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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者和贡献者

23年前，一条64K的国际专线从中科院计算机网
络中心连入互联网，中国互联网由此蹒跚起步。如
今，中国网民超过7.5亿，人均周上网时长26.5小时，
互联网在中国渗透到每个角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互联网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模式。在中国人的消
费生活中，“6·18”、“双11”、春节、五一、国庆等网
上购物狂欢节越来越多。互联网的发展让中国的消费
方式日趋智能、更加便利。一份调查报告显示，84%
的受访者表示“出门不带钱、只带手机”，“扫一扫”
成为中国消费的新趋势。同时，另一种网络消费模式
——网上外卖发展势头正猛。手机下单，等着外卖小
哥送餐上门，顾客足不出户就能吃到餐厅里的各种美
食。据统计，如今中国网上外卖用户已达2.95亿。

互联网促进了社会创业创新。互联网大发展催生
了一大批前所未有的新职业，带来了更多创业就业机
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新兴职业已有上千种，
2016 年仅分享经济服务提供者就多达 6000 万人。按
照国家信息中心的预测，到 2020 年相关人数有望过
亿。同时，以直播、知识分享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激
发了精品内容的创作，截至今年6月，中国网络直播
用户共3.43亿，很多直播平台推出激励原创内容生产
者的扶持计划，设立专项基金鼓励内容创作，激发了
社会创造活力。

互联网惠及普通百姓。通过互联网多向化的传播
模式，资讯已变为公共资源。互联网带来的高效率传
播让普通百姓更快捷、迅速地接触到最新资讯。同
时，他们也得以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到社会
发展的各个环节中。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在线政务
服务用户规模超2亿。未来，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红
利”将惠及更多人。

中国是互联网的受益者，是互联网助力中国加

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也是世界互联网的贡献
者，通过互联网，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正
在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共享。

从模仿到被模仿

“如果你突然在社交网络上看到到处都是迷人的
自拍，那么你应该感谢这个来自中国的应用。”据英
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美国演
员布丽·拉尔森在个人社交网站账号中晒出了通过中
国美图软件做出的手绘照片，两小时内就获上万个
赞。

许多中国应用正在海外广受追捧，让外国人爱不
释手。

来自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的米其林来中国已有 3
年，她的手机里有好几款外卖 APP。“在中国，我经
常用美团和饿了么，里面有各种店铺和菜品，直接选
就行。”米其林说。回国休假，她感到没有外卖应用
很不方便。“回国后感觉不习惯了。”这是米其林和很
多外国来华留学生共同的感受。

其实，这些“不便”正在被慢慢解决。来自中国
的互联网企业陆续走出国门，在海外落地生根，创新
发展出本土化的互联网应用模式。

共享单车，外国青年人心中的“新四大发明”之
一，正走向美国、英国、新加坡、哈萨克斯坦、日
本、意大利等国，为当地民众带去便利。它也被被英
国《金融时报》称作“是中国引领世界创新的一个例
子。”移动支付，许多在华留学生把它称为是最想带
回国的“中国特产”，现在已在海外落地并实现本土
发展。此外，“印度版支付宝”“泰国版阿里巴巴”

“菲律宾版微信”“印尼版滴滴”，也都让当地民众体
会到“互联网＋”的方便与实用。

中国互联网应用走向世界的脚步正在加快。来自
猎豹全球智库的数据显示，无论是在美国、德国、加

拿大等发达国家，还是在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
等发展中国家，来自中国的各式互联网应用都占有相
当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应用能够吸引大量外国粉
丝？除了贴心的需求、简易的操作之外，最大的特点
是：领先与创新。正如法国一家互联网视频公司的品
牌经理切利亚所说的那样：“中国的互联网模式创新
十分领先，中国的角色也逐渐从模仿变为被模仿。”

硬支撑与软实力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同中国伙伴的合作，那就是
‘神奇’。”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验科斯 （Yandex） 公
司销售副总监库兹米娜说，中国拥有巨大的商业潜
能，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中，有很多企业能够很
快适应欧洲的商业风格，迅速成为国际业界的典范。

