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云交班

几天前，马云致公司员工的邮件中写明自
己将在今年 ! 月 "# 日辞去 $%& 一职。邮件
中他说：“我们将把领导责任交给上世纪 '#、
(# 年代出生的同事们。阿里有幸有数位这样
的领导者，每一位都具有罕见的领导魅力和风
格。”这句话让人浮想联翩：究竟谁是马云的
接班人？

联想分拆

"月 !日，联想集团宣布将业务重新划分为
两大新集团：)*+,-, 业务集团和 ./0+1 业务集
团。杨元庆在公司的内部邮件中表示：“作为一
个产品品牌，)*+,-, 只在主流和低端领域有明
显成效。而在高端产品市场，./0+1是联想最好
的品牌资产，也是唯一可以在高端市场与苹果一
争高下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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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领
秀 两天前，互联网界传出消息：百度联合金山、腾讯进军安全领域，剑指奇虎 !"#！

几年来，!"#横冲直撞，在血淋淋的“地盘争夺战”中包括浏览器、游戏、$$，再到现在的搜索和

手机，一个都不落。有人曾对周鸿祎说，“你不是砸了我们的饭碗，你是砸了我们的锅”。

无论人们喜爱与否，周鸿祎俨然中国互联网的一面“鲜明”旗帜。

周鸿祎：

很多人盼着我 下
本报记者 徐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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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将举行!年来首度联合军

事演习。

所有的观察者都明白此次军演

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然而，

在美日不断加强对新德里的游说的

同时，印度“逆势而动”与中国展开

了沉寂多年的军事互动，此举引发

了人们的诸多猜测：到底印度这个

美国最新兴的军火采购商、日本“自

由与繁荣之弧”的关键链条、中国涉

及面积最大的领土争端国在执行怎

样的对华政策？是和美国日本站在

同一战壕里，还是真心觉得世界足

够大容得下中印两国的同时崛起？

关于中印关系，至少在中国媒

体上很有市场的一个问题是，印度

是否会受到美日拉拢或胁迫，参加

到他们主导的对华战略遏制联合战

线中来？实际上，这很可能是一个伪

命题。

应该看到，印度作为一个富于

自豪感的区域大国乃至世界大国，其

外交政策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印度

从来不曾认为自己是其他国家的附

庸，恰恰相反，印度素来以自己的独

立自主外交传统而感到自豪。即使

在美苏冷战时期，莫斯科和华盛顿也

无法把新德里纳入到自己的麾下。

"22(年印度核试验，度过短暂的冷淡

期后，美国对印度展开了长期不懈的

外交攻势，而印度不但没有马上投怀

送抱，反而益发矜持，连印度急需的

军火采购都敢于拿三阻四，在旧爱俄

罗斯和新欢美利坚之间左右摇摆。

至于麻生太郎首创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印度更是

一副超然的态度，既不反对也不支持。道理很简单，印度

根本没看上麻生的外交战略，更不愿意给日本外交战略

当注脚。如今，换汤不换药的“安倍主义”在印度得到的决

不会比!年前的麻生理念更加积极。

印度的独立自主外交传统虽然使得新德里不会甘为

其他国家的附庸去敌对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的对

华政策一定是友好而富有建设性的。实际上，作为一个自

我认知和客观现实中的大国，印度同样有着充分的理由

试图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双边的领土争端、西藏问题；

地区的巴基斯坦问题、印度洋问题；乃至于国际层面的世

界政治经济秩序调整问题，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的安全

分歧相当一部分是结构性的，不可能通过外交领域的略

微示好、军事领域的少许互动而出现根本改善。

归根结底，决定印度对华政策的是印度自己，印度既

不会受人指使和中国为敌，也不会为了避免被人批评为

受人指使没有独立意志而不和中国为敌。

对于中国来说，要明白中印关系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更要明白这些问题是中印关系的核心议题，而不是中印

两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子议题。只有在对对方的行为动

机有了充分了解之后，双方才能谈得上为改善关系迈出

超过象征意义的步伐。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全球战略院《南亚研究》编辑部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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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是一个能使人
实现梦想的地
方。

在人民日报海外
版当记者的时候，有时
候会想，一篇稿件出去，它
究竟有多少人在看？读者
又有什么想法想对作者说呢？
现如今，传统的信件往来已随着
时代的发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对于《人民日报海外版》这张报纸
来说，用心搭建一个编辑与读者互
动的网络桥梁，是多么迫切。

终于，3#"3年""月4日，随着海外
网的正式上线，海外网唐人街556也
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从最
初的策划到定名、立项，再到模板的设
计制作和软件系统的评测运行，历经
了"年多的时间。“唐人杂谈”、“原创评
论”、“留学生涯”、“移民心路”、“缘分
海外版”、“望海楼茶座”等论坛主要版
块的名字也不断出现在不同时期的多
个策划案上。

