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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难注销

网友周翔在帖子里讲述了自己因
无法注销邮箱账号而经历的一段小故
事。周翔在一家门户网站上注册了两
个关联的账号，其中一个账号并不常
用。但奇怪的是，这个账号多次给另
一个账号发送异常登录提醒。周翔这
才发现，那个账号有可能已经被盗
了。

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周翔决定
在门户网站注销这个账号，但网站客
服告诉他“账号是不能注销的”，并建
议他通过更改密码来提升账号的安全
系数。然而，这个办法并未奏效。几
天后，账号再次被盗。于是周翔决定
修改邮箱的手机绑定，不过当初注册
时的手机号已经不用了，也就收不到
短信验证码了，转由人工申诉的话需
要先为账号充值……最后，周翔放弃
注销账号了。他在帖子最后写道：“世
界这么大，我的这个账号去大开眼界
了 ， 还 会 时 不 常 地 给 我 报 个 ‘ 平
安’——它又在哪里异常登录了。”

一些人的遭遇并没有比周翔好多
少。很多社交账号都不大能轻易注
销，而其上发布的信息或多或少牵扯
隐私。关闭某一账号时，自行清空相
关信息费时费力；若直接弃之不用，
一旦账号被盗，尴尬的就是自己和圈
子里的熟人。

平台有“猫腻”

有网友提出疑问：“网络账户可注
销”是一种刚需，为何大多数网站依
然存在账号注销难的问题？

对此，一些平台方回复：如果放
开注销渠道，黑客比较容易钻空子，
可能会假冒账号主人的身份注销账
号，增加用户的安全风险。

但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在不少媒体的报道中，有一些不

愿署名的业内人士道出了网站运营的
“潜规则”。网络平台需要找资本对企
业进行投资。其中，用户储备是否巨
大，是资方关注的重要指标。换言
之，投资方依靠用户注册数量来判断
平台发展前景，以及决定是否投资。

可见，“注册容易注销难”的现
象，从平台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观察非
常好理解——有了注册用户，就有了
引入资本的“敲门砖”。其中的“猫
腻”不言而喻。

但这种行为早已伤害了用户的利
益。今年中发布的 《用户信息保护政
策透明度报告》 披露：在参与测评的
1000 家网站与客户端中，竟然没有一
个能达到隐私政策透明度“高”的标
准。也就是说，当用户在注册账号时
草草点下的“同意”服务协议按键背
后，注销难就是其中常见的一项“不
平等条约”。

注销有依据

安全、可靠、可选择，这些是评价一
个健康的网络平台优劣的基本要素。

“互联网应用只提供注册但是不能注
销，不公平也不合法。”中国互联网协会
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赵占领律师认
为，互联网平台只提供注册而不提供注
销，已经侵害了用户的合法权益。

公民个人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设备
信息、账户信息等多项内容，通过立法
的形式，对这些信息实时保护，是对公
民基本权益的尊重。

《电信与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
规定》 第九条也明确规定：电信业务
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在用
户终止使用电信服务或者互联网信息
服务后，应当停止对用户个人信息的
收集和使用，并为用户提供注销号码
或者账号的服务。这样就要求互联网
平台在提供注册服务的同时，应该提
供注销功能，同时用户也有权要求互
联网平台注销个人账户信息。

对此，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用
户和服务商之间以开户为起点构成契
约，从合同法角度提供开户服务而不
提供销户服务是对用户基本选择权的
剥夺。尤其在用户有基于隐私保护等
合理理由情况下，要求网络服务商提
供销户服务应当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与合同法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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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户更省心足不出户更省心

互联网给生活会带来哪些便
利？许敏，一位 28 岁的网络技术
工作者可以用他起床后的生活给
出答案：“早上我醒来后一般会躺
在床上刷会儿手机，看看淘宝、
京东有没有自己想买的东西，或
把购物车里的商品逐一付款。洗
漱前，我会在美团、饿了么上面
找自己想吃的早餐，下单后他们
很快就会送货上门。哦对了，如
果发现停水停电、手机话费不够
的问题，我也可以在线缴费，及
时解决。”

足不出户满足所需，这一点
是许多网友夸赞互联网让生活变
得方便的重要理由。而在“互联
网+”的作用下，许多线下服务也
可以通过线上的选择、预约，让
网友们在家享受。比如通过美甲
服务的客户端，网友可以选择美
甲师上门做美甲；通过预约厨师
的客户端，希望饕餮美食的网友
可以在家享受大厨上门烧制的一
顿美餐。诸如此类的服务还有很
多。

