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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经常乘坐
出租车的上海市民可
能会发现，一些上海
出租车开始支持苹果

支付 （Apple Pay） 了。为了抢占中国的移
动支付市场，苹果公司在 2018 新年伊始加
大了苹果支付的推广力度——入驻上海超
万辆出租车，乘客可以通过苹果手机或苹
果手表“秒付”车费。不止如此，苹果还
推出了补贴方案，每单支付立减 10元，每
个用户可以使用5次优惠，相当于送给每位
苹果支付用户50元钱。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苹果支付在中国第
一次举行优惠活动了。进入中国市场两年
以来，苹果支付一直试图扩展应用场景，除
了与大量商场、便利店合作，自去年下半年
起，广州、杭州地铁相继支持使用苹果支付
付费进站乘车。然而尽管苹果支付“一直很
努力”，成绩却总是不温不火，前景堪忧。

面对支付宝和微信两大移动支付“武
林盟主”，苹果支付这个“洋支付”想另立
门派恐怕难上加难。为啥？

一是“筋骨”先天不强。使用苹果支
付的前提条件是拥有苹果移动设备，这就
意味着其用户规模受到了硬件装机量的限
制。数据显示，2017 年，苹果手机在中国
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仅有 8.2%，这成为了苹
果支付的天生劣势。而对于支付宝和微信
来说，它们的用户规模并不会受到硬件的
限制。此外，苹果支付所使用的 NFC （近
距离无线通信） 技术在中国也并不普及。

二是“内功”修炼不够。苹果支付功能单一，只有支
付功能。而支付宝和微信都有着丰富的功能，有着庞大的
用户基数和活跃的用户群体，它们产生的使用黏性让用户
很难转投苹果支付的怀抱。此外，苹果支付在本土化方面
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尽管难以匹敌支付宝和微信，但苹果支付也并非没有
“独门绝技”。即便二维码在中国更普及，但苹果支付代表
的NFC技术在安全性、场景丰富性上都具有优势，未来可
能衍生出更多的金融模式。

对于移动支付领域来说，有更多的竞争者参与，未尝不
是一件好事。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多一种支付方式可供选择
也不错。补贴活动虽是推广手段，却也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

至于苹果支付今后的表现如何，就交给市场去检验吧。

今年是在线短租巨头爱彼迎成立的第10个年头。作为
共享经济的第一代言人，爱彼迎堪称如今短租市场的一面
旗帜——拥有遍布全球 160 多个国家的 60 万套房源；被美
国科技博客 《Business Insider （业内人）》 评为近 6年改变
世界的11家互联网公司之一，比肩大名鼎鼎的推特；其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战略官内森·布莱卡斯亚克也跻身于世界最
年轻的亿万富豪行列。不过，谁能想到，内森曾经只是一
名连房租都付不起的“码农”而已。

内森 1983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的一个中产家庭。从高
中起，内森便开始经营自己的软件业务。作为一名天才

“码农”，内森硬是靠着写程序赚够了进入哈佛大学计算机
系读书的学费。

2005年，大学毕业的内森开始其职业生涯，成了一名
真正的程序员。即使是哈佛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高材生，
刚入职场的内森也难以支付房租。于是，内森与其他两名
爱彼迎后来的创始人（布莱恩·切斯基、乔·杰比亚）决定将公
寓中空闲的卧室临时租出去，一个周末就赚了1000美元。第
一桶金给了3人很大的鼓励，2008年初爱彼迎正式在美国旧
金山上线，“码农”出身的内森负责提供技术支持。

“创业之初的一整年都非常艰难。每个人都告诉我这不
是一个好的决定。”内森说。2008年底，这个团队终于拿到
了美国著名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创业加速器） 创始
人保罗·格雷厄姆提供的2万美元启动资金。“从那时起，一
切都步入正轨。”内森说，“从此以后，公司每一年都在成
长壮大。”经过多轮融资，目前爱彼迎的公司估值已经突破
10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创业公司之一。