库兹米娜的观点解释了中国互联网企业能够迅速
走向海外市场的一项重要原因——重视用户体验和本
土化发展。“当多数品牌还在竞争硬件规格时，我们
早已把焦点放在消费者体验上，这也使得我们的产品
能够获得当地消费者喜爱。”在传音创始人竺兆江看
来，这是传音手机打开非洲市场的利器。在其他领
域，中国互联网产品同样凭借良好的用户体验迅速赢
得了海外用户的青睐。

此外，一些专家指出，中国互联网行业生发出了
独具特色的创新模式。《纽约时报》 也曾刊发评论
说，中国的科技产品在某些方面已经赶超美国有关公
司，出现了其他国家向中国学习的现象。核心技术、
商业模式、数据驱动、用户体验等的叠加效应，正使
得全球互联网行业刮起了“中国风”。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正在引领世界潮流，被各国
借鉴和引进，为各国民众带去便利的生活方式。互联
网的“中国模式”，是中国创新实力和软实力的展
现，正在让世界越发刮目相看。

在扎克伯格花掉 190 亿美元买下一个只有 50 人的小公
司以前，知道简·库姆的人很少。这个公司就是世界上4亿
人都在用的Whatsapp，而简·库姆就是这个移动通讯应用软
件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一个自学电脑，做过程序
员，在雅虎苦干9年的37岁 IT男，最终在自己曾排队领救
济券的地方，将公司卖给自己曾投简历却被拒的脸书，一
夜之间身家暴涨至 68 亿美元。从“穷小子”到亿万富豪，
简·库姆有的不仅仅是好运气。

库姆在乌克兰基辅外的法斯蒂夫长大，童年生活并不
富裕，甚至说有些拮据。1992年，库姆和母亲移民到了美
国山景市，母亲找了一份保姆工作，库姆则为一家杂货店
擦地板。他们时常领取政府发放的食物救济券来维持生
计。但是年纪轻轻的库姆认为穷小子无论在哪里，身有一
技才能生存下去。18岁的时候，他爱上了编程，靠着二手
的说明书学会了计算机网络技术。之后拥有经济头脑的
他，转手又卖掉了二手书，赚了一笔小钱。

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

互联网大咖秀

从平凡到卓越

全球互联网吹起“中国风”
本 报 记 者 王 萌

轻触屏幕，衣食住行一键解决。如今，互联网正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

方面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数字创新和互联网经济的主要大国之一。”著有

《中国超级消费者》一书的美国汤普金斯国际咨询公司副总裁迈克尔·扎库尔

认为，中国的互联网领军企业改变了世界沟通、购物、娱乐的方式。

互联网发展在中国迸发出的巨大能量，引发全球瞩目，互联网“中国模

式”正在海外市场被快速传播和复制。
简·库姆

“平民”的逆袭
海外网 臧梦雅

1997年，Whatsapp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布莱恩·阿克顿在
雅虎上班时，库姆作为兼职安全测试员去检测雅虎的广告
系统。库姆严肃直率的态度给阿克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人从此成为最好的朋友和工作伙伴。在阿克顿的帮助
下，库姆成为了雅虎的构架工程师，并一直在雅虎工作了9
年。就在这9年中，库姆积累了丰富的互联网经验。同时，
互联网世界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按捺不住的库姆
和阿克顿双双从雅虎辞职，并向脸书申请职位，但都失败
了。库姆笑称：“我们都是脸书被拒俱乐部的成员。”

简·库姆的另一个“有缘人”是乔布斯。2009年，库姆
买了部iPhone，意识到App Store正引导着一个全新的AP-
PS产业发展，这让他有了创建Whatsapp的最初想法。库姆
在一次同乡聚会上问同乡，是否愿意在手机通讯录里让大
家的名字前都显示“现在的状态”，例如正在健身、正在看
电影等，这个提问得到了积极回馈。信心满满的库姆在 33
岁生日这天注册了 Whatsapp公司，公司的名称正与打招呼
的英文“What's up？ ”发音相近。

库姆一开始的构想很简单，为了避免漏接电话，他试
着设计一款社交通讯类的 App。他希望自己的应用能够在
通讯录里加上标注，显示好友现在的状态，是否在通话
等。这样的软件功能简便实用，也能免除繁杂的广告和娱
乐应用功能。最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应用有一个要求，
就是在全球每一个地方都能使用。

