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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普克罗夫特在计算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
果。他提出了“深度优先搜索算法”（depth-first search al-
gorithm），这种算法可以大大提高图片的搜索效率。目前，
这种算法已被应用到信息检索、国际象棋比赛程序以及专
家系统等。此外，他还著写了关于算法和语言的系列书
籍，其中《算法设计与分析基础》《数据结构与算法》被认
为是计算机领域的经典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霍普克罗夫特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
2016年，他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中国为在现代化建
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所颁发的最高荣誉。2017年
底，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霍普克罗夫特出席了大
会。会上，霍普克罗夫特表示，中国近年来的技术创新给他
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若能进一步完善教育体系、释放更多
创造力，将创造更多互联网时代的传奇。

网络水军“本事”大

“水军”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词语，他们最初是从
刷单、刷粉开始的。

对于网购来说，评价就是口碑，是引导销量的重
要因素。在电商平台上，一些爆款商品所谓的“好评
如潮”，其实往往存在不少水分。几元钱能买一条好
评，一两千元能升一颗钻，一些网络平台通过组织虚
假交易等方式，使刷单成为一条暴利产业链。

其实，刷单在“水军”圈儿已是非常传统的模式
了，随着监管部门和网络平台的整顿打击，“水军”也
在不断进化，想尽办法钻漏洞。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水军”已从单纯
的“刷单”“刷好评”流向更前端的“刷粉”“刷话
题”领域。据媒体报道，在网上，买粉、买评论十分
常见，甚至针对客户的不同需求有不同套餐，从几元
钱到几百元价格不等，200 多元钱就可以买到 1 万个

“精品活跃粉”。
除了刷单、刷榜，这些“水军”组成的“网络推

广公司”，业务也在不断扩大，不仅可以“刷”，还可
以“发”。在淘宝随意打开一家“网络推广”店铺，记
者看到，这家店铺可提供各类新闻媒体的发文服务，
门户网站、新闻网站、专业网站应有尽有。

虚假宣传将受罚

“水军”往往与“虚假”紧密捆绑，大批的“网络
水军”会造成正常与有效的信息被淹没，从而引发

“产品开发得好不如‘水军’用的好”的乱象。
种种行为给消费者和整个网络市场带来了极坏的

影响，也给电商平台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电商平台的
公信力来自于评价体系，刷单等行为给平台的公信力
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因此，电商平台也在用各种方法维护自身权益。
2017 年，刷单平台经营者杭州简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被判赔偿阿里巴巴经济损失 20.2 万元，被称为全国

“炒信入刑第一案”。
当前，刷单行业正坠入低谷。一位淘宝卖家表

示，刷单的链条长，包括招募刷手、软件、物流等多
个环节，同时淘宝系统监控越来越严格。“要刷单，还
真不像前几年那么容易了。”

多方携手严治理

其实，对于“水军”的刷单、刷粉等行为，各平
台也在进行监控和清理。比如，腾讯曾表示将对微信
公众号平台上的作弊行为给予惩罚，且已经有相应的

“反刷”机制和技术应对方案；阿里巴巴也在运用大数
据查找并向警方输送刷单线索；微博反垃圾系统会通
过一个用户的行为、发布的内容以及账号周边的信息
来判断用户是否为“水军”，当出现大量“水军”时，
会自动触发微博的反垃圾程序。

同时，相关法规也在不断完善。新修订的 《反不
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
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对于违反此规定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局长
杨红灿指出，新 《反不正当竞争法》 对虚假宣传的条
款进行了完善，对虚假宣传的具体内容予以细化。也
就是说，今后除了经营者对自己产品进行虚假宣传
外，帮助他人刷单炒信、删除差评、虚构交易等行
为，也将受到查处，网络“水军”、职业“差评师”等
不法经营者将受到处罚。

