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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脑专家、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项目创始
人、《数字化生存》 原著作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日前来
到北京，参与百度百家对话栏目“The big talk”并发表主
旨演讲，与活动现场的百余名百度百家作者和媒体人进行
了激烈的思想交锋，为与会人员献上了一场科技世界的饕
餮盛宴。

参与对话的还有不少重量级嘉宾，包括中国上市公司
协会会长、中国移动前董事长王建宙，北京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教授、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胡泳，雷锋网CEO林
军等知名业内人士。

“创新是从敢于想象开始，而创新的路往往都不平
坦。”尼葛洛庞帝如是说。以苹果公司为例，他说，乔布斯
在10年前曾亲自抱着苹果手机来到他的公司进行“宣传”，
但却未能受到董事会的“待见”。如今再看，世易时移，当
年的创新萌芽如今彻底颠覆了手机行业。

不过，“苹果的未来却值得担忧，因为苹果这种专属系
统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尼葛洛庞帝语出惊人，他表示虽然
很喜欢当年那位拥有无限能量、缔造创新产品、改变手机
行业发展方向的乔布斯，但是固守成果、循序渐进反倒对
公司创新有影响。“渐进式的改良是创新最大的敌人”，“颠
覆性的改革才能带来社会变迁”。

在随后与王建宙的对话中，尼葛洛庞帝提出未来手机
将经历一系列变革，可能会拥有更好的语音识别，更强大

的电池，可折叠的屏幕。王建宙则认为，从2G到3G，手机已经发生很多跨时代的变化。但
未来手机引发的创新革命会更加惊人，比如穿戴式手机或将成为手机改革的方向，“进一步想
象，我们的手机也许可以变成一件衣服，用户可以像穿衣服一样穿上一个手机设备——虽然
这个假设还十分遥远。”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演讲中，尼葛洛庞帝从苹果公司的发展谈到中国企业的创新。看重创
造思维的他多次提出“big think”（大思考） 的理念，并特别提到百度的思维方式让他记忆犹
新，“百度让我学到一些比今天站在这里发表演讲还要重要的事情”，而这样的思维方式“让
我感到震惊”。尼葛洛庞帝教授赞扬百度为科技创新所作出的努力，他表示新技术才是改变世
界的动力。

2014 年 7 月 1 日，当
您像往常一样，平静而自
然地打开海外网，我可以
想象您的表情，惊奇，惊
叹，惊喜。没错，眼前耳
目一新的页面正是全新改
版的海外网。时隔一年，
您再次成为海外网改版升
级的见证者。

对于您惊喜之余的几
分疑惑，我们会用扎实的
网页内容给出负责任的答
案，但我们更期待您在全
新的海外网驻足，亲身体
会个中精妙，给予前进之
路上的我们一个鼓励或者
一个建言。

2012 年的 11 月，本
是一个收获之秋，在一间
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一
群年轻人才刚刚播下希望
之种。伴随着海外网正式
上线，这群立志在业已成
熟的互联网世界里打拼出
一片天地的年轻人从此甘
苦与共，享有一个共同的
身份——海外网人。正是这样一
群不服输的海外网人，在短短一
年半时间里，将一大、一小两个
形容词联系起来，塑造了海外网
令人惊叹的成长轨迹——小心翼
翼办网，大刀阔斧改版。

一年半中，互联网界风起云
涌：大佬持续“攻城略地”，谁主
沉浮；互联网金融一度风生水
起，炙手可热；4G牌照发放，引
发舆论大猜想。在瞬息万变的大
环境里，作为后起之秀的海外网
小心翼翼地积蓄力量，从一个默
默无闻的新兴网站，逐步成为日
均 PV 接近 1400 万的业界新星。

