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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业态

新技术“取代”媒体人的工作，最显著的案例莫
过于新闻机器人的诞生。此前，国家地震台网研发的

“地震信息播报机器人”只用 6秒钟就写完了一则地震
新闻，引发了对机器人是否将取代记者工作的思考。

事实上，新闻机器人已经有从新鲜到普及的趋
势。在国内，腾讯的自动化新闻写作机器人梦幻写
手、新华社的机器人记者“快笔小新”、财新传媒的智
能辅助写稿机器人“财小智”等，都已成为圈内响当
当的“名记”。纵观全球，雅虎机器人写稿系统词语大
师 （Wordsmith）、《纽约时报》新媒体运营总监机器人
开花 （Blossom） 等也已积累了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

新闻机器人的工作方式与传统的记者也有相似之
处，一般来说，新闻机器人要撰写一篇有模有样的新
闻，需要几个步骤。首先是“采”，根据报道的主题，
收集相关数据；然后是“析”，按照彼此间的关联对数
据进行分析分类，并把数据放到更大的背景中来解读
其意义；最后才是“写”，按照新闻的要求形成文本，
再根据语法等规律写出可读的文章来。

脑袋装得多、笔头转得快，这样的“记者”确实
吃香。专家指出，随着机器人的使用越来越多，一些
人可能会失去工作，但同时一些工种会发生变化，也
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有学者认为，新闻机器人的
出现和风行，揭示了这样一种趋势，即机器学习、深
度学习正在改变包括新闻生产在内的诸多依赖人力、
脑力密集的产业和行业的生态和业态。

如果说新闻机器人只是小兵小卒，那新技术的大
部队可能正在逐步“入侵”新闻业。业内近日发布的
一份研究报告称，下一波技术正前赴后继地涌来，它
们将对新闻业产生更加深刻、长远以及颠覆性的影响。

在未来数年，将有数十项技术会对新闻业产生巨
大的趋势性影响，其中包括无人机、可穿戴设备、区
块链技术、360 度视频、虚拟现实以及实时事实核查
等。而且，其中有些技术可能在未来 2—3年内在新闻
领域大显身手。

创造可能

新闻从业者没必要妄自菲薄。新技术与新闻行业
的融合，虽然会挤占部分媒体人的生存空间，但新技术

更多会扮演“贤内助”的角色。
拿新闻机器人来说，虽然其技术规格高，实际上从

事的却是技术含量低的工作。专家指出，人工智能机器
人是基于规则进行逻辑推理，适用于程序化劳作，可以
处理数据量较大、时效性要求高的工作。

目前来看，适合通过机器人写作的新闻一般是以数
据为基础的“硬新闻”，主要集中于财经、体育等模式化
的新闻上。虽然又快又准，但内容却并不有趣。而人类
的思维特点在于不受限于规则，可从事更具创新性的工
作。一方面，不断完善的算法为编辑和记者省去了大量
机械性工作和力不能及的数据分析，成为编辑部里的贤
内助；另一方面，也让新闻工作者有更好的用户数据及
个人时间去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写作。因此，新闻机器
人等新技术，对于新闻行业而言无疑是喜讯。至于未
来，新技术究竟能引领新闻行业走向何方，这既取决
于技术的“脑洞”，也离不开新闻业自身的发展。

更多“在路上”的新技术，也会为新闻行业创造更多
可能。一些技术领域的后起之秀，如对视觉数据的解读
技术、开发算法撰写或解释新闻的技术，以及能对与日
俱增的数据进行收集并进行实时分析的技术，将成为新
闻从业人员的左膀右臂，使他们可以进行更深入更丰富
的新闻报道、事实核查以及编辑工作。如果新闻从业人
员能接受训练，更好地利用和使用这些新技术，那么新
技术将赋予新闻从业人员“超能力”。比如，中共十九大
期间，H5 产品、可视化新闻、虚拟现实技术等媒介融合
产品大量涌现，多端口、全媒体、全景式呈现几乎成为
每一场“新闻竞赛”的标配。

迎接挑战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
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新技术的普及与使用，既为内
容生产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也为新技术的使用者提出
了新的要求。

对新闻工作者而言，一方面，要理解、学习和应
用新技术，利用新技术，创造更多新的新闻产品；另
一方面，也要实现“自我升级”，在技术暂时无法企及
的领域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宋继强认为，未来机器人
更加深入辅助人类工作之时，对人的工作提出了更高
要求，需要加强人员的技术能力，去做一些机器无法
做到的工作，比如新闻工作中的深度调查报道等。

与此同时，新闻机构也面临着转型的困境。在传
统媒体阶段，新闻机构曾掌控着从内容到渠道的传播
优势，但在“技术为王”的口号越发响亮的今天，新
闻机构的角色该如何定位？

