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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11月8日，对江西老表张海军
而言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015 年的这
天，来自江西上饶农村的他，为家乡的流
动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北京“安了一个家”。

这个“家”，就是江西省上饶市信州
区驻北京流动党支部。支部书记张海军告
诉笔者，目前，该党支部已经聚集了12名
党员和5名入党积极分子。“他们来自各行
各业，有创业者、公司职员等，但我们经
常保持联系，就像家人一样。”

除了信州区驻北京流动党支部书记这个
身份外，张海军还是北京亮佳智慧科技有限

公司的经理。他脸庞圆，眯眼睛，笑起来很
腼腆，但提到自己的经历时，话匣子就打开
了。从初出茅庐的务工人员到小有成就的经
理，从孤身闯荡的小伙到流动党支部书记，
张海军已在京度过了12个年头。

1998年，他独自一人走出农村，辗转
在广东、浙江等地打工。2005年 4月，抱
着“闯一闯”的心态，张海军踏上了北京
的土地，开始了“北漂”旅途。那个春
天，张海军过得很拮据，但他凭一股执拗
劲儿坚持了下来。“刚开始我和老乡4个人
住一个房间，睡上下铺，”张海军说：“每

个月挣300多块钱。”
因为态度积极、诚恳，张海军逐渐得

到顾客的肯定。一年后，他迎来事业的起
步，参与了通州区东关大桥的灯光亮化项
目。“这是我在北京做的第一个项目。”张
海军回忆道：“一个样本不行，我就发送了
好几个样本供顾客选择。”此后，张海军接
下了“鸟巢”室内部分灯光亮化等工程。

“踏实、肯干、细心”是顾客对张海军的点
赞之词，他也将这些品质融进党员生活中。

2009年，事业蒸蒸日上的他，申请加
入中国共产党，经过3年考核，终于梦想成

真。感恩乡友们的帮助，张海军决心为家乡
的党建工作做贡献。2015年，张海军提出成
立信州区驻京流动党支部的建议，并承担了
邀请乡友和信息收集的工作。同时，他主动
为信州区流动党支部提供了活动场地。

这个“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
乡吉里国际艺术区，是幢漂亮的红砖房，
门前精心栽种着鲜花，几条小鱼在一旁的
鱼缸内嬉戏，门内有视听室、会议室，装
饰简洁、精巧。这里不仅是张海军的公司
所在地，还是信州区流动党支部的活动场
所。“这里的装修是我带着几位同事一起

做的。”张海军低下头，眉眼一弯，笑着
说：“我们在这里举办过党课培训、创业
经验交流等活动。”

2016年，江西驻京机构党委推进在京
流动党员党建工作，作为先进典型，信州
区驻北京流动党支部成为了其他流动党支
部的学习榜样。2017年，党支部在线上利
用微信分享十九大学习关键词、党史小故
事、“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应知应会知
识，在线下开展了交流座谈会、素质拓展
活动。说到这里，张海军无比自豪：“这
比挣多少钱还有成就感！”

“互联网比你更了解你。”这句被互联网从业者、观察者不
断重复的观点，正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变得越来越具有说服力。

年初之际，一批人们常用的APP（手机应用程序）推出
了针对每个用户个人的年终盘点，如支付宝、网易云音乐、
虾米音乐、航旅纵横、航班管家、OFO共享单车、知乎、豆瓣
……其中有几个，用户量甚至达 4、5 亿之多。考虑到截至
2017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刚到7.24亿，这些年终盘点
能在朋友圈中刷屏，也就不足为怪了。

现象级刷屏背后，是海量用户的共鸣。

成长的快乐与忧愁
2017年8月7日那天晚上，刚大学毕业半年的王定坤，

听了 33 遍西班牙歌手阿尔瓦罗·索莱尔的《Sofia》（索菲
亚），这是网易云音乐为他统计的，这也成为他一年中单曲
循环的数量纪录。歌词中有这么几句：“看着那往昔的时
光，在悄然流逝，都已逝去。我已不相信你，我会就此放手。
就此分别，只想孑然一身。没有你，我的生活还会继续。”