库姆表示，Whatsapp 还将继续全力推动用户增长，因
为这是 Whatsapp一直以来的傲人资本，也是其一直追求的
发展定位。“我们仍然有一个使命。我们需要向10亿用户、
20亿用户的目标迈进。在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将有一款通讯
应用，不仅能用来与其家人和朋友交流，而且价格低廉而
又值得信赖。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我们不会停止前进的
脚步。”

网络成图片侵权“重灾区”
海外网 孙任鹏

自打大学毕业后，王玥（化名）就一直与图片“打交道”。第一份工作是在某网

站做图片频道的编辑，第二份工作是在北京某市属媒体做摄影记者，第三份工作是在

一个公司做国产手机的锁屏推荐。用她自己的话说：“从侵犯别人的版权，到别人侵

犯我的版权，我都是经历者。” 网络传谣该重罚
海外网 崔玉玉

据 《央广新闻》 报道，近日，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批
编造、传播九寨沟地震谣言信息的网民，其中4人已被依法
处以行政拘留处罚。警方调查发现，这4名网民分别假冒各
种机构在微信群造谣，称周边地区将发生余震，严重影响
社会秩序，引发社会恐慌。无独有偶，南京南站涉猥亵女
童案中，一名无辜小伙被一名微博“大 V”造谣为涉案男
子，遭到多方指责、谩骂，甚至被“人肉搜索”。

在点赞警方、同情无辜“躺枪”小伙遭遇的同时，笔
者更多的是不安：网络谣言如龙卷风般，瞬间将网民情绪
点燃，又倏忽将一个无辜的路人卷入网络暴力的旋涡。众
口铄金，积毁销骨。谣言的破坏性令人不寒而栗。“造谣一
张嘴，辟谣跑断腿。”谣言出现后被疯传，甚至在传播中被
再次夸大，即使有官方辟谣，“余波”却难以消弭。好事不
出门、坏事传千里。谣言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要远远大于事
实的澄清速度。有的人或者企业，还未来得及澄清，就已
经元气大伤。

对于受害者来说，谣言的伤害是不可逆转的。比如，
今年2月热传的“塑料紫菜”谣言，就给福建等地紫菜生产
销售企业、养殖户造成高达几百万的经济损失。更令人无
奈的是，一些谣言在官方辟谣后，沉寂一段时间，会被

“二次加工”，掐头去尾改头换面，再次出现在社交网络之
中。即便“炒冷饭”，也依然会有不明真相的网友相信。

朋友圈是传谣的“重灾区”，很多谣言在朋友圈里“病
毒”般扩张。基于对好友的信任，网友们往往更容易相信
朋友转发的内容，也因而更容易从谣言的接受方转变为谣
言传播者。同时，因朋友圈的私密性，用户不能看到非好
友的评论与转发，缺少观点的碰撞和交流，这让辟谣难上
加难。面对这些网络煽风点火之徒，无论是社会还是个
人，都不可心慈手软。打击网络谣言不能仅仅“义愤填
膺”，还要发挥平台监管和法律惩戒的作用。

网络谣言，始于恶意，止于智者，终于真相。网上鱼
龙混杂，作为网民要有一双“火眼金睛”，不信谣不传谣。
同时，法律无情面，那些心存侥幸妄图火中取栗者必须明
白，造谣有成本，传谣必受罚！

摄影师维权不易

说起网络图片侵权，王玥还遇到过一个比较戏
剧化的故事。

她在做编辑时，有一次为了更新页面，从某自
由摄影师的博客上“扒”了几张摄影作品。过了两
三天后，那位自由摄影师给她所在的频道打电话，
正巧是她接的。

“我怕他管我要版权费，赶紧道歉。这位自由摄
影表示如果能把图片撤掉，就不追究责任了。没想
到 3 年后的一天，已换了工作、成为摄影记者的王
玥突然发现这位自由摄影师也应聘到自己的部门，
竟和自己成为了同事。说到当年的“侵权”事件，
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