对此，有外国专家指出，媒体组织面临的一大问
题是：人工智能、语音助手、虚拟现实等影响未来新
闻媒体的新技术，都不在新闻业的掌控之中，而是处
于谷歌、亚马逊、苹果和微软等公司的掌控之中。新
闻组织目前过于专注于提供内容，而几乎放弃了对未
来技术生态系统的构建。如何从新技术的“使用者”
升级为“贡献者”，这是值得新闻机构思考的问题。

编程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项竞技运动。在编程竞赛中脱颖而出
的高手不胜枚举，根纳季·科罗特克维奇就是其中一名。根纳季·科
罗特克维奇来自白俄罗斯，是一名“90后”编程选手。他虽然年纪
轻轻，却被业内誉为编程界的“乔丹”。

根纳季·科罗特克维奇出生于1994年，父母都是法兰斯克·斯卡
利纳戈梅利州立大学数学系的程序员。6岁的时候，他对父母的工作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8 岁时，他的父亲为他设计了一款儿童编程游
戏，根纳季·科罗特克维奇就是通过这款游戏学习的编程。

根纳季·科罗特克维奇第一次引起世界关注是在 2006 年，当时
年仅11岁的他参加了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实际上，该
竞赛是高中生参加的最高级别的编程大赛，他在那么小的年纪就站
上世界级的竞技场，这本身就已经创造了历史。首次出战国际信息
学奥林匹克竞赛，根纳季·科罗特克维奇仅摘得一面银牌。但在
2007-2012年连续6届大赛中，他一直是冠军，并创造了这项比赛金
牌得主最长时间的获奖纪录。

2012 年秋天，根纳季·科罗特克维奇来到了俄罗斯，就读于圣
彼得堡国立信息技术机械与光学大学，并为学校包揽了两届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的冠军。为何只有两届？因为这个比赛
规定，每个人只能参加两次总决赛。而在其它由脸书、谷歌等赞
助的顶级编程比赛大奖，他拿到的金牌更是不计其数。有人说，
靠着比赛奖金，根纳季·科罗特克维奇就能过上优渥的生活。当
然，比赛给予参赛者和获奖者的不仅仅是金钱，很多高智商的计
算机学生都将参赛看作获得名校和大公司垂青的有效途径。但被
不少猎头相中的根纳季·科罗特克维奇曾在 2014 年受访时表示：

“未来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还没有一个具体而长远的计划，也
许我会进入科研领域也说不定。”

用户转向移动设备

“南极电脑城大多门面已改成了餐饮和百货店，
卖电脑的门面改卖豆腐脑，只剩 1/4 的商户还在经
营数码产品。”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的郑女士，是长
期负责南极电脑城的管理人员，据她介绍，原来有
约200户卖手机电脑，现在很多都改成餐饮商户。

近日，“电脑门面改卖豆腐脑”的新闻引发网络
热议。其实，不仅是在武汉市的电脑城，全球范围
内个人电脑市场都遭遇销售寒冬。

据美国高德纳咨询公司估计，全球个人电脑出
货量在 2017 年第三季度下降了 3.6%，约为 6700 万
台。高德纳分析师指出，导致个人电脑出货量连续
下降的因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个人电
脑的需求不再像以前那样高。

“虽然个人电脑市场出现了适度增长，但是消费
需求减少抵消了增长。”高德纳首席分析师北川美佳
子说，随着智能手机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用户从个
人电脑转向移动设备。

这一点在中国市场同样得到验证。“笔记本、台
式机现在已经不是热门的电子产品了，手机、平板
电脑才是主流。”武汉南极电脑城的一位商户表示，
现在他除了经营电脑，还兼营摄像头、游戏光碟等
周边产品，有时这些产品带来的利润甚至超过电脑。

“家中的电脑还是5年前购置的。现在除了给孩
子写作业打印材料外，基本没有用得着电脑的地
方。”山东省济南市市民刘伟表示，手机携带方便，
有支付宝、微信方便购物，出门也能上网。此外，
她认为，近年来电脑更换速度也更低了。一般手机

两三千元一部，一两年就能换一次。电脑至少四五
千元，更换成本太高。

市场有望恢复增长

近年来，手机移动端市场的兴起挤占了电脑行
业，智能手机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和领域代替了个人
电脑的地位。在许多科技产品商城中，手机销售业
户和电脑业户基本各占一半，手机零售大有挤占电
脑商铺的架势。