考虑到每首歌长达3分半，这位健身教练整整用了两个
小时听同一首歌。这一年他只身一人闯荡北京，一天吃8顿
饭让自己迅速壮起来，胸肌、背肌、腹肌清晰可见，发力时硬
如骨骼，这成为他招募学员时的底气。他在北京适应着踏入
工作后的生活，踏实勤奋，形象阳光。8月7日那天他情绪低
落的原因，是许久不联系的前女友忽然来加了微信，这让还
在单身的他感到“内心有些波澜”，他们一起回忆了从前，然
后什么都没有发生，他选择继续一个人生活，每天用两个多
小时上下班，打拼未知的未来。

同样刚工作半年的周梦婷，在自己的“航旅纵横”APP年
终盘点里发现，过去这一年，只有过一次飞往南方的航行。
2017年6月8日，她与同学们一起去了昆明，这段毕业旅行，没
有攻略，被客栈老板坑；随后她一个人飞往上海，去为一个复
旦大学的铁哥们当毕业红毯女伴，去了上海迪士尼乐园。

在那之后，尽管在中青旅工作，周梦婷体验到的并不是
去往世界各地，而是向北，再向北，反反复复从北京飞往内
蒙古——她的部门负责这条旅游线路。2017年，一条伸向南
方的航线，许多条往返内蒙古的航线，在年终盘点图上，形
状像一只风筝，牵动着这个“95”后对事业和生活的追求。

工作已近两年的莫非，在网易云音乐上留下最多的关
键词是“吻”，这个词在她一整年的音乐记录中，出现158次。
但这一年下来，莫非发现自己依然单身。追求者不断，但没
有人让她真地迈出那一步。天天相伴左右的，是一只花猫，
做完绝育手术后，尤其粘人。她不再喜欢长途旅行，不再习
惯夜半归家，有只猫在等待，租来的房子才有了家的感觉。

虽然“猫奴”们（养猫爱好者群体的自嘲称谓）总说，有

猫就够了，但她发现，APP 可能有不同意见。这一年，莫非
听过最多的音乐，是朴树的《清白之年》，有整整51天播放
记录。歌词里说，“你得到你想要的吗，换来的是铁石心肠，
可曾还有什么人，再让你幻想。”

生活的温暖与压力
陈轩棋无需支付宝提醒，也记得自己这一年去看过多

少场演出。
整个2017年，她去看了38场话剧、1场诗剧、3场默剧、

5场音乐剧、4场舞剧、1场木偶剧、1场影子戏、2场京剧、2
场歌剧、4场其它演出（共61场演出），12场展览；看了41部
电影（出自13个国家和地区），1部纪录片，12部电视剧；读
过9本书、数百期报刊杂志；有过7次旅行，在31天里去了1
个国家和6个国内城市。

尽管对生活如此用心，她还是很惊讶地在支付宝年终
账单中看到，仅通过这一个软件支付的出行次数就有 178
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花在了去看演出的路上。

对生活的热爱，有许多记录方式。
曾留学西班牙，如今在山东一家石油公司工作的张妍

觉得，支付宝年终账单并不全，她还有很多钱花在了微信
支付和银行卡上。这并不影响支付宝如实记录了这一年她
的最大开销：母婴类商品。这一年8月，儿子出生，直接改变
了这个爱美的烟台姑娘几乎所有生活方式。她看着支付宝
上 1.5 万多元的花销，想起来给儿子买了几个不同的安抚
奶嘴，最后他一个都不喜欢；想起来买了一大堆玩具，“不
买怎么知道孩子喜不喜欢”；想起来买了好多衣服，正在长
身体的孩子，有些只能穿一次。

之所以这样大手笔，是因为，面对这个可爱的新生命，
“我觉得自己买得已经很克制了”。没有什么能阻挡一个妈
妈的爱。通过对张妍的数据分析，支付宝用人工智能预测
她2018年关键词是：温暖。