而即便网友们要出门参加体
验式的交流和活动，互联网也能
助他们一臂之力。“一般到周末，
我都和男朋友去商场吃饭、看电
影。但是我们一般会提前在网上
买好电影的场次，因为这样既保
证有心仪的座位，票价又便宜。
而吃饭前我们也会查看对应的餐
馆是否有推优惠的套餐或代金券
以及是否需要在线预约排队等
等。这些网络上完成的操作都让
我们节约很多时间。”

买飞机票、高铁票，预约医
院就诊时间、博物馆参观时间
……互联网的运用，为大家提供
了众多不出门就可以办理的服务。

到处只要到处只要““扫一扫扫一扫””

汤姆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小伙子，在杭州待了
6 年。适应了中国移动互联网发达的生活，他感
觉自己如今已离不开手机了。这不，前不久，汤
姆带着一个美国朋友体验了一把无现金一日游。

“我们俩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只带着手机就
出门了。到路边看到有人卖烧饼，我们俩就买了
几个。即便是小小的摊子，他也有微信和支付宝
各自的付款二维码。”汤姆表示，吃完烧饼之后
他们去菜市场买菜，就算只买一根葱也可以“扫

一扫”支付，省去了找零钱的麻
烦。还有坐公交车、骑共享单
车、理发，他们做什么付款都只
需要“扫一扫”，真的很方便。他
的美国朋友对此大为赞叹。

当然，“扫一扫”的功能并不
只体现在电子支付上。例如在参
观景区、观看展览时，许多的古
迹、展品下方都有二维码。通过

“扫一扫”，大家就可以浏览到更
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视频，听到带
有磁性声音的语音介绍，这让自
己的参观行程更有收获。有网友
认为，这些讲解介绍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有的还有多种语言文
字的版本，如同请了一位导游。
还有像对于一些商品，尤其是药
品、生鲜产品等，通过二维码扫
一扫，消费者可以了解它们是否
有防伪商标、认证监管码、生产
运输流程，从而判断它们的真伪
及安全性。

此外，还有像添加对方为微
信好友、观看直播、加入群组、
启动手机程序等等，也都可以通
过扫二维码实现操作。

日常生活全覆盖日常生活全覆盖

王鑫是生活在浙江南部小城
的一位公务员。每天早上，他都会
乘坐公交车去上班。在过去，他总
是碰上刚好出门公交车刚刚开走、
或者等了很久也不见车的踪影的
情况，但现在，他基本都能在公交
车快到站时刚好站定就位。“我们
通过软件，可以实时查看各路公交
车的车辆行驶到哪个车站的附近，
所以我只需要留出步行到车站的
时间就可以了。再也不用在车站
傻等了。”

这便是互联网“大数据”的
力量。在交通方面，大数据还可
以告诉出行者哪条路畅通、哪条
路拥堵，避免大家浪费等待的时
间；提供大家从起点到终点的出
行方案，比如地铁、公交怎么
坐，如何更省钱等等。而找停车

位、网约车，这些也都可以通过大数据来解决。
除了交通方面，大数据在生活中的运用还

有很多。比如运动软件可以记录每天运动的时
间、项目、燃烧的脂肪量，数据汇总后系统会
自动判断生成未来的运动方案，便于更合理的
健身；还有像物流数据的发布，可以让用户了
解自己的快递已经处于什么位置、什么时间可
以送货上门、快递员的电话多少，让自己做到

“心中有数”。

对希腊这个国家的最初印象，来源于书本中神秘浪
漫的希腊神话。上大学时，看了吕克·贝松执导的《碧海
蓝天》，画面中波光粼粼又一望无际的大海，让人不由得
心生向往之情。终于，在几年之后我踏上了这如梦似幻
的蔚蓝之旅。

希腊首都雅典至今仍然保留着千年古迹。漫步在阳
光普照的街道，时刻都能感受到这座古城的历史气息。
第一站，我选择了雅典市西南部的卫城。卫城始建于公
元前 580年，希腊语意为“高丘上的城邦”，站在城市的
最高点，俯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此等美景与古代雕刻
建筑群的断壁残垣一样令人震撼。伊瑞克提翁神庙的侍
女柱，逼真而流畅的腰线和裙摆弧度，透露着一种理想
主义之美。

来到希腊，当然不能错过与爱琴海邂逅的机会。爱
琴海域散布着 6000 多个岛屿。在船上度过了 3 个多小
时，我们来到希腊最出名的岛屿之一——米克诺斯。岛
上的房屋蓝白相间，狭长的小巷里错落着各式各样的店

铺。这里的人们依靠旅游业为生，过着自给自足的慢生
活，十分惬意。大城市的白领们若想从压力中逃离片
刻，一定要来米克诺斯，白天晒太阳发个呆，夜晚在海
边的咖啡馆里小酌一杯，时光好像慢了下来。

