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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员季”再裁员

每到7月或12月，美国微软公司的一些员工总
会有些忐忑，尤其是7月，几次大型的裁员几乎都
发生在 7月。2013年 7月，微软进行了最大规模的
裁员，裁掉了1.8万人，其中1.3万名员工与诺基亚
业务有关；2015年7月，微软裁员7800人，其中有
不少是手机业务员。2016年6月30日，微软发布完
财报之后，就宣布分批次裁员 2850 人，其中至少
有 900 位销售人员。今年的 7 月，又到了微软的

“裁员季”。
7 月 6 日，《圈内人》（Business Insider） 报道，

微软可能将于当日宣布裁员。社交软件 Blind 也有
帖子称，微软管理层已经预定好会议室并安排他们
的员工参加一个 15分钟的会议。7月 8日，微软公
布了重组计划，微软将在全球裁掉数千销售员工。
随后，微软发言人对外发布了一条声明：微软公司
正在实施一系列的改变，旨在为我们的客户和合作
伙伴提供更好的服务。

截至今年 3 月，微软在全球拥有员工 121567
人，其中有52000人从事全球销售及营销业务。本
次被裁员工主要涉及非美国本土的销售人员，相当
于微软总体销售人数近10%。

“本次裁员并非没有先兆，公司内部早已不看
好相关部门。”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微软离
职员工介绍，如果微软准备裁员，一般会选在6月
和 12 月以后，因为这是微软财年的年中和年终节
点。“但通常来说，微软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比如
N+2的赔偿，如果没能立即找到工作，劳动关系可
以继续保留两个月，这相当于N+4（N代表在该公
司的工作年限） 的待遇了。”

与外界想象的不同，微软员工尽管忐忑但并没

有很抵触被“炒”。“一方面是因为微软的补偿机制
还不错，另一方面是因为被裁者毕竟是从全球领先
企业出来的人，其它公司还是比较愿意聘用的。”
这位前员工说。

为何微软会在全球范围内多次裁员？这位前员
工解释，面对不盈利的业务时，微软会做出调整，
割舍或者减少该业务的投入。“2015年微软裁掉诺
基亚员工就是个例子。”

“云”业务挑大梁

微软云业务的布局早在2014年就开始了。2014
年 2 月，微软发布任命通知，萨提亚·纳德拉正式
成为微软新任首席执行官，盖茨出任技术顾问。
2014 年 7 月，萨提亚·纳德拉向公司所有员工发送
了一封备忘录，详细阐述了他对微软今后几年发展
的规划和设想，并提出了“移动为先、云为先”的
战略构想。萨提亚·纳德拉在备忘录中写道，“设备
与服务提供商”的概念对于转型初期的微软是有所
帮助的，但对于现在的微软而言，更需要的是独一
无二的全新战略，以重塑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那就
是关注于移动互联和云计算。”

微软发布的第三财季财报显示，该公司智能云
业务的季度营收达到68亿美元，同比增长11%。与
此同时，在微软云业务同期营收增长93%的推动之
下，服务器产品和云服务营收则增长了15%。微软
正在通过大力投资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追赶亚马
逊的AWS云计算。

相对于云业务的生机勃勃，其软件和硬件的
“成绩单”并不好看——Surface 业务从最初给微软
带来数十亿美元的营收到如今该业务同比下滑
26%。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微软本次裁员有助于微

软轻装上阵，向云领域深入发展。经过几轮裁员
后，微软会再招新员工来推广其云产品。目前在公
共云领域，微软仍然不如亚马逊 AWS，但在企业
云市场上，它已超过了IBM等公司，确立了领导地
位。

“弯道超车”好机遇

微软几年前就提出了云业务，但为何选择在今
年“腾笼换鸟”呢？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博士
侯康推测，萨提亚·纳德拉上任后，微软的发展势
头很猛，股价逐步上升，外界一致看好。此时提出
全球裁员，舆论影响不会太大。“目前微软股票价
格不跌反涨，市场反应积极。从这点不难看出外界
对微软这次转型比较期待。”