在业内人士看来，网络“水军”已经损害了互联
网信息质量。目前，除了对网络“水军”进行有针对
性的治理，政府、平台等各方还应该携手，探索根除

“水军”的长久之策，让网络“水军”早“下岗”，再
无用武之地。

贫困地区有名师

近日，一节特殊的英语课在广西岑溪市实验小学开
课。除了该校6年级学生在现场听课之外，课堂场景还
在岑溪市“乡村手机学堂”平台上同步直播，岑溪市各
个乡镇教师和学生都能在线上共享优质资源。

据了解，岑溪市150名学生以下的乡村小学、村小
分校、教学点共有300多个，这些学校中，学生人数不
足 100人的小学有 50多所。每所乡村学校的人数很少，
但学校数量多。这是岑溪中小学教育现状。

为解决这个难题，岑溪市为每所学校联通了网络，
配备多媒体教学平台，光纤到校，并通过一个叫“乡村
手机学堂”的现代网络教育平台，将优质课程引进乡村
学校，供乡村教师观摩、学习。

一个互联网平台，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地区，特别是
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学生共享优质教学。近年来，国
家用于教育领域的财政性经费逐年上涨，教育基础设施
和前沿性技术不断实现突破。2017 年 12 月，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 显示，过去 5 年，中国教育信息化程度大幅提升，
90%以上学校包括边远贫困地区学校都接入宽带，而 5
年前这一数字还不到25%。

在湖北省襄阳市重点学校荆州街小学多媒体教室，
如今每位老师每周都会抽出时间，利用远程教育平台，
为远在保康县油坊街小学的同学上课，内容涉及语文、
数学、英语、科学、音乐、美术等。

这是近年来湖北在全省农村，特别是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大力推进互联网进校园的一个缩影。《湖北省教育
精准扶贫行动计划 （2015-2019年）》 提出，大力推进

“互联网+教育扶贫”，到2018年，全省3973个农村教学
点实现与省级网络平台互联互通。

教育方式有新意

随着网络教育用户规模增长，学生对在线学习内容
和质量愈发重视。无论是公益型还是市场型教育网络，
如何创新内容供给方式，提升用户体验，已经成为众多
网络教育平台亟须思考的问题。

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课程总监王帅国介绍，该
平台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设计，提高在线教育质
量。“比如每次上课前，教师会将预习材料发送到学生
微信上；课上幻灯片同步到学生手机，学生可以将问题
随时反馈给老师；课后，教师还可以向学生推送作业和
复习资料。”

国家开放大学是一所实施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

学校。据该校校长杨志坚介绍，针对碎片化阅读的特
点，学校在自学、辅导、过程、测评等环节都做了专门
设计，研发出“五分钟课程”。目前，已完成 3 万节课
程的录制并向用户免费推送。

专家认为，网络教育讲究个性化、智能化与互动性
的结合。这意味着老师要注重教育方式创新，不断提高
获取、选择、判断和运用新知识的能力，努力创新课程
设置和教学互动的方式。

私人定制有前景

随着当今社会逐渐由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和“互
联网+”时代，网络教育发展正进入快车道。

2017年 12月 26日，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
家工程实验室和北师大智慧学习研究院共同发布的

《2017 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研究报告》 显示，2016 年，
网络教育本专科招生人数为230万，普通本专科招生人
数 749 万，网络教育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补
充。同时，在线教育在基础教育的课外辅导、企业数字

化学习和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成为现代培训类企
业的主流模式。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中国人对自身和子女教育的投
资也在增多，在线教育用户规模逐年扩张。据艾瑞咨询
近日发布的 《2017 年中国 B2B2C 在线教育平台行业研
究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预计达
1941.2 亿元，同比增长 22.9%。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终身
学习，正在成为很多人的习惯。

网络教育的美好“钱景”，吸引着众多企业进入。
截止到 2017 年底，累计超过 65 家 A 股上市公司通过并
购等方式整合教育业务，170多家创新型企业获得融资
超过100亿元。

中国教育科学院未来学校实验室副主任曹培杰
认为，未来学校将从“批量生产”模式走向“私人
订制”模式，学生可以用他们最喜欢、最适合、最
有效的方式进行学习，网络教育为这种个性化培养
方式提供了可能。“例如，我们可以让学习场景相互
融通，任何可以实现高质量学习的地方都是学校；
可以让学习方式灵活多元，把知识学习与社会实践
结合起来。”