唐人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
符号，它蕴含着多少年来国人移居海
外的辛酸历程，是华侨历史的一种凝
结和见证。这也是这个论坛命名的初
衷，借此网络社区，凝结海内外中华儿
女，打造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回想我在加拿大留学的日子，除
了教室，几乎就是宿舍、图书馆、论坛三
点一线，对于相对枯燥和寂寞的留学生
活来说，网络社区论坛提供的不仅仅是
一个畅所欲言自我表现的空间，更是一
个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心灵的落脚点。那
时我不会想到，工作这么多年还有机会
再从事那个曾经占据我心灵相当长时

间的事业。机缘巧合，历史总有让
人感到惊叹的地方。

唐人街，是海外中国人的一
条纽带；唐人街556，就是这个来
实现梦想的地方。它属于所有人，
属于所有喜爱这张报纸，所有关

心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新移民群体、台港澳
同胞、心系祖国的中国人。论坛就是用来灌水
的，中华儿女，无论来自哪里，畅所欲言，只是为
了那份难得的欢乐与消遣。

世间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憋了一肚
子的话，来论坛说吧。
（作者为海外网唐人街 !!"站长）

第一测

大企业将“合纵连横”

从阿里与新浪微博的入股洽谈开
始，我们要逐渐调整对于中国互联网
几大势力各自筑墙、自成体系，产业
并购和资本渗透数量非常少的惯性认
识。3#"7 年，这些大企业之间会发
生很多有意思的“合纵连横”———比
如因为共同的敌人形成在业务层面前
所未有的合作。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百度、腾
讯、阿里三巨头与中国互联网产业其
他势力的关系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因
为他们对于未来在移动互联网完成布
局和价值转换的方向越来越清晰，为
了保持足够的“战略压强”，或者是
为了“补课”，资本上的动作将会越
来越活跃。

这对中国互联网创业群体总体来
看是一个利好，因为新的退出通道在
变宽，上市不是唯一的选择，来自巨
头的较大规模与较高估值的资本交易
将会出现。

第二测

社交关系真正发酵

实际上，在过去 7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互联
网在社交关系和移动互联网上一直处于囫囵吞枣
的阶段。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抢占高速成长的用
户群，抢占一些社交的局部节点。这个过程中，
社交关系的价值基本上没有被真正挖掘过，也没
有被真正思考过如何在已有的一些“关系土层”

———比如微博关系上进一步演化出有独特价值的
垂直应用。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微信成功的真正原
因并不是如微博那样“把关系做大”，而恰恰是
“把关系做小”，让每个人与不同的圈子和个体更
紧密的联通，然后通过无数个高黏性、高活跃的
“小网络”变成一个基于“紧密关系”的“大网

络”。3#"7 年微信平台上如何释放
“小关系”的价值，不仅仅是基于关
系的传播所带来的信息链式反应，而
且还能在信息流动中注入信任和精准
等助推力，很可能会首先在游戏领域
看到价值。

第三测

互联网释放溢出效应

现实的中国互联网格局下，想要
长出新的百度、腾讯、阿里这样的公
司概率已经非常低。即便在看似大有
机会的移动互联网上，想要颠覆这些
已经觉醒了的巨头也几乎没有可能。
现在的事实是，虽然很多互联网和移
动领域的创业企业自身价值还没有充
分得到回报，但是一些传统行业却已
经可以提前收获移动互联网的溢出效
应了。

不同于移动互联网领域巨头的疯
狂反扑和创业者们的残酷竞争，在餐
饮、服务业、教育、健康、金融，甚
至是汽车领域等，很多拥有线下资源
的传统力量，在结合了移动互联网的
思路和基因后，正在直接释放出可观
的商业价值。比如即便在团购领域虽
然经过一轮“大灭绝”，但是像美团，大

众点评这样看起来已经不那么前卫，但是线下能
力与线上能力齐飞的企业，很可能会让人“定睛一
看”的时候大吃一惊。

互联网是一段最有突变性，也最有活力的基
因。它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必然会带来全新的物
种，并重塑所有行业。而不管乐意与否，你我都
在这个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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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互 联

网张 鹏

2013年？

最近，笔者走访了很多互联网业内领袖，听到了很多人对 !"#$年的预测，可谓空间无

限，商机无限。

“搜索市场”凭啥垄断？

在互联网行业，对奇虎 74# 的创始人周鸿祎可以用
一个词语形容：来势汹汹。无论是 3##4 年查杀流氓软
件，还是 3##2年推动免费杀毒，周鸿祎残酷地打破了原
有的市场格局，触动了同业者的固有利益，也遭遇到强
烈的抵制，树敌众多。

去年 (月，“74#搜索”推出，一石又惊起千层浪。
周鸿祎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搜索引擎行业。不仅因为这个
市场空间巨大，还因为周鸿祎认为，“这个行业未来可
能出现的危机除了有信任危机，还可能出现垄断危机”。
“谷歌于 3#"# 年退出中国市场，中国搜索市场成为

巨头垄断的市场。”周鸿祎告诉记者，在目前搜索引擎市
场，74#搜索稳定获取中国搜索市场 "#8以上的份额，在
中国搜索引擎市场位列第二。“当 74# 搜索的市场份额
达到 "!893#8时，中国搜索市场的垄断局面将会被打
破，垄断者也会面临自我改善的再次发展。”周鸿祎说。
“74#搜索主打真实搜索、安全搜索，希望所提供的