云业务一直是全世界互联网巨头争夺的目标，
其带来的利润空间是各企业发展的动因。《2016年
我国云计算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显示，目
前，全球共有 5 股势力瓜分云计算产业，分别是：
以亚马逊和阿里云为代表的先入者，它们对云计算
市场培育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有雄厚的人才资源、
丰富的细分产品和庞大的数据中心；以微软、谷
歌、腾讯与百度等为代表的跟进者；以脸书和网易
为代表的黑马公司；以 Saleforce、青云等为代表的
创业公司以及以 IBM、甲骨文为代表的传统 IT 企
业。5股势力中，亚马逊、微软与谷歌是云计算发
展最好的 3 家公司，2015 年亚马逊 AWS 云计算销
售额为 79 亿美元，微软拿下 11 亿美元，谷歌云平
台则拿下不到5亿美元市场。

侯康博士建议，微软的转型预示着未来云业务
的巨大潜力。中国各互联网企业也应尽早针对该市
场进行战略布局，占领制高点，争取弯道超车，在
全球云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威胁无处不在

“脸书本应是安全的空间，可现
在‘外来因素’正在入侵。”一名 19
岁的用户对于“脸书再次陷入隐私风
波”一事评论道。7月，《澳洲人报》
披露出脸书通过监控线上表现来界定
640 万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青少年的
情感状态，然后提供给广告商，使其
利用数据给那些情绪不稳定的用户精
准推送广告。“听起来就像是脸书在
给我们下精神疾病的诊断书，实在太
可笑了。”这是网民个人隐私遭受网
络消极因素的干扰而被迫“裸奔”的
新例证。当前，互联网行业朝着运行
更高速、覆盖更全面、延伸更遥远的
方向发展，个人隐私安全面临着巨大
威胁。

首先是“大数据”因素。随着互
联网服务分层细化、跨平台授权，

“一个平台一个账号”的情况正在改
变。苹果手机拍的生活照，微博主页
上关注的用户分组，“淘宝”收藏夹
和购物车里存放的商品链接……这些
带有“个人特征”的信息碎片正汇聚
成细致全面的大数据信息集，可以轻
而易举地构建网民个体画像。同时，
各种存储信息平台风险凸显。近日，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披露了一些

具有麦克风、摄像头等功能的联网玩
具，通过与儿童对话，把儿童姓名、
学校、好恶等信息保存在生产厂家的
云端存储平台上，让儿童隐私一览无
遗。

其次是“客户端”因素。从个体
微观看，360 奇虎科技的数据分析显
示，手机是个人信息重要的泄密端
口。近几年，手机客户端后台不合理
收集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侵犯隐私
权的现象频出，例如，有的电商网
站、快递公司等企业内鬼倒卖客户信
息，还有钓鱼软件和病毒软件等恶意
程序窃取个人隐私。

安全漏洞太多

当前，网上“留痕”的个人信息
采集模式无处不在，个人隐私被泄
露、被滥用已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
缘何如此？

根本原因是在互联网大数据环
境下，数据开发的利益驱使不法之
徒 肆 无 忌 惮 地 收 集 和 使 用 个 人 信
息。“围绕个人信息的产业链包括
获取、存储、贩卖、使用等一系列
环节，但其最终诉求是商业推销和
金融诈骗。”上海市人大代表钱翊
樑指出。

同时，互联网企业对用户信息隐

私疏于保护。近日，《南方都市报》
与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联合
发布了 1000 家常用网站、手机应用
的用户信息保护政策透明度排名。在
参与测评的1000家平台中，超过50%
的平台评分为“低”级别，其中，有
157 家平台不提供隐私保护政策；这
些平台按照行业划分，社交交友类平
台测评平均得分领先，旅游交通类垫
底。