这些光鲜的数字背后，凝
聚着海外网人对品质的不
懈追求。

两次颠覆性的改版，
海外网不仅在形式上追赶
业内顶尖者的脚步，而且
在学习与徘徊中寻找属于
自己的路径，编织海外网
人的终极理想。我们曾亦
步亦趋地走过大而全的门
户之路，曾标新立异地开
创十数档特色栏目，曾毫
不吝惜地砍掉不符合定位
的高点击量频道，曾几度
更易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
互动模式。大刀阔斧的改
进与摸索之中，我们并非
没有犹豫和困惑，但海外
网人的坚持，终于让我们
与理想靠得更紧密。

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
海外网，不再追随他人脚
步，而是用精心策划的三
栏瀑布流，特立独行地诠
释了评论立网的办网理
念。抛弃了大而全的包

袱，海外网的页面上再也找不到
“别人家”的痕迹，每天紧扣时事
的几十篇精选独家内容，不再让
读者因为海量的信息云里雾里。

纲举而目张，对读者而言，
全新的面貌梳理出更清晰的时事
脉络，对每一个海外网人来说，
则是藏宝图上浮现出一记明确的
坐标，旁边还有行古朴的小字，
写着“理想位置”。我们的航船或
许还会在那周围绕几个圈子，驶
一段弯路，但眼前不再是一片混
沌。

我们愿与您同舟共济，开始
一段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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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 1 日，这一天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 93 周年纪念日，也是香港回归 17 周年纪念
日，还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29周年。在
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海外网再次改版，以全新
的面貌呈现在网友面前。

新首页风格清新、内容精炼、特色鲜明。
我们打破了原有的页面结构，颠覆了传统海量
转载信息的模式，力争通过更简洁的页面，更
有效率的编排方式，为网友提供更有特色的信
息和观点。

海外网自 2012 年 11 月 6 日正式上线至今，
共进行了两次改版。去年 7月，海外网第一次
改版，在版式上把中栏调整为主题内容栏，三
栏从上至下通栏整齐。在内容上，“海味”更
浓，增加了更多关于海外华人、海外社区的新
闻，以及海外媒体的最新报道。一年以来，我
们一直在不断地探索、思考，继续吸取来自各
方的意见和建议。

海外网的办网方针是“海外视野、中国立
场、文化情怀、思想高度”。我们深知，当前处在
一个信息过载的新媒体时代，海量信息席卷而
来，但缺乏有效地梳理和整合，缺乏客观的解读
和评论。因此，我们本次改版的理念是突出观
点，突出原创，向差异化、特色化网站迈进。

打开海外网首页，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展现海外
网 独 特 定 位 的 全 新 VI 设
计。以新面貌亮相的海外
网在 Logo 上进行了重大调
整，用相连的海外网首字
母“HWW”取代汉字，象
征海外网与国内外合作伙
伴 之 间 信 息 交 流 畅 达 无
阻，也意在传达海外网牵
手全球华人，发出中国强

音，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愿
景。新标识时尚灵动，简约的线条展现海外网
大气权威，绚丽的蓝、绿、黄三色丰富了视觉
体验，亦彰显了信息传播的力量。

内容方面，首先呈现给网友的是“头条新
闻”。我们第一时间以“图文形式”关注最重
要、最热点的新闻。

头条新闻下面由三栏组成。左侧是“海外
网评”、中间是“海外网闻”、右侧是“海外网
视”。

“海外网评”：第一时间呈现知名专栏作家
对热点事件犀利而独到的点评。其中品牌栏目

“侠客岛”致力于解读时政热点，角度新颖、
语言活泼；“学习小组”向网友展示习近平总
书记写过的文、说过的话，内容真实，笔调生
动，图文并茂；“港台腔”利用人民日报海外
版港台报道的记者资源和特色优势，针对港台
时事热点、两岸关系问题进行评论。

