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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色的衬衣，搭配墨蓝色的外衣，记者面前的
搜狗 ,:; 王小川不经意阐释了他对时尚的喜爱；
白净的脸庞，略带调皮的笑容展示了他的年轻和
自信。( 月初的一个中午，在清华东南门搜狐网络
大厦，本报记者专访了这位 &$5% 年出生的同龄
人——
—互联网界最年轻、技术起家的 ,:;。

展示海外版员工风采

“海外版人”上线
赵

先进技术让世界更文明生长
本报记者

王 小 川 +& 岁 兼 职 参 与 中 国 最 大 的 校 园 交 友 网 站
,/012341 的创建， +5 岁成为搜狐最年轻的副总裁， #+ 岁
时全面负责搜狗公司的战略规划和运营管理。记者问他：
“在大众眼中可谓少年得志。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就是年少时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认可吧。”王小川话锋
一转，“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跌过跟头、吃了很多的苦。
现在看来，正是因为吃过苦，所以才会避免让少年得志成
为危险的事情。”
“从学生时代到创业成功，您一直拔尖、不断攀登高
峰，从身体到精神都是很辛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您
是‘焦虑’更多，还是其他词语形容？”记者问。
“和‘焦虑’比起来，这个过程对我而言更多的是
‘希望’和‘审视’。所谓‘希望’是对我未来的憧憬，而
不是对当下时刻得与失的计较。所谓‘审视’，就是让自
己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不断谨慎地调整，发挥优势，避免
不足，不断提高自我。其实，这两个词语也代表了这么多
年我自己的一种心境。”
从顶尖技术人才转型为全面的管理者，王小川更喜欢
哪个角色？他告诉记者，转型是一个很必然的过程，后者
自己更喜欢。“做一名管理者更容易让我达成目标。管理
者要沟通多个环节，思维要发生转变，对我的挑战更大。”
王小川笑着说，自己有时候不够勇敢，在重大决策面
前偏保守。“如果自己未来可以更积极一些，会走得更
快。”

“三级火箭”将搜狗带入“快车道”
王小川语速很快，思维敏捷。采访中，他告诉记者，
搜狗现在已是中国用户量第三的互联网公司，搜狗搜索也
做到了国内第三大搜索引擎。
做搜狗，王小川以“各种曲折”形容。在这个过程
中，有两个颠覆性的打击让他深刻领悟到“产品要接地
气”“向草根学习”。
第一个打击来自 /26&+#。+''# 年，还是清华大学计算
机系高性能所研究生的王小川为搜狐开发搜索引擎。&& 个
月后，搜狐推出了搜狗。那段时间，王小川发现搜狐首页
流量的 &)# 都来自于一个很陌生的网站——
—/26&+#。“当
时的第一反应是算错了，重算。残酷的事实面前，我犹如
当头一棒，感觉很晕。在我看来，/26&+# 的站长只有初中
学历，但 /26&+# 的月收入有 #'' 万元，搜狗却仅仅只有
"' 万元。”
第二个打击来自“番茄花园”。王小川说， +''! 年搜
狗输入法问世，产品不错，搜狐也做了很多推广，但应者
寥寥。第一年只有 +7 的市场占有率。“当时我发现有一
个很火的软件叫番茄花园，它就好比精装房不需要网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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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装东西。于是，我们与它合作，产品直接到达网民。”
第二年搜狗输入法市场占有率达到 ('7。
+''% 年，王小川理清了思路：通过输入法导入浏览
器，再通过浏览器带动搜索的流量，这就是搜狗的“三级
火箭”。“+''% 年到 +'&' 年这段日子，我真正体会到了这
种痛苦，你怀了孩子，你为了他不会去死，你要生下来。”
在夹缝中寻找生机的搜狗，通过技术和创新的持续发
力，以“三级火箭”的发展模式，真正将搜狗带入了发展
的“快车道”。根据搜狐集团发布的 +'&+ 年财报：去年搜
狗营收达到 &*#&+ 亿美元，同比大涨 &'%7。
探索引擎是搜狗正在开发的新一代搜索引擎。“这就
像搜狗的输入法，当你敲一个词的时候，不仅仅是最后对
应这个词汇，它能给你更多的帮助。而当你用浏览器敲链
接的时候，也不仅仅是看到那个页面，我有意图给你更多
的帮助，探索互联网更多感兴趣的东西。”王小川告诉记
者，他希望可以颠覆搜索引擎“搜索框 8 关键词”的传统
模式，把搜索技术与浏览器结合起来，以此去改变搜索市
场的格局。
“在前有百度后有 #!' 的夹击战中，搜狗正在做这样
的一个转型，寻找自己的生存机会”。王小川说。