王玥做图片编辑时，有点击率和更新页面数量
的考核指标要求，而每天合规的、可供转载的图片
又相对较少，所以她有时会抱着侥幸的心理去网上

“盗图”。
那位自由摄影师也有自己的苦衷，这也是王玥

做了摄影记者以后才体会到的。“图片被盗后，个人
维权比较难，耗时、耗力，往往最后才拿到几百块
钱，还不够付律师费的。”也正因如此，很多摄影师
图片被侵权后选择了沉默。

摄影师李贺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对于此事的
态度也比较有代表性。他说：“自媒体时代，有时候
自己拍的图片指不定就在哪个公号里看到。如果是
给单位拍的作品被侵权了，往往还有法务部出面维
权。倘若个人作品要维权就很麻烦，首先要找律
师，其次就是开庭，在法庭上一番唇枪舌战，通常
也就拿回200元钱。”

“这点钱还不够付律师费，而且过程也太耗精
力，所以只能忍气吞声。”他说。

时代发展伴隐忧

从胶片相机到数码相机再到现在的智能手机，
拍摄照片变得越来越便捷。然而，与此相伴的，则
是盗图也变得越来越容易。

“右腿骨折过”是中国专业摄影门户网站——蜂
鸟摄影论坛纪实版的版主，也是有着20多年摄影经
验的云南某报社的记者。他说：“以前用胶卷拍照，
底片仍留在摄影师手里。如果没有底片很难盗图，
除非翻拍。而翻拍出来的图片又十分模糊，效果不
佳，所以侵权的人很少。但数码相机时代不同，由
于没有底片，图片从网上下载就可以。虽然图片并
不是高清大图，但放小点不影响使用。现在新媒体
当道，也不要求图片大、清晰，所以盗图的人就更
多了。那些自媒体公号，只求图片好看，完全不管
是否侵权。所以，我个人感觉近年来的图片侵权没
有减少，反而逐渐增加。”

和其他摄影师一样，“右腿骨折过”也和一些视
觉资源供应商签订了合作协议，一般情况下每张图
片售价几十元，摄影师和供应商按一定比例分配。

“这些年的卖图收入不升反降，侵权愈演愈烈，这和
媒介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自从手机可以拍照后，很
多新闻事件的照片是普通人拍摄的，而不像以前是
由摄影记者拍摄。比如这次九寨沟地震，第一时间
发出的现场照片都不是摄影记者用单反相机拍摄
的，而是游客用手机拍摄并发布的。而在2008年的
汶川地震，最开始时几乎所有的现场图片都是摄影
记者拍摄的。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统计，
2015年至2017年上半年，海淀法院图片侵权案件的
增长量非常大。从诉讼纠纷的数量看，相当于两年

时间翻了3倍。

多方亟待找“药方”

“一图胜千言”“有图有真相”是很多自媒体公
号的“吸睛宝典”，图片也成为其“必备佳品”。但
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未为这“佳品”付上拍摄者应
得的报酬。

中国版权协会驻会副理事长王自强从事版权行
业已有 30 多年，他说：“图片行业的地位很尴尬，
最新的互联网版权报告竟然就没提图片版权的问
题。而实际上，图片的侵权率在众多作品类型中位
居第二。”他认为，随着照相手机的普及，人人都是
摄影师的时代已经到来，图片的价值也日益凸显，
但这些价值并没有转变成真正的图片生产力，大部
分价值被盗版抢走了。

视觉中国创始人柴继军也曾表示，现在有1700
多万个公众号。其中 700 万机构运营的公众号在使
用图片上大都不规范，盗版情况突出，大部分配图
都是随便从网上下载的。“如果700万个公众号每年
花2000元购买正版图片，这个行业每年就能达到20
亿美元的规模，潜力很大，但潜力还没有变成现
实。”柴继军说。

“图片侵权也是很多法律从业者多年关注的问题
之一。个人维权难是因为损害事实很难被证明。这
也是图片版权索赔赔偿数额低、被侵权人动力低的
原因。”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郝明律师认为，权利
证据保护技术和取证技术将会随着科技发展而提
高，当图片首次在网络公开时，就可以利用相关技
术证明权利人的图片版权，便于侵权取证。此外，
还应建立统一的图片版权组织，授权该组织自动获
得维护图片权利人版权的权利，建立图片侵权库、
大数据等，为图片权利人整体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