搜索服务体验让网民更加信任。”周鸿祎进一步解释说，
74# 搜索的商业化不会采用目前市场上“竞价排名”方
式，在搜索结果页面中，74# 将制定严格的标准，将广
告推广和内容进行鲜明的区分，并设定条数限制。
“我肯定要做这件事，做这件事我肯定不挣钱。”周

鸿祎说，“但是我相信这可能是血淋淋的考验，因为这
些有组织犯罪集团，他们每天可能能挣几十万，一旦
74# 提示用户，可能用户少了损失，他们就挣不到钱，
会怎么样对付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网上这么多人骂
我的原因了。”

“安全领域”不赚钱也做！

毫无疑问，周鸿祎的再次“进攻”必将血淋淋。
几天前，百度联合金山腾讯进军安全领域，剑指

74# 大本营。这一重磅合作因其清晰的火药味而充满戏
剧性。在业界看来，百度、金山、腾讯俨然是 74# 近年
来的三大宿敌，此次三方联手直接攻向 74# 大本营，在
商业利益之外或许不乏更多的共鸣。

面对围剿，周鸿祎笑称：“欢迎百度进入安全领域。
任何联盟都应以用户利益作为考量，而非利用垄断地位
分肥用户，不应以遏制对手发展为目标。”

74# 创立之初，中国互联网的格局基本已定。在巨
头的夹缝中，74# 走出了一条“免费安全”之路。“我
做 74#安全卫士，根本不赚钱。”周鸿祎说，“74# 虽然
从网络安全一分钱不挣，但是网络安全给用户给行业社
会创造很多价值。而这些价值，是建立所有商业价值的
基础，也是 74#的目标。”
“74#在 :$端的用户数量已增至 ;<;3亿，覆盖了中

国 :$互联网近 2!8的用户，移动端的 74#手机卫士用户
也达到 "<;2亿。”周鸿祎对此数字很满意。

产品主义至上

近看周鸿祎，很是粗线条的感觉，说话海阔天空，
思维活跃，还有些狡黠。“我渴望做出优秀的作品，希
望能通过产品影响更多的人甚至改变世界。”

上世纪 2#年代初，周鸿祎在去上海实习的火车上第
一次读到 《硅谷热》 这本书，很震撼。“硅谷的公司都
是通过产品改变了世界。”周鸿祎说，“细节忘了很多，
但一点印象至今：自己的梦想，要用产品来实现。此后，
产品主义一直是我互联网世界观的基础。”

周鸿祎，无疑是中国互联网界最善于做产品的大脑
袋之一。他毫不掩饰对自己能力的肯定。“当年我离开
雅虎的时候，没有任何恐惧感，因为我的能力强了，我
就更能操纵自己的命运，路是越走越宽。”

有些人成功了，身边带着两个小秘，周鸿祎成功
了，身边带着两个保镖。“很多人恨我，很多人盼着

我牺牲倒下。”周鸿祎从不讳言自己的“特立独行”招
致的排斥。他笑着自我评价说：“盛世下的互联网行
业，过去这 "# 年处于乱世阶段。乱世往往出英豪。所
谓英豪，我认为应该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有英明神
武的眼光，摸得准市场发展的趋势，看得见创新应用
的方向；其二，为人要有雄豪的霸气，有勇有谋，敢
做敢当。”

周鸿祎正是这样去做的。

记者手记：

“掠夺者”的乐趣
在 =.界，周鸿祎是一个另类，是一个掠夺

者。

这些年，他就在做一件事情：不断给自己

找对手，然后干掉他。确切地说，他挥舞着大

刀，以用户之名杀出一道血路。

互联网在中国出现初期野蛮生长，周鸿祎

设计的流氓软件横行肆虐。有一天，他突然发

誓要终结所有的“流氓”，于是干掉伙伴卡巴斯

基推出“74#免费杀毒”；他说 >>窃取用户隐

私，应声推出扣扣保镖；他说小米手机是暴利，

雷军欺骗用户，应声推出 74#特供机；74#的浏

览器和搜索也同样应声推出……

总之，一路下来，凡是周鸿祎想要进入的

领域，都是一副革新者的姿态。对于周鸿祎来

说，“掠夺”或许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无论

如何，这样的习惯让互联网的争夺战激烈好看；

对于同业者来说，虽然诟病周鸿祎的“流氓行

径”，却不得不全力备战，因为他几乎没有失手

过。

周鸿祎不仅是产品主义的实践者，也是互

联网行业拿来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践者。今后，

周鸿祎还将继续冲锋陷阵、继续“掠夺”，因

为，这是他的乐趣所在。

本期出场人物

周鸿祎，曾就职方正

集团，先后担任事业部总

经理、研发中心常务副主

任等职。#$$%年创建奇

虎&%$公司，出任董事长，

并带领公司于#$'(年在

美国纽交所成功上市。

唐人街BBS
一个论坛的诞生

张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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