无线端加速布局圈用户
“在无线上做搜索？忘了这件事。”王小川语出惊人。
“9, 上说搜索，就是网络搜索，是一个具体的产品；在无
线上说搜索，那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方向不代表一个具
体的服务。无线搜索会产生很多变种。”
“我认为搜索未来的形态不是连接到网站上去，而是
连接到电话上去。”王小川说，“把互联网原来的产品形
态与手机联系起来。”在这个思路下，搜狗号码通、搜狗
语音助手、搜狗路况导航等战略产品持续推出，并吸引了
千万级用户。
王小川特别提到“搜狗号码通”。他告诉记者，“搜
狗号码通”突破性地采用了“众包”思维和搜索技术，帮
助用户智能标记陌生来电，接听前就能对电话归属、目的
和“被拉黑”历史进行判断，最大限度避免了骚扰，因此
深受欢迎。
说到移动互联网，王小川表示，“移动互联网更注重
创新和用户的体验，只有服务和体验足够好的产品才有用
户黏性。”王小川认为，在大数据时代下的“众包”模式，
越来越被重视，创新的土壤和玩法正在改变，为后起公司
与巨头博弈增加了“砝码”。
现如今的搜狗，研发中心已经从最初的 +' 多个人变
成了 &#'' 人。“如果公司做挂了，那么多人怎么去讨老
婆、买房子？”王小川笑着说：“未来将进一步推动搜狗
的商业化。 9, 端提升变现能力，输入法尝试商业化；无
线端则加速布局圈用户。”
王小川曾经表示，有信仰才有未来。他的信仰是什

么？“我的信仰可能不接地气。”王小川笑着说，“信仰
代表了你的动机。我希望科学、先进的技术让世界更文明
地生长。”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记者问王小川，当前中国互联网
界的大佬比如李彦宏，比如马化腾都有相同的特征：技术
天才、抓住时机、后劲十足、青年才俊。“这些特征你也
具备，但是你更突出的是比他们年轻。你对自己未来的期
待是什么？”听到记者的这个问题，王小川露出招牌式的
可爱笑容。“我希望自己未来做得更好。”

编辑手记

王小川的钝感
虽然经历了“各种曲折”，但是谁也不能否认
王小川的“少年得志”。他 +& 岁参与 ,/012341 的
创建， +5 岁是搜狐最年轻副总裁， #+ 岁成为搜狗
总裁。如果再仔细梳理他的人生轨迹，你会发现，
#" 岁的王小川在面对许多伸出的橄榄枝前，选择
在搜狐一干就是十几年。这在互联网界尤其罕见。
用王小川的话说，他有钝感，而这被他自称为
自己非常重要的优点。钝感，顾名思义与敏感相
对，通俗来讲就是“神经大条”。这个钝感一方面
是初期创业时他坚信不懂就是不懂，于是有了对困
难的“估计不足”，于是就有了挫折中汲取经验的
沉稳；另一方面，更多的是他坚信自己懂，虽然暂
时没有被认可，但是他坚持和忍耐，埋头苦干不断
创新。
“当你有钝感后，你其实就会漠视身边很多质
疑和杂音，继续坚持想尽一切办法达成目标。”王
小川说，在这个过程中，最怕就是似懂非懂的状
态，“决不让想不明白的事情干扰自己的判断。”
王小川的钝感，让他能在不同阶段做自己该做
的事情。做技术的时候，在一个技术领域做到极
致；转型做管理者，在相关的多个领域虚心学习，
从不懂到懂走得稳健踏实。
在采访中，王小川的这样一句话很让人回味。
他说，每往回看前三个月，就会觉得那个阶段自己
很傻。其实，这何尝不是说明当时钝感的人，每一
天都在进步？
王小川的钝感，让他坚持信仰，乐观向上，在
不断的“审视自我”中攀登新的高峰。