同样在购物中投入了大量热情的，是在某互联网公司
做高层的林溪。这一年，她的支付宝账单数字超过了大多
数人，考虑到其收入水平，这本来很正常。但在这些花费
中，有一部分用来买了 700条裙子，平均每天买两条。她用
了一年时间，也只穿了其中一半。

之所以买这么多，她自己解读为压力使然。2017年，她
换了工作，见了很多朋友，去了不少地方旅行，压力却总如
影随形。购物成为独特的缓解方式，尽管她既非拜金主义
者，也没有很强的购物欲。作为对比，压力没那么大的2016
年，她“只买了100多条裙子”。

几乎没有悬念，支付宝为这位买了许多衣服的女性，
预测的2018年关键词是“潮”。

奔波的满足与失落
虽然离开大陆回到台湾工作5年多，2017年，黄槿涵还

是在支付宝上花了 1000多元人民币。在大陆读书几年间，
这个台湾姑娘迷上了淘宝购物，甚至大学毕业论文都以淘
宝为研究对象。

回到台湾后，由于快递费用、运送时间等问题，她在淘
宝上花的钱少了许多，甚至还沿用着通过网页淘宝购物的
习惯，而不是如大部分用户那样转到手机客户端。但她始
终保持的习惯是，在店里看到喜欢的商品，回去就上淘宝
找同款，“一定会有，而且会便宜许多”。2017年她换了个更
喜欢的房子住，也花了不少心思去布置，在购物清单中，家
居类占了大部分。许多东西直接寄到台北比较贵，她便一
次买几单送到上海的转运站，然后一起寄到台北。

这一年，李木的OFO共享单车记录达到了1015公里，
这还不如出差时从北京飞到杭州的单程距离远，但他整整
骑行了152次。因为遍地皆是的共享单车，他的出行方式改
变了。最早一次，他早上6点半便骑车去了地铁站；最晚一
次，凌晨3点他还在北京东三环辅路上闲逛；最长一次，系
统显示他骑行了500多公里、7个小时，那是因为他忘了锁
车，也没在手机上点停车，数据并不会思考这些是否合理。

在某互联网公司做旅游频道的田冠男，用“航班管家”
统计发现，这一年自己飞行了 7 万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
1.75圈，有 3天多时间在空中度过。但更多的时间，他都在
北京，编辑许多关于旅行的稿子发出去。

单学刚的“航旅纵横”记录，则超过了 99.9%以上的旅
行者。2017年，他在除河南、山西、江西、宁夏之外的所有大
陆省份机场都留下了足迹。尽管每年这位人民网的舆情分
析专家都是飞行达人，出现在各地的会议和活动中，但这
一年，他还是体验了8个新机场、4家新航空公司。广博的中
国土地上，留下了无数像他这样，为工作奔波的身影。最长
的一次，他在机场等了整整近5个小时才起飞；最晚一次，
他直到凌晨 3 时才到达昆明机场，早上 8 时多就登上了共
青团云南省委讲座的舞台上，一如既往地神采奕奕。飞行
带来的疲惫感，在 2017年底携妻儿飞去三亚度假时，终于
烟消云散，这一次，终于不再是为工作而飞。

单学刚的 2018年首飞从 1月 1日就开始了，如今值得
期待的是，他离国航终身白金卡越来越近。

数据的光明与隐忧
“从APP的统计看，我这一整年到处飞，在不同的城

市住酒店、吃饭，听音乐总在深夜……看起来，还是蛮

‘悲催’的一年。”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
郑磊，在分析完自己的数据后这样自嘲。

来自网易云音乐的统计显示，这一年，郑磊有8个晚
上听歌至深夜 12时之后，原因非常简单，他都在写文章
或是改论文，怕犯困便打开音乐。至于飞行里程，则击
败了航旅纵横上99.4%的用户，被这个APP称赞为“登峰
造极，您就是为飞行而生的”。

