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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须注明作者信息）

作者：江尚寒

站点：http://jiangshanghan.art.blog

或许是前言

Don’t panic.
本指南不适合以下人群：

1. 不愿意“边读边照做”的人。

2. 不读“免责声明与摘要”的人。

免责声明与摘要

本文主要会涉及的内容：

 注册登录

 发表文章

 关注

 自定义外观

有关和 fediverse（联邦宇宙）其他实例（啥叫 fediverse？请自行百度）的同步推送功能，

请看最后的“参考资料”。

未尽事宜，请参阅官方网站中的指导文件。

如果您看完了，还是认为看不懂，或许是我们的频道不合，本教程并不完全适合您。请

您自行查找其他人制作的教程。

有关@迦希吉夜 文中提到的 write.as

它是基于 fediverse 中 write freely 项目（以下简称 WF）的一类网站中的一

家，属于“旗舰店”。其创始人 Matt 已于 github中公开了相关代码，如需自建

同类新站，亦可参考。如只需放置内容，可在已有的站内创号。

简单说明其特点：

此类架构网站的用途：发文。

短篇比较合适，连载可能不方便看。

没得评论区，作者只能看到粉丝数、阅读/点击数。

http://jiangshanghan.art.blog
http://www.lofter.com/mentionredirect.do?blogId=503556785
https://istio.lofter.com/post/1e03aab1_1c832d24d


还在探索中，这里提供一个简单的使用说明，内容包括注册/发表/标签等一

些常用功能（如需了解更多，请看其官网首页的底部有 how to use，可以利用翻

译软件阅读）

以下使用说明参考 write.as 官网。解释权归官网。

我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翻译机器。

第一单元：注册、登录

注册

先找到目标网站。

WF 项目下有数个不同的网站，功能相近，可自选适合的站创号。（以下以

“旗舰站”write.as 为例）

浏览器输入 write.as 即可搜到。

未登录的首页会有数个选项。其中 Start writing 是不登录状态下直接开始写，

另外也可以点 create a blog开始注册，或者 Log in登录后再写。

https://howto.write.as/
https://howto.write.as/


注册就这样，和别的网站差不多。

邮箱是非必须的。

登录

点击 log in 后输入用户名及密码，即可登录。

第二单元：发文

登录后，进入自己的后台主页（网址仍为登录前同一个）

https://jshhan.lofter.com/post/177c3d_1c834fc73


左上角选项依次为：

1. 查看自己名下的所有博客页（跳转 https://你所处的 WF 站点域名/me/c/）
2. 选择将此文章发表至（可以选择自己的博客页们或者草稿箱）/查看自己名下

的所有博客/查看草稿箱/退出登录

3. 选择字体（可选：serif/sans-serif/monoscape）
注意：此处的字数统计只会统计英文字符。

文章内容可以带 tag。具体方式为：在文字前写 1 个#（半角英文井号），文字后加 1
个空格。如：#这是一个标签 。

如果需要编辑文字格式，请百度“markdown 语法”。

收缩文字/仅显示摘要的代码是<!--more-->（此代码必须单独成 1 行，前后不能有字）

效果是可以隐藏其下一段及之后的文字。



https://jshhan.lofter.com/post/177c3d_1c834fc73


https://jshhan.lofter.com/post/177c3d_1c834fc73
https://jshhan.lofter.com/post/177c3d_1c834fc73


归档/标签/tag

发文的时候，在字前加上井字符号，并在字后加一个空格，就可以变成 tag
（类似于 Instagram的使用逻辑）

比如：#翻译 #同人 #某 CP

https://jshhan.lofter.com/post/177c3d_1c834fc73
https://jshhan.lofter.com/post/177c3d_1c834fc73
https://howto.write.as/organization