网友热议
《台当局 NO 思维耽搁了自己》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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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不对大陆低头才是优先选项”的深层心态。
马英九团队认为，对大陆说“不”对选票有利。民进党执
政 % 年，成功改变了台湾社会的自我认知和对大陆的观感，国
民党重新执政后没有果断拨乱反正，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去迎合
台湾膨胀的民粹，造成今天台当局把对大陆说“不”视为理所
当然的局面。
大事小以仁，小事大以智，大陆对台“让利”和台湾对大
陆说“不”之间，不该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关系。
台当局有说“不”的权力，但不该把选举考量凌驾于两岸
民众福祉之上。光阴易逝，马“有历史评价压力”的第二任还
剩 # 年，若不能为两岸奠定更扎实的政治基础，一旦台湾政党
轮替，未来平添变数。届时，历史恐怕会对这届台当局有不一
样的评价。

人民日报海外版 # 月 +' 日 # 版刊出 《台当局 -; 思维耽
搁了自己》 一文，海外网同日转载。文章点出，两岸交流热络
的面纱之下，台当局对大陆仍保有深刻的抗拒心态。这一观点
引发网友热议。
原文摘要：
在“立法会”答询时，台湾当局官员对两岸南海合作、共
同保钓和军事交流频频说“-;”。
从蒋经国的“三不”，到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 台湾
对大陆说“不”有“悠久”的传统。“不独”是国民党有别于民进党
的根本，然而“不统”还是要放在最前面，这种次序安排，多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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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这是严老师（记者部严冰主任）礼服照啊，
这么多年还真没见过呢！头一次在网络上见到呢。”
一位同事惊奇地说。
“想不到我这么帅啊！”本报记者陈振凯评论道。
海外版人，是我们对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所
有工作人员的爱称。为了展示海外版人的风采，海外
网海外版人频道应运而生。在这里，我们用更丰富的
图片、文字、视频等多种形式，努力向读者呈现海外
版人不被熟悉的工作生活中的另一面。
说起海外版人频道的建立，小编真是感慨万千。
为了区别其他网站类似栏目只有记者介绍和文
章列表的单调表现形式，之前对频道设计了解甚少
的小编，废寝忘食努力学习网页设计，请教经验丰富
的同事、拜访了互联网工作的朋友，谨遵领导的指

王小川：

“希望”和“审视”是多年心境

编手记

河北省沧州市网友乡里居士：对大陆说不，不叫有种。对
美日敢说不，那才叫有种那。
江苏省南京市网友宁朵朵：期望台湾有政治家而不是政
客！
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网友 !!""##$$：只经不政，维持两
岸和平，以拖待变。这就是台当局的目的。
山东省潍坊市网友 %&'('：马英九应该醒醒了，再糊涂
下去将会后悔的。
环球网博主愚叟臻翁 )))：可以说，尽管两岸关系持续缓
和，但台当局的两岸敌对思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没有与时俱
进。
辽宁省网友凤凰情怀：马英九没有胆略放开和大陆就统一
问题会谈。为什么受美国“以台制中”战略的牵制，至今不能
摆脱？为什么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