业内有观点认为，随着智能手机逐渐成为用户使
用的首要设备，个人将沦为智能手机的附属品。

同样有分析认为，市场上很大一部分用户仍在
使用 5年前的个人电脑，已经远不能满足移动办公
等新兴应用场景下的生产需求。“目前大概有5亿台
至少使用 5年以上的旧电脑，未来由于消费者和企
业更换旧设备，全球个人出货量有望保持稳定，甚
至可能会带来新的转机。”某咨询公司的研究主管杰
伊·周说。

不可否认，个人电脑在许多领域仍然发挥重要
作用，短期内难以被智能手机所取代。高德纳认
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升级至搭载 Windows 10
系统的电脑，企业已经再度开始购买电脑。该公司
预计，包括超便携式笔记本电脑在内，整体个人市
场在2017年将保持稳定，在2018年将增长0.8%。

“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世界已经移动化，完
全依赖于智能手机。但我们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与
智能手机一样，用户同样依赖于台式电脑和平板电
脑。”高德纳研究主管兰吉特·阿特瓦尔表示，实际
上许多人仍然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

脑完成特定任务，包括阅读、观看视频和写较长的
电子邮件。

新技术带来新机遇

鉴于个人电脑品类单价较高，个人电脑市场仍
然是一个每年规模高达万亿元的市场。业内人士认
为，未来个人电脑市场的机会在于细分领域，厂商
必须针对不同领域的消费人群打造特色产品，找到
用户不同的诉求点。

“超便携性”将成为一大增长点。数据显示，未
来 3年“超便携”市场将成为营收最高的领域，达
576 亿美元，且利润率十分可观。用户更加希望获
得更加轻薄、便携的移动体验，得到强大的生产力
与个性化功能支持。同时，加入人工智能、用于保
障用户隐私安全的生物体特征识别技术、更自然的
触控和书写体验等，可以让用户轻松获得更自然、
更可信赖的个性化计算体验。

这已经成为一些个人电脑品牌发展的增长
点。戴尔日前发布了其最新系列轻薄笔记本、高
性能游戏装备以及超宽曲面显示器等个人电脑类
产品。戴尔中国消费及小企业事业部全球资深副
总裁王利军认为，个人电脑真正的替代品还没有
出现，未来一段时间个人电脑仍将在个人点着设
备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触摸屏、虚拟现实等新技
术的出现，将为个人电脑提供了新的增长机会。

“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对个人电脑不是挑战反而是
机遇。为满足游戏等需求，消费者会转向购买搭
载虚拟现实技术的新款电脑，加速了个人电脑的
升级换代。”王利军说。

风起于青萍之末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浪成于微澜之间。。这些繁荣背这些繁荣背
后隐藏的后隐藏的““小风险小风险”，”，同样蕴含着巨大隐患和危机同样蕴含着巨大隐患和危机。。一一
方面方面，，中国网络安全形势堪忧中国网络安全形势堪忧，，目前网络安全专业从目前网络安全专业从
业人员只有业人员只有33万万，，面临面临7070万—万—140140万的巨大缺口万的巨大缺口，，远远远远
不足以应对如今严峻的网络安全问题不足以应对如今严峻的网络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另一方面，，信信
息技术作为金融业务的载体和手段之一息技术作为金融业务的载体和手段之一，，并没有让金并没有让金
融行业脱离其本身的风险属性融行业脱离其本身的风险属性，，甚至增加了金融风险甚至增加了金融风险
产生的可能产生的可能。。

如今如今，，网络支付风险呈现蔓延速度快网络支付风险呈现蔓延速度快、、隐蔽性隐蔽性
强强、、潜伏期长潜伏期长、、外溢效应明显的特点外溢效应明显的特点，，支付行业在敏支付行业在敏
感信息保护感信息保护、、客户资金安全客户资金安全、、业务连续性等方面面临业务连续性等方面面临
较大压力较大压力。。更有外媒提示更有外媒提示，，由于不收取任何费用由于不收取任何费用，，平平
台管理方必须不断将流入的资金投资到高回报的高风台管理方必须不断将流入的资金投资到高回报的高风
险领域险领域。。一旦投资失败一旦投资失败，，出现用户挤兑出现用户挤兑，，银行系统将银行系统将
面临系统风险面临系统风险。。

从历史来看从历史来看，，无论是互联网还是金融行业无论是互联网还是金融行业，，都孕都孕
育着高风险育着高风险。。

庆幸的是庆幸的是，，国家有关部门也清醒认识到网络支付国家有关部门也清醒认识到网络支付
所面临的风险所面临的风险，，并开始进行有效管控并开始进行有效管控。。比如比如，，央行日央行日
前发文称前发文称，，自明年自明年66月月3030日起日起，，支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支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
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全部通过网联平台处理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全部通过网联平台处理。。各银各银
行和支付机构应于今年行和支付机构应于今年1010月月1515日前完成接入网联平台日前完成接入网联平台
和业务迁移相关准备工作和业务迁移相关准备工作，，目前已有支付宝目前已有支付宝、、财付通财付通
等等 2020余家机构完成介入余家机构完成介入。。这将更加全面完整地对第三这将更加全面完整地对第三
方支付业务进行监管方支付业务进行监管，，降低风险降低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消费者权益。。