然后返回到主页的文章列表，点一下变成蓝色的字样，就可以看到所有贴上

了此标签的文章。

（根据网站的说明，每篇文章都可以加入无限个 tag，所以请尽情的使用 tag
吧！）

只显示文章标题/开头/摘要

首先打开文章的编辑界面！

在你需要截取的段落后边输入 <!--more-->这个代码，就完事了！

比如：

简介：XXXX （然后另起一行）

<!--more--> （之后的文段也另起一行）

然后，在文章全篇的界面是看不到这个代码的。但如果返回到主页，可以看

到“阅读更多”的字样（有点像乐乎里的“设置是否显示全文”，不过这里需要由用

户手动输入代码）

公开发文/广场

（在 write.as 是仅限 pro 会员使用）（有其他站点可以白嫖，搜寻方式见文

末）

转到“博客”页面，找到要公开的博客，然后单击其下方的“自定义”选项；

向下滚动到“宣传”Publicity 部分（请注意，您的博客默认情况下是不公开

的。对于其他个人博客，您始终可以保持这种方式。但是，对于此博客，让我

们对其进行更改。）

单击“公共”Public 选项，并保存更改。

第三单元：关注

超链接/悬停置顶

（此功能需要开通 write.as 的会员后才可使用）

（有别的站可以白嫖）（搜寻方式见文末）

https://howto.write.as/public-blogs
https://howto.write.as/creating-a-static-page


在个人主页找到所需的内容，然后鼠标移到文章标题旁边，点击 pin字样。

订阅

1. RSS。您可以提供指向 RSS供稿的链接，只需将/ feed /添加到博客的

常规 URL 中即可。

2. 电子邮件。启用电子邮件订阅，然后为读者添加一个订阅框，以使

您的帖子进入其收件箱。只需将以下特殊代码添加到您的页面即可创建“订
阅”框：<!--emailsub-->

3. ActivityPub。共享您的博客的句柄，以便人们可以从分散的社交网站

上关注您的博客（更多信息见此）

4. 利用邮件订阅（网站会员使用）转到您的博客页面，找到您想要添

加电子邮件订阅的博客；单击自定义 Customize，向下滚动到更新 Updates；
单击下方的 Email subscriptions 并保存更改。

5. 采用同属于 fediverse的账号订阅。如在 mastodon或 misskey 等站内

搜索目标主页的代码（@你的 ID@WF 域名，如：@XXX@write.as）

第四单元：自定义选项，外观及落款

Customize 自定义

（修改完了之后，千万别忘记点击页面底部的保存 save changes）

可以在 account setting 改变你的登录名和密码。

Preferred URL 这里是两种格式的个人主页域名，可以根据喜好自选。（成

为付费会员后可以自主编辑第三个域名选项）

pubilcy公开权限：Unlisted This blog is visible to anyone with its link.非公众，

只要知道链接即可访问。（个人认为这个功能已经够用了）（成为会员后可设置

完全私密/密码访问/公开化）

updates更新：参见上一节中的描述。建议勾选 Federation允许其他人关注

你的博客，并与你的帖子进行互动。

Display Format 显示模式：默认的是显示发表日期+新文在前，氪金之后还可

以选择是否显示日期/旧文在前（理论上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个人是很难想象

有人喜欢把越旧的文放前边）

目前可以在自定义里面勾选使用 mathjax，也是另一种语法，可自行百度使

用方法，在此不赘述。

https://howto.write.as/creating-a-static-page
https://video.writeas.org/videos/watch/cc55e615-d204-417c-9575-7b57674cc6f3
https://howto.write.as/email-subscription


Mathjax公式教程_C#_dabokele 的博客-CSDN博客这篇文章介绍了 mathjax
的一些用法。（我有测试其中几个，似乎尚未能实现变化。）

使用 Markdown + MathJax 在博客里插入数学公式_JavaScript_kamidox 的专

栏-CSDN博客

MathJax | Beautiful math in all browsers. 这是 mathjax 的官网

MathJax 中文文档—MathJax Chinese Doc 2.0 documentation

（我也是萌新，就随便百度的。如果您知道有更好的指导说明文章，请私信

或评论告知）

自定义页面（模板外观）

目前 WF 官网提供数个由不同用户制作的模板。

可于 https://write.as/themes/ 复制所需代码后粘贴在自定义 CSS 中。

补充资料

Write freely 项目下网站的搜寻目录 https://the-federation.info/writefreely

以下提供部分其他人制作的使用说明。

Write.as 結合匿名發佈和免費個人網誌，純文字創作就在彈指之間

同人自救指南——开通 Wordpress免费博客全图攻略-迦希吉夜

交流群 912760241（乐乎搬到 WP 教学）

“联邦宇宙漫游指南”系列其他文章见 jiangshanghan.art.blog

https://blog.csdn.net/dabokele/article/details/79577072
https://blog.csdn.net/kamidox/article/details/48380239
https://www.mathjax.org/
https://mathjax-chinese-doc.readthedocs.io/en/latest/
https://the-federation.info/
https://free.com.tw/write-as/?amp
https://istio.lofter.com/post/1e03aab1_1c832d2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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