日落是爱琴海最浪漫的记忆。在圣托里尼岛欣赏海
上日出称得上一大享受。岛上任意一座房子的屋顶，都
是最好的观景台。每到傍晚，步行了一整天疲倦的游
客，都会挤满屋顶，只为等待夕阳沉入大海的那一瞬
间。当碧波粼粼的海面平静得只剩下一缕红霞，人们会
以相拥、鼓掌、干杯甚至欢呼的方式向大自然致敬。

希腊人的热情同当地的气候一样温暖，每逢在小巷
子里问路抑或是买纪念品，店铺老板总喜欢和你聊上几
句。我爱极了他们精致的生活。岛屿家家户户的门口都
挂着精致蕾丝的蕾丝窗帘；优美的音乐回响在大街小
巷；行人温暖平静的目光让你的心也安静了下来……

暮色袭来，古老的希腊，在落日中镀上了金色的光
芒。慢慢走，欣赏啊！

“我希望能让海外华人以及想学中国文化的外国人，
都能学到原汁原味的中文。网络无疑是最佳途径。”黄向
伟说，做一名中文传播使者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不为
名利，只为心愿。黄向伟是北京四中网校的校长、创始
人。多年来，他全心身地投身到海外华文网络教育事业

中，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十多年前，我出国考察时发现国外的很多华文学校

办学条件较弱，甚至一些学校的中文教师自己都说不好中
文，这种水平怎么能教学生？”这件事对黄向伟触动很大，
让他意识到海外华文教育的缺失。于是，他多次去非洲、
欧洲、北美洲、东南亚等地考察，发现在海外想学中文却苦
于找不到途径的人很多。他将人群分为三类：一是爱好中
国文化的外国人；二是华侨华人；三是因父母工作调至海
外，随父母暂居的中国儿童。“这些年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
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学中文、了
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所以实际上，这三类人群的数量很

大。”在面对如此庞杂又分散的人群，如何才能找到一条合
适的路径，让这些人能够接触到地道的中文呢？2006年，
一个机遇让黄向伟豁然开朗。

当年，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正筹办网络“华文教师
完美远程培训”课程。该课程面向全球华语教师，旨在提
升海外中文教师的水平。为了保证课程水准，基金会也
在寻求靠谱的合作伙伴。对于黄向伟来说，网络培训是
他的强项，让中文漂洋过海是他的心愿。那时，北京四中
网校已成立多年，有着丰富的在线教育经验。但之前苦
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将需求者联系起来。当机会来临
时，黄向伟抓住了这个机会。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自2006年开展至今，先后有31个国家的1087所华文
学校加入到线上教育中，参与培训的海外华文教师18500
余人次。2016 年，随着参加培训的单位及人数的不断增
长，传统的点对点的网络直播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全球华
教工作者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黄向伟在已有的培训
模式基础上整合创新，形成了“一点对全球直播+一点对
一点专属课程+高清点播课+网络答疑”的培训体系，使

“学中文”变得更加便利。
早在 1997年，黄向伟开始进入互联网创业，在商海

里沉浮多年并积累到人生中的第一桶金。2001 年，他敏
锐地感受到在线教育的风口将要来临，于是与北京四中
校企合作，开办了北京四中网校，至今已有 16 年。作
为最早一批做在线教育的企业，北京四中网校在全国
200 多个城市建立了分校，成立了上万个校区，培训的
学生达千万人。

“最美的风景，总是留给起得最早的人。”这是黄向
伟写在朋友圈里的一句话，但熟悉他的人认为，这也是
他工作和人生态度的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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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分钟的时间里，中国互联网上会发生什么？国外一家大数据公司对这

个问题的回答，很有趣地诠释了中国互联网的体量：一分钟的时间里，滴滴打

车上有 1388 辆出租车、2777 辆私家车被叫服务；微信上有 395833 人登录，

19444人进行视频或语音聊天；在淘宝和天猫上，774个人下单完成了购买……

据统计，中国有接近7亿互联网用户，互联网也已深入到各地区各行业，涉

及大家的衣食住行。如今，许多人只需带一部手机，动动手指，就可以满足生

活中各式各样的需求，展现互联网的速度与便利。

中国互联网这 5 年

黄向伟：做中文传播的“网上使者”
海外网 孙任鹏

注册易注销难

网络账号遇“永生”尴尬
海外网 吴正丹

相信不少人忽视了自己正在受到这样的“绑架”——社交媒体、购物网

站、手机客户端等网络账户中，只有寥寥几家可以提供注销服务，其它网络

账号均遭遇“永生”的尴尬。

在互联网服务品类繁多的今天，依然存在着对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侵害

的现象。其中之一，就是用户只有“注册”的权利而无“注销”权。这种行

为给个人信息留下了安全隐患。

海客游
希腊：蔚蓝之旅

海外网 李 萌文/图

黄向伟

希腊岛屿风光希腊岛屿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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