从上海出发，郑磊飞往北京、贵阳、广东最多，因
为这两地大数据产业发展最好。但是，这位大数据专
家，对这些APP年终盘点的说服力有些怀疑。比如5月20
日那天，他反复听一首叫《暧昧》的歌6遍，被网易云音
乐形容为“大概是很特别的一天”，然而那天的气氛却难
言暧昧，甚至只能用紧张来形容——那是贵阳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之前，他改报告至深夜，浑然不觉音乐进
入了循环模式。

“即便天天用，APP对我们的生活也常只知其然，却
不知其所以然。”郑磊感慨。“还存在不全面的问题，支付
宝统计了这一年的花费，可我在微信上消费也不少。”

话虽如此，更让郑磊担忧的是，“10 年前你买了什
么，可能早就忘了，但支付宝不会忘记”。他说，像这样
的盘点，一方面说明互联网很好地记录着我们的生活轨
迹；另一方面，还应担忧的是有如此多数据被记录，个人
隐私更容易采集，也更容易泄露和被滥用。

事实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安全协调局日前
约谈了支付宝、芝麻信用有关负责人，针对的正是其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的方式，不符合《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国家
标准的精神，违背了其前不久签署的个人信息保护倡议的
承诺。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金服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将全面
排查、专项整顿，从根本上认真反思和采取切实措施。

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悲观。
“积极的一面是，过去数据是宏观的，如今每个人都

拥有独一无二的数据画像，不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省
的、一个城市的或者一条街道的，而是关于你一个人
的。”互联网观察者李顺这样告诉本报记者。“说到底，
这是科技和知识关照到每一个人身上的具体体现。”

李顺觉得，这么多年终盘点的出现，还因为互联网
真切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以前互联网只是纯粹的线上活
动空间，现在已变成渗透进生活方方面面的“水电煤”。
它不再只是“虚拟经济”，而是能为人们生活提供便利
的、触手可及的工具。与此同时，互联网上不同的个
体、经济体产生的大数据正在实现互通，形成“共享经
济”，这让互联网从纯粹的线上数据连接，升级为现实社
会经济活动的连接。

关于人们生活的真相，可能就在自己的手心里。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
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老一代

领导人中很多是在法国负笈求学的，

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

荣臻等人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由于

这个原因，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

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

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读法国近

现代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史的书籍，

让我丰富了对人类社会政治演进规律

的思考。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

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

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

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读蒙

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

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

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

等人的著作，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

中悲欢离合的感触。冉阿让、卡西莫

多、羊脂球等艺术形象至今仍栩栩如

生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欣赏米

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
等人的艺术作品，以及赵无极中西合

璧的画作，让我提升了自己的艺术
鉴赏能力。还有，读凡尔纳的科幻
小说，让我的头脑充满了无尽的想
象。当然，法国的歌剧、芭蕾舞、
建筑、体育、美食、时尚、电影等
在中国也有广泛的吸引力。了解法
兰西文化，使我能够更好认识中华
文化，更好领略人类文明的博大精
深、丰富多彩。

——摘自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

念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3月27日）

背景资料:

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法国

文化中的名句、名篇、名人，展示出了他

对法国文化的熟悉和理解。

例如，在阐述中法友谊时，他提到，

法国有一句谚语：“一点又一点，小鸟筑成

巢。”中国也有一句古语：“合抱之木，生

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再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阐述

文明交流互鉴时，他提到，“我参观过法国
卢浮宫，也参观过中国故宫博物院，它们

珍藏着千万件艺术珍品，吸引人们眼球的

正是其展现的多样文明成果。文明交流互

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

种文明为前提。”

又如，在同一次讲话中，他引用法国

前总统希拉克参

观兵马俑之后的

评价：“不看金字

塔，不算真正到

过埃及。不看秦

俑，不算真正到

过中国。”

各大 APP 推出用户年终盘点—

你记不得的事你记不得的事 互联网都记得互联网都记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少华刘少华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江西老表张海军：

为流动党员安个家
陈 曦图为张海军图为张海军

华灯初上华灯初上，，北京的万家灯火北京的万家灯火。。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王建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