“码农”的经历让内森更善于用逻辑思维去分析问题。
他说：“共享经济是指将人们多余的产能通过科技变得易于
接近和使用。建立一家这样的公司，有三点非常重要。第
一点是要有套利机会。在共享经济里，通常情况下产品是
那些没有被使用的闲置物品，它们之前无法面向大众销售，
因而现在通常会以很合理的价格卖出去。第二点是你必须
移除预定过程中的阻力，使得操作流程得以简化。第三点通
常也是被忽视的，就是这件事必须做起来很有趣。地球上不
会有第二个一模一样的住所。房客会认识房东，而每个房东
个性都不同，因此，这样的旅行就像一段奇妙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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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森·布莱卡斯亚克：

“码农”的逆袭
海外网 崔玉玉

“伪智能”家电满天飞

人到中年的老柴特别喜欢饲养小动
物，亲戚朋友出个远门，也会把自己的
宠物寄养在老柴这里。然而老柴无奈地
告诉记者，扫地机器人和宠物还是不要
共存的好，网上已有多个机器人清扫地
面变成粪便涂抹的“惨案”。

在强烈的市场预期引导下，一批顶
着“智能家电”名头的产品飞进了寻常
百姓家。可随之而来的，却是用户对于

“伪智能”的大量吐槽：“我家的智能扫
地机器人频频卡位，其实是‘智障’机
器人。”“说是智能语音电视，但只能识
别标准普通话的标准指令，带点方言俗
语就听不懂了。”……

家电智能化在成为未来趋势的同
时，也成了营销的噱头。这几乎是一切
新兴商用技术在落地前都不得不用的招
数。给油烟机加块触摸屏、装个安卓系
统，可以用手机客户端开关，便美其名
曰智能，售之以高价。

消费者不是傻子，这种虚有其表的
“伪智能”不可能打动用户，最终伤害
的还是智能家居整个行业的声誉与消费
者信心。目前智能家电市场的不温不
火、叫好不叫座就是明证。如果抛开噱
头式营销不谈，真正的智慧生活离我们
还有多远？

智能不是远程控制

目前市面上已经成熟的智能家居模
式，其本质是家电遥控器的“多合一”与
远程控制。让冰箱、空调、照明、电视机等
电器纷纷联网，并把它们的操控统一到
智能手机客户端上来，这样，即使出门在

外，也能用智能手机操控家里的电器了。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的智能家居模

式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是协议标准的混乱，带来用户

体验的割裂。根据用户反馈，无论是智
能家电还是智能灯泡、智能开关，都需
要手机客户端进行控制。如果不小心买
了 5 种不同协议的智能家电，那手机里
就要多 5 款软件。用户表示，如果每一

次控制都需要等待登录，还不如直接起
身用传统遥控器操作更方便。智能家电
若只是能用手机遥控的普通家电，就失
去了智能家居本来的意义。

再者，即便购买了同一协议、在同
一平台上操作的智能家电，其智能化场
景的实现也需要提前人为设置，而不是

“机智 （机器的智慧） 过人”。要想实现
每天早上630醒来时，灯自动打开、豆

浆刚刚煮好、音响开始播放喜爱的音
乐，用户必须提前在手机客户端中进行
配置，使得各个电器在“触发该场景时
执行以下操作”。

这显然离我们想象中的智慧生活还
差得太远。这充其量是一劳永逸的自动
化，却谈不上是善解人意的智能化。

语音交互引领未来

更新的智能家居模式，应该是建立
在语音识别交互之上的智能控制。通过
对用户自然语言的精确识别，智能控制
器将控制各种电器的运转以及窗帘、灯
具和门锁的开关，宛如 《钢铁侠》 中的
智能管家“贾维斯”。

目前亚马逊公司推出的 Echo （回
声） 智能音箱以及谷歌公司的 Google
Home （谷歌家庭） 智能音箱，已初步
具有这样的功能，但这两款产品都尚未
支持中文语境。目前国内有一些模仿之
作，如京东的“叮咚”与阿里的“天猫精
灵”，但成熟度与用户体验都不尽如人
意。这种尴尬的场面与汉语语言系统的
复杂性和机器的语言处理水平有关。

尽管目前中文语音识别技术已经相
当成熟，识别率达到 95%，但从“识
别”到“理解”和“交互”，还有很长
一段距离。而随着以科大讯飞为代表的
中文语音交互人工智能平台快速发展，
相信不久后的中国市场也会出现真正