此外，个人隐私保护呈现弱势
还与网民的“隐私风险安全意识”
较低有关。一个生日密码应用于所
有账号、见到无线网络就连接、受
优惠和促销诱惑不断授权给新的网
络程序来读取个人信息等现象十分
常见。

“止泄”刻不容缓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
翼、驱动之双轮。”保护公民的个人
隐私既是信息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也
是网络安全维护的重头戏，对经济社
会发展有重要意义。要打赢“个人隐
私保卫战”，需要多方用力、立体防
护；从法律上给予原则保障，在行业
内追求自律，在理念上提高网民安全
意识。

近年来，国家积极开展网络安全

方面的顶层设计，从法律法规上为个
人隐私“保驾护航”。今年 6 月 1 日
起，《网络安全法》 正式实施；“两
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也同时正式生效。其中，

《网络安全法》 明确网络信息安全的
责任主体，确立了“谁收集，谁负
责”的基本原则，进一步细化了保护
个人信息的规定：网络运营者不得泄
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
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
个人信息。“两高司法解释”则进一
步明晰了公民个人信息的划定范围、
非法提供标准以及侵犯、出售公民个
人信息如何定罪量刑等问题。专家指
出，要让法规落地，必须重点打击推
销和诈骗行为。遏制了这些不法行
为，依附于其上的信息窃取与贩卖会
自然消亡。

不仅如此，针对互联网监管盲
区，要建立第三方监督检查机制，
或通过互联网行业组织进行行业自
律。

而对于互联网用户而言，则应主
动学习网络安全基本知识，提高隐私
泄露防范意识，改变不良的上网习
惯，这是保护个人隐私的切实之策。
例如，可以对个人信息作匿名化处
置，谨慎使用指纹、声音、虹膜等生
物识别方式。

电视选秀节目曾经多次成为标注电视发
展的重要节点。如今，网络选秀节目借助互
联网超强的实时互动等特性，也引起了广泛
关注。

日前，由腾讯视频打造的国内首档互联
网偶像养成类节目《明日之子》，以直播的形
式最大限度地捕捉真实，聚合了大量的网友
观众，以首场直播在线观看人数 2400 万、点
播破亿次的数据闪亮开场。

直播，聚合真实的化学反应

对于网络综艺节目而言，“直播强则网综
强”的时代已经到来。直播的魅力在于不确
定性和它带来的真实感和悬疑感，比拼的紧
张刺激在直播的那一刻传送了出去。

《明日之子》用直播将不可预知和瞬间变
化放到了最大，通过网络直播真正挖掘出了
选秀固有的魅力。实时的进程、实时的结果
分享，鼓励所有的青年选手敢于竞争，用真
实面对大家，自信自强，克服自卑，以真
诚、真实、真情来征服观众。另一方面，直
播将观众纳入到了选秀的进程中来，观众的
力量可以直接影响节目的走向，创造了一个
尊重观众的平台。

可以说，《明日之子》用直播的手段揭示
了“选”的本质，而不再只是“秀”表面。
这一次，腾讯视频用直播这样直接简单的形
式突出了选手们的个性，提升了直播的效
率，可谓小成本、大情怀。

包容，塑造真诚的梦想偶像

网络时代是尊重个性的时代，包容的互
联网允许所有不一样的美。《明日之子》从各
个环节都做到了不要套路要真诚、不要掩饰
要公平、不要常规要个性的创作准则。在真
诚、向上的基础之上，挖掘、培养、打造互
联网的新一代偶像，这条“产业链”包括海
选、粉推、导师引导、经纪人包装等一系列
专业的流程。

梦想强则少年强，少年强则文化盛，文
化盛则中国强。《明日之子》鼓励年轻人带着
自己的梦想去创建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不
偏重选手某一方面的能力，而是带着综合考
量的眼光去发现真实而又立体的年轻人。在
节目中，观众看到了和而不同的谦卑与个
性，看到了追逐梦想的坚持与容忍，也看到
了年轻一代的真实气质和精神面貌。