导，数次易版之后，海外版人的版面终于诞生了。
海外版人频道依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编辑部门
业务职能划分，在频道首页设立总编室、记者部、台
港澳部、华人华侨部、经济社会部、教科文卫部、文艺
部、旅游部、新媒体部等几个主要栏目，每个栏目内
以靓丽帅气的生活彩照生动地呈现出各部门记者风
采及相关作品，为广大读者展示了海外版编辑部记
者的神秘档案。同时为了更好地增强报网互动，我们
在主要区域设计了记者推荐、好稿、好版的展示平
台，以及海外版动态、海外版人风采等栏目。
在这里，能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各位记
者的风采，能看到海外网独家打造的名家讲堂，能看
到 +'&+ 年海外网新年表彰会精彩演出，能看到海外
版三八节运动会热闹场面等丰富内容的实时呈现。
领略海外版人风采，请点这里：
/==>?))4@0=6AB*/20C2014=*D1。

一周新闻热搜词
朝核危机
上海关闭活禽市场
北上广限购墓地
天津半夜排队离婚
80后环卫工 4套房

沈阳四月飞雪
成龙欲捐中国古建
女游客印度遭奸杀
刘翔缺席全年比赛
油价不调整

"! 网今年优势媒体资源全面发布
本报电 ( 月 &+ 日，中国领先的视频分享网站
"! 网（"!*D6I）在 北 京 举 办“ 创 享 娱 乐 新 视 界——
—
+'&# 年度战略发布会暨客户推介会”。作为中国综
合类视频网站，"! 网月均用户覆盖超过 &*% 亿，日均
视频播放量达到 & 亿次。JK,（用户原创内容）、"!
出品自制节目、影视剧、电视台综艺节目、音乐 LM
等共同构成了 "! 网多元化内容矩阵，原创、娱乐成
为 "! 网最具可识别性的品牌标签。

《养老金缺口，缺的不是钱是信心》

海外网评引微博网友关注
本报记者
海外网 ( 月 $ 日发表署名任海平原创评论 《养
老金缺口，缺的不是钱是信心》，获人民网、新浪、
搜狐、凤凰网、中国日报网等多家网站转载 $% 次。
E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推荐了这篇文章，引起
微博网友大量转发和评论。
原文摘要：
日前，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养老金确实有缺口，靠
公共养老金养老根本是不行的，并建议选择适当
时机考虑延长退休年龄至 6
5岁，推迟养老金领取
年龄。
民众的焦虑往往来自比较的痛楚。在“双轨
制”下，相对党政机关的财政“兜底”养老，企业
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更直观表现为劳动者的血汗钱。
这笔钱怎么处置才算安全？闲置起来会不会贬值？
投入股市有没有风险？民众的纠结应该得到更公
开、更透明的制度回应。另一方面，延迟退休倘若
“一刀切”，也可能造成“下岗者伤不起”、“掌权
者笑开颜”的社会大撕裂，背离了追逐公平正义的
改革本意。
凝聚起亿万普通民众对“老有所养”的信赖，
当务之急是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彻底填平体制
内外的养老鸿沟，在法治的框架下，一视同仁地对
待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只有“朝如青丝”时受到
公平正义的浸润，才会对“暮成雪”时的颐养天年
怀揣最可宝贵的期待，而这，正是共享人生出彩机
会的“中国梦”。

邹雅婷
网友热评：
竹枝因：说得好！为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公
正，取消养老双轨制，迫在眉睫！
董菁英二世：官员少喝几顿酒，百姓养老金全
有。
飞龙在天 52609059：就干脆地说说政府对企
业将要退休人群怎么办，别让民众纠结了。
叔促无彬 91364510：对延迟退休做个调查，
看一线工人愿意者占百分之几，官员、领导和有一
定权力的公务人员占百分之几。这事要多问问广大
的劳苦大众看有多少愿延迟退休的？
我若尘：中国最挣钱的行业就是银行，把养老
金集中起来由国家管理开个银行，收益远远大于通
胀吧，这个肯定比让老百姓多工作几年更人性化
吧。
海外网评论欢迎投稿：
/CC.>01FGH1E/20C2014=*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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