“海外网闻”：通过10条新闻聚焦当天最重
大的事件。不同于以往的是，我们不再做信息
的“搬运工”，不再做简单的“复制+粘贴”式
的转载。因为我们明白，网友需要的不仅仅是
简单的信息，还有对信息的梳理和整合，需要
的是深阅读。因此，“海外网闻”呈现的全部
是自己的原创内容，每一条信息的梳理和整合
都汇集了我们的思考与理念。品牌栏目“全球
头条”第一时间编译全球媒体的焦点新闻，实
现网友与全球资讯 24 小时同步。“画里话外”
通过设计美观的图片形式解读新闻，让网友在
阅读信息的同时享受良好的视觉体验。

“海外网视”：汇集了每天最精彩的视频新
闻。除此之外，该板块第一时间呈现《人民日
报海外版》的精彩内容，努力探索并实现报网
融合。“唐人街社区”是海外网特别针对海外
华人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全球读者打造的网
络互动交流平台，是兼具博客、微博、手机论
坛等功能的综合性大型网络社区。社区下设

“唐人杂谈”、“原创评论”、“海峡话题”、“留
学生涯”、“移民心路”、“缘分海外版”、“望海
楼茶座”等多个特色板块，同时也为不同国家
的华人朋友分别设立了各国唐人分会，努力打
造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

海外网新首页如今已经呈现在大家面前，
期待您的关注。我们会继续努力，力争给网友
提供最舒适的体验，最有价值的内容，成为最
有影响力的外宣新媒体。

（作者系海外网要闻部主任）

海外网全新改版
——打造差异化、特色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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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战略定力是香港之福

6月30日海外版01版

摘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发表的 《“一
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 白皮书，系
统阐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包括政制发展在内的各
方面立场和政策，展现了祖国对香港未来发展的
信心。这一信心来自于过去 17 年“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更来
自于祖国的战略定力。

腾讯网网友“冰糖橙子”：在当代中国，爱国
就是热爱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没有执政党的政
治定力，把握国家发展大方向，哪来的国家稳
定，持续不断的前进？没有强有力的执政党，只
会导致国内内耗，甚至国家动荡不安。哪个国家
没有发展过程中的高峰和浅谷？哪个政党又敢说
自己“完美无缺”？只要有不断反省和自我修正的意识和决心，人民团结一
致，必定能度过所有坎坷和矛盾。

腾讯微博网友“马班”：香港是自由之地，但不允许外部势力享有插
手、干预香港事务的“自由”，不允许港内极少数人享有与外部势力勾搭、
祸港乱港的“自由”。

强国社区网友“青云之志”：要依照基本法正确处理中央与香港特区的
关系。中国越稳定强大，台港澳同胞越受益，这是毫无疑问的。

安倍要把日本孩子重新送上战场

7月2日海外版01版

摘要：安倍晋三内阁不顾日本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执意迫使公明党
就范，在7月1日作出内阁会议决议，正式决定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
卫权。其企图对外使用武力的图谋昭然若揭。这在战后近70年来还是第一
次，对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日本来说，完全是倒行逆施。这哪里是要保
护日本国民，纯粹是要把成千上万日本国民和孩子重新送上死亡的战场。

人民微博网友“人民的子弟人民的兵”：为睦邻友好，日本政府为何不
因屡次侵略行为而道歉？为忏悔侵略，军国右翼为何篡改历史美化侵略？
为和平发展，安倍内阁为何急于解禁集体自卫权？有计划地篡改历史否认
侵略美化战争美化侵略，有计划地扩军备战支持“台独”侵犯钓鱼岛，有计划
地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大武器出口，日本早已在扩军备战！甲午战争警报！

强国社区网友“孤独的鹰”： 此情此景，中国要做好准备。要打，就
做打的准备，要打胜。

搜狐网友“单身贵族”：美国笑着流泪，有没有搞错？美国巴不得日本
挑战中国以便坐收渔翁之利。两个债主打起来了多好，不用还钱了，还要
赚钱，多划算的买卖！

（张东伟 夏丽娟整理）

尼葛洛庞帝对话王建宙：

穿戴式手机？这个可以有
牛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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