走过了非常喜欢的捷克首都布拉格，也走过了安静亲民的
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就要面对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时，竟然有些忐忑。一个人对某件事太期待了，或许就会这
样。当一条浩瀚大河以一种雄浑的样子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想
到了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人人梦中都流淌着
一条蓝色的大河，浩浩汤汤，一日千里，奔腾入海。

布达和佩斯本来是两座城，建在左岸山丘上的是古布达
和布达，建在右岸开阔的平原地区的是佩斯。后来两座城合
称为布达佩斯。

循着右岸行走，望着对岸参差错落的房舍。红顶的，白顶
的，铜绿色圆顶或尖顶的，一律沿着河岸横向排列，一间间，一
座座，就那么不卑不亢地直接面对你，或掩映在白云下、绿树
后。艳而不妖的红，古朴的铜绿，醇厚的白，在白云盛开的蓝天
下，沧桑而又现代，透着一种古朴而蓬勃的美。

走在横跨河面的链子桥上，看桥头威武的雄狮，浮想
联翩。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雄狮常常以雕塑方式出现在很
多建筑物上，尤其在英国，特别是和王室相关的地方，更是
随处可见。这座桥被称为布达佩斯最浪漫的桥。到了夜晚，
华灯初上，河中倒映着一座灯火辉煌的桥的时候，相爱的男
男女女牵手走在这座桥上，犹如走在人间天上。

哈布斯堡家族建的王宫还屹立在山丘上，俯视着日日奔
流的多瑙河。在东欧，你会时时听到哈布斯堡这四个字。作
为一个统治了欧洲几百年的家族，到了东欧，这个名字是怎
么也绕不过去的。

很多城堡和教堂，都写着哈布斯堡家族的名字。一边观
赏，一边听着这个家族的故事，感慨万千。故事中的那些人那
些事，诉说的是权力，欲望，野心，手段，也是战争和流血，还有
建筑与文化。现在，除了留下来的那些精美的建筑、雕像和以
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桥，他们血肉鲜活的容颜都已经化作了尘与
土，隐藏在了历史的褶皱里。而我，抚摸着这褶皱，为什么会有
莫名的心动？是因为在这一个时空里和他们的相遇吗？

站在布达佩斯的最高处，俯瞰整座城市。阳光下，多瑙河
平静安详地缓缓流过，将东西两
岸分离又连接在一起。闪闪流
水，古老建筑，鲜艳色彩，历史与
现实，宗教与文化，上帝与生活，
都有机地交织在一起。

漫步在瓦茨街上，和熙熙
攘攘的各国游客一起，享受着
布达佩斯尘世生活的温暖与快
乐。这温暖与快乐，同样让你
沉 迷 ， 沉 迷 在 这 样 一 座 城 市
里，不愿醒来。

微软：

全球裁员为争“云”上空间
海外网 孙任鹏

微软又裁员了。本次全球被裁员工的总数有近

3000人。这并不是微软第一次裁员，也不是规模最

大的一次。这次微软裁员的消息公布后，其股价一

路上涨。微软为何要多次全球裁员？本次裁员预示

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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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

感受温暖和快乐
李 晶

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纳德拉

隐私泄露危害多 网络监管成难题
杨俊峰 张 玥

近期，线上社交平台色拉布推出新的地理定位分享服务“色拉布活点地图”：

通过分享定位形成个人生活的活点地图，结合其他线上表现，好友可知道用户随

时随地在哪里、干什么。有关视频发到脸书上后，引发舆论谴责。无独有偶，脸书

因为被指控收集用户数据，最近在法国被重罚15万欧元。

当前，“互联网+”“大数据”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线上社交和商业平台无

限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认知距离，放大了日常活动轨迹，在促进互联互通的同

时也埋下“隐私泄露”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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