在决胜全面小康在决胜全面小康““三大攻坚战三大攻坚战””中中，“，“防范化解重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大风险””位居首位位居首位，，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防范金融防范金融
风险意义巨大风险意义巨大。。对于网络支付而言对于网络支付而言，，形势越是一片大形势越是一片大
好好，，就越要保持理性清醒的头脑就越要保持理性清醒的头脑，，越要防患于未然越要防患于未然。。
因此因此，，保护好网络支付这片大好形势保护好网络支付这片大好形势，，不仅需要唱出不仅需要唱出
热烈的赞歌热烈的赞歌，，更要理性认识其中的风险更要理性认识其中的风险，，使之行稳致使之行稳致
远远，，为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持续带来活力为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持续带来活力。。

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

互联网大咖秀

技术创新为内容建设添翼
本报记者 刘 峣

已闭幕的中共十九大成为众多媒体利用新技术、展示新产品的舞台。从新意迭出的H5作品到利用大数据制作的可视化新

闻，新技术的力量与可能性在报道盛会的过程中进一步释放，让人们看到了媒体融合的成果和前景。

如今，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增强现实等新技术，与新闻行业内容生产的关系愈加亲密，未来可能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

响。在新技术来势汹汹的情况下，新闻从业者既面临挑战，也迎来机遇。如果能够敞开胸怀、与技术共舞，不仅能够在融合的

过程中站稳脚跟，还有望在竞争愈发激烈的行业里开辟新战线。

网络支付

需戴“紧箍咒”
卢泽华

网络支付网络支付

需戴需戴““紧箍咒紧箍咒””
卢泽华卢泽华

作为中国作为中国““新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之一之一，，网络支付不仅渗网络支付不仅渗
透到中国的大街小巷透到中国的大街小巷，，也引起世界瞩目也引起世界瞩目。。纵观互联网纵观互联网
界界、、海内外智库以及民间舆论海内外智库以及民间舆论，，中国进入中国进入““无现金社无现金社
会会””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近年来近年来，，网络支付网络支付““野蛮生长野蛮生长”，”，高歌猛进高歌猛进。。中国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截至今年 66 月月，，
移动支付用户规模达移动支付用户规模达 55..0202 亿亿，，44..6363 亿网民在线下消费亿网民在线下消费
时使用手机进行支付时使用手机进行支付。。央行数据也显示央行数据也显示，，20162016年中国年中国
移动支付业务金额达移动支付业务金额达 157157..5555 万亿元万亿元，，非银行支付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
累计发生网络支付金额达累计发生网络支付金额达 9999..2727 万亿元万亿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100100..6565%%。。

一片繁荣景象一片繁荣景象，，几乎淹没了网络支付的几乎淹没了网络支付的““若干瑕若干瑕
疵疵”：”：支付过程中支付过程中，，用户身份信息用户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银行卡信息、、密码密码
信息等泄露严重信息等泄露严重，，因手机信息漏洞因手机信息漏洞，，今年二季度人均今年二季度人均
损失金额同比翻倍损失金额同比翻倍，，高达高达1758217582元元。“。“恶意二维码恶意二维码””横横
行行，，许多民众因许多民众因““条件反射式条件反射式””扫码不自觉中招扫码不自觉中招，，致致
使存款不翼而飞使存款不翼而飞。。各种木马链接各种木马链接、、病毒程序病毒程序，，也让许也让许
多网民损失严重……多网民损失严重……

个人电脑市场再迎春天
本报记者 王 萌

智能手机是否会取代个人电脑？近年来，这一话题频频引发业内讨论。

一个现实情况是，智能手机已经不再只是一个通讯工具，而是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最为常见

的信息处理设备。从使用习惯和适用范围上，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拓展自身信息处理能力的一

种新选择。而与此对应的是，全球个人电脑出货量持续下滑。美国高德纳咨询公司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全球个人电脑出货量已经连续12个季度下滑。

个人电脑市场为何遭遇持续寒冬？在移动设备爆发式发展的当前，个人电脑能否再次迎来发

展春天？

编程竞技界的“乔丹”

根纳季·科罗特克维奇
海外网 吴正丹

图为记者用约
30 斤 重 的 多 媒 体

“神器”采访，可
实现在线 15 家新
闻平台一键直播和
VR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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