“听话”的智能家居。
人们都希望未来的家电能够更聪

明，更“懂你”。这就要求家电厂商们
多一些实用功能，少一些噱头。只有具
备先进而扎实的技术、提供良好的用户
体验，智能家居才能在日益竞争的市场
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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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智过人”离我们还有多远？
本报记者 韩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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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上，观众参观厨房安全传感器系列产品。新华社发

2017年12月28日，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庵分局泉山派出所民警走进辖区市第十九中学网络教室，引导
学生文明上网，拒绝不良网络信息。 人民图片发

2017年12月28日，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庵分局泉山派出所民警走进辖区市第十九中学网络教室，引导
学生文明上网，拒绝不良网络信息。 人民图片发

网络强国新时代 19

畅 通 民 意 渠 道

很多四川成都市民发现，一年多来，与政府互动
沟通的渠道更便捷了。2016 年底，成都市网络理政平
台开通，这一平台不仅成为市民参政议政的互动平
台，也为当地领导干部“网上访民意，网下解民忧”
提供了便捷通道。2017 年，平台共处理群众来电来信
236万件，群众满意率达到86.7%。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当地的人民议政网
对老百姓“有问必答”，每条帖子都能得到相关政府部
门一对一的回复和处理，得到了百姓信任。

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善于运用网络
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
的基本功。习近平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
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
聊聊天、发发声。

近年来，通过网络互动渠道建设，中国社会自管
理与政府的公共管理实现深度融合。除了政府外，主
流媒体也积极打造政民互动平台。2014 年上线的人民
日报客户端政务发布厅，集合了各地党政机构入驻，
网民可以从中获取政府公开信息、享受网络政府服
务、进行网络民主协商。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指出，能否跟着民众上网，
不仅仅是姿态问题，更是能否找到真实民意、有效履
行职责的问题。人上网，民意就上网，社会情绪也上
网，舆论场随之移到网上。能不能有效引导，有没有
主导能力，直接反映为党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执政能
力，反映着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进而折
射出党是不是和能不能保有先进性与创新能力。

净 化 网 络 空 间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要想画好
同心圆，离不开网络空间的建设和维护。习近平指

出，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
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
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近年
来，依靠顶层设计与机制创新，中国逐渐建立起完备
的网络安全“法网”。

2017年 6月，《网络安全法》 正式施行，这是中国
网络安全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框架性法律。业
内人士认为，该部法律是中国在网络安全立法领域跨
出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大步，标志着中国网络安全
进入全新阶段。

此外，《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
估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 以及“微信十条”“账号十条”“约谈
十条”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陆续颁布实施，构建起互
联网运行和管理秩序。

与建章立制并行的，是整治网络谣言、打击网络
犯罪和网络色情的系列行动。在“净网”“秋风”“护
苗”等专项整治行动中，一批违法违规网站、微博账
号、QQ群、微信群组等被依法关闭。网络诈骗、非法
获取和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遭到依法打击和
惩戒。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谢新洲评价说，中国
互联网治理日益呈现出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方
参与、良性互动、协同治理理念和格局，科学回答了

在中国这个网络大国如何凝聚共识、构建网上网下同
心圆的重大课题。

凝 聚 网 络 共 识

很多人还记得，2016 年“菲律宾南海仲裁案”
结果公布后，网络上掀起了“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的热议。这一由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策划推出的专
题，为网民理性表达爱国热情、传递中国声音提供
了渠道。

网民大多是普通群众，观点和想法五花八门，由
此形成众声喧哗的网络舆论生态。对于网络舆论，习
近平指出，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
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
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
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

画好同心圆，需要凝聚网络舆论的正能量。在人
人都可以发声的环境下，如何及时引导舆论走向、纾
解舆论焦虑，考验着网络治理能力和水平。

公方彬认为，要解决网络世界的乱象，根本在于
网民走向成熟，而成熟过程离不开引导和启蒙。对网
络批评，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对出于
善意的批评和监督，不论是和风细雨还是逆耳忠言，
都要积极听取、真心接受。

凝聚正能量 画好同心圆
本报记者 刘 峣

在中国，网上网下的同心圆正
在形成。

同心圆的关键是“同心”。习
近平说，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
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
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画好同心圆，既需要提高在互
联网时代的执政能力，更新思维方
式和价值观念，也需要通过综合治
理体系管好、用好网络，更需要引
导和影响舆论，凝聚起网络空间的
正能量，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人民图片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