说也
是不可或缺的，并购后他将在雅虎大展拳脚。

最终，周鸿祎接过了 1.2 亿美元的橄榄
枝，正如那时媒体所形容的，中国的互联网公
司卖出了一个天价。但是，周鸿祎想要的绝
不是用自己的“亲生孩子”去换 1.2 亿美元，
而是要借雅虎的各种优势去做搜索市场。按
照协议，他将出任雅虎中国区总经理，因此他
以为“亲生孩子”还在自己怀里，只是换了个
名字而已，却没意识到他放弃了对公司的控

制权意味着什么。
“几乎连蜜月期都没有，我和雅虎已经有

了同床异梦的倾向。”周鸿祎如此描述。中外
文化的差异是跨国并购中被提到最多的困境
之一，周鸿祎也把与雅虎数次沟通失败归因
于此。雅虎不愿意做搜索，周鸿祎只好用

“3721”的投资款来做，2005年“一搜”品牌因
此诞生。但此后，周鸿祎与雅虎的分歧越来
越大，于是周鸿祎坚持要提前退出雅虎，也因
此没有拿到最初说好的 1.2 亿美元，只得到
了9000万美元。有趣的是，2005年8月，雅
虎中国宣布与阿里巴巴置换股权。此前一个
星期，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把搜索引擎成功
做大。这一对比让周鸿祎意兴阑珊，也成为
他心中一直的痛。

进入互联网“大安全”时代

2006年，离开雅虎一年的周鸿祎回归互
联网一线再次创业。周鸿祎给新创立的公司
取名奇虎，他对此解释说，中国有个成语叫

“骑虎难下”，我希望大家上了这个网站就不
想下去。

这一年，在创业已过10年，经历了安全
软件装机量暴涨、认清已错失搜索市场先机
和看到安全软件市场前景后，周鸿祎终于做
出一个重要决定——转战安全软件市场，并
在2008年推出免费的360杀毒软件。由此
开始，周鸿祎的免费安全事业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市场上许多互联网安全厂商正形
势一片大好，而360则靠着免费模式实现了
突围。正如周鸿祎所言，免费具有一种颠覆
性的力量，它会破坏传统的商业模式，同时又
建立起新的价值体系。随着免费杀毒软件在

中国普及，中国网民安全软件的普及率从不
足10%上升到95%以上。“我一直希望360不
要失去冒险的基因。”

与腾讯的“3Q”大战让 360 家喻户晓。
2010 年，就在恢复和腾讯兼容的当天，360
启动了上市工作会，2011年便成功在纽交所
上市。2018 年，360 回归中国 A 股市场。

“360 回归中国A 股市场就像深夜在盘山路
上狂奔，回头看幸亏没开车灯，否则一定会被
路上的艰险吓得魂飞魄散。”周鸿祎说。

今年 3 月，周鸿祎多了一个身份——全
国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上，他提出，过去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成
就，现在中国到了应更加关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阶段。很多行业开始利用互联网新技术
进行自我改革、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同时，互联网技术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
合正给网络安全带来新的威胁与挑战。网络
安全从“信息安全”时代进入“大安全”时代。

今天，在周鸿祎提出的“大安全”时代，
360还在持续布局，从软件安全到硬件安全，
从线上安全到线下安全，从智能硬件到人工
智能、大数据。“新问题还需要新技术”，360
今年推出了“安全大脑”，综合利用了安全技
术、安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科
技，是应对大安全时代网络安全问题的全新
解决方案。

“纵观互联网沸腾的20多年，是中国互
联网的胜利，也是改革开放精神的胜利。互
联网是改革开放的下半场，这里产生了更多
的阳光财富和社会偶像，也是未来中国年轻
人驰骋的‘战场’。无论是思想还是经济的开
放，让很多人有机会点石成金，让人们的个性
尽情彰显。”周鸿祎说。

从草创时期到第一批互联网公司先后从草创时期到第一批互联网公司先后
登陆纳斯达克登陆纳斯达克，，中国一直在跟随与模仿中国一直在跟随与模仿。。
但从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始但从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始，，互联网的重心互联网的重心
悄然转移悄然转移，，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互联网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互联网
大国大国，，中国模式被全世界复制中国模式被全世界复制，，实现了从追实现了从追
随者到引领者的转身随者到引领者的转身。。

回忆整个发展历程回忆整个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发现，，改革改革
开放在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开放在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重要的作用。。上世纪上世纪9090年代年代，，互联网飞越互联网飞越
大洋落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大洋落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此时此时，，中国经中国经
过过2020年改革开放年改革开放，，思想得到全面解放思想得到全面解放，，经济经济
体制也放开手脚体制也放开手脚，，社会资本得以积累社会资本得以积累，，给互给互
联网打造了落地生根的土壤联网打造了落地生根的土壤。。

互联网初入中国互联网初入中国，，只是少数极客驰骋只是少数极客驰骋

的天下的天下，，但随着基础建设以及概念启蒙但随着基础建设以及概念启蒙，，互互
联网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联网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进入全面兴起进入全面兴起
的酝酿阶段的酝酿阶段。。我我19981998年从方正年从方正““裸辞裸辞””，，加加
入互联网创业大潮入互联网创业大潮。。

19981998年至今年至今，，刚好刚好2020年年。。回过头来回过头来，，我我
经常感慨经常感慨，，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互联网的点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互联网的点
石成金石成金，，像我这样一个背景普通像我这样一个背景普通、、性格耿直性格耿直
的青年的青年，，是否还有机会为自己的未来搏一是否还有机会为自己的未来搏一
把把？？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历史赋予了我们这历史赋予了我们这
代创业者通过互联网连接全世界最鲜活血代创业者通过互联网连接全世界最鲜活血
液的机会液的机会，，能够以一种足够自信能够以一种足够自信、、相对公平相对公平
的姿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角逐的机会的姿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角逐的机会。。

作为改革开放和中国互联网的受益作为改革开放和中国互联网的受益
者者，，在感谢时代馈赠的同时在感谢时代馈赠的同时，，我们也一直希我们也一直希

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回馈国家与社会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回馈国家与社会。。
以前以前，，我们通过我们通过360360安全产品一直守护大家安全产品一直守护大家
在电脑在电脑、、手机上的安全手机上的安全。。如今我们迈入了如今我们迈入了
万物互联时代万物互联时代，，万物皆可编程万物皆可编程，，一切都将互一切都将互
联联。。这给我们在互联网安全领域带来了前这给我们在互联网安全领域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挑战所未有的挑战。。

新的时代新的时代，，新的技术新的技术，，也给我们提供了也给我们提供了
为用户带来更多服务的方式与手段为用户带来更多服务的方式与手段。。我们我们
希望利用希望利用AIAI（（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和和IoTIoT（（物联网物联网））技技
术研发出各种黑科技产品术研发出各种黑科技产品，，为用户提供全为用户提供全
面守护面守护。。

未来未来，，我们将满怀信心踏上下一个征我们将满怀信心踏上下一个征
程程，，积极回报社会积极回报社会，，助力改革开放再铸助力改革开放再铸
辉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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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中的360展台，以安全大脑为中心。 （资料图片）

2011年，360成功在纽交所上市。 （资料图片）

1998年10月,周鸿祎成立国风因特软件公司。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