刚 刚 过 去 的 2017 年 ，
中国电影全年总票房 559.11
亿元，同比增长13.45%，票
房 过 亿 元 的 影 片 达 到 92
部，其中国产电影 51 部。
仔细梳理票房榜单可以发
现，那些依靠热门IP（知识
产权） 和流量明星的电影票
房大不如前，而更多精耕细
作和彰显工匠精神的电影作
品则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
丰收。

前几年，IP 电影占据
银幕。这些电影的制作方式
大都是一个“套路”：找一
个已经积累了大量粉丝的
IP，再配上几个流量明星做
主演，疯狂炒作后立刻上
映。这样的电影往往过于注
重形式和包装，忽略了质
量。虽然电影质量不高，但
由 于 “ 粉 丝 兜 里 的 钱 好
赚”，IP 电影的“吸金”能
力很强。

这种情况在 2017 年有
所转变。纵观去年的电影票
房市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鲛珠传》 等
延续“热门IP+流量明星” 模式的电影票房
已大不如前。相反，高质量的影视作品却屡
破票房纪录。比如，新主流电影 《战狼 2》，
剧本历经 4 年打磨，写了十几稿，主演吴京
在特种部队体验十多个月，精雕细琢最终创
造票房神话；文艺片《芳华》，冯小刚启用大
批新人演员，为了还原独特的年代感，主演
们提前 5 个月就进组体验文工团生活，几代
人在电影中追忆青春；纪录片《二十二》，讲
述了慰安妇的悲惨经历……这些“走心”的
电影，均以较低的制作成本收获过亿票房。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应该是纯粹的、真
实的表达。电影研究学者戴锦华曾说：“在电
影中你可以找到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和可
能发生的一切，你可以找到最高深、最玄妙
的思考和最形而下的追求、娱乐和梦想。”在
电影里，人们可以看到最丰富的世界，也可
以回归最真实的自己。

可喜的是，在 2017 年的中国电影市场，
我们看到了这种纯与真的回归。当制作者更
有工匠精神，观众消费更加理性，资本也更
注重投资的质量而不是赚快钱时，整个电影
市场才会日臻成熟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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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 优质教育人人共享
本报记者 彭训文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

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专家表示，随着互联网技术发

展，新时代教育面临新变化，在缓解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迫切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方面，网

络教育将发挥更大作用。

网络“水军”该下岗！
本报记者 王 萌

网络“水军”该下岗！
本报记者 王 萌

“在家轻松赚钱”“动动手指就能挣钱”——这些网上常见的“兼职”，其本质就是当“水军”。互联网时代，网络“水

军”能瞬间让某个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阅读量过10万，也能短时间内让一段视频观看量过百万。网络“水军”严重扭曲了

互联网信息的传播效果，误导了网民的注意力。

今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开始施行，根据该法案，刷单炒信、删除差评、虚构交易等行为，都将

受到查处，网络“水军”、职业“差评师”等不法经营者将受到处罚。

在江西省于都县仙下乡龙溪小学里，孩子们通过网络共享优质的教学资源。 方名荣摄 人民图片发在江西省于都县仙下乡龙溪小学里，孩子们通过网络共享优质的教学资源。 方名荣摄 人民图片发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

享誉世界的算法大师
海外网 朱惠悦

图灵奖是计算机界最负盛名的奖项，素有“计算机界
诺贝尔奖”之称。在国际计算机领域，通常只有最权威和
成就卓著的科学家才能够获得这一奖项。1986年，约翰·霍
普克罗夫特 （JohnE·Hopcroft） 因其在算法及数据结构设计
和分析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获得图灵奖。

霍普克罗夫特现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康奈
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1992年，他被任命为国家科学委
员会成员。2005 年，霍普克罗夫特获得哈里·古德纪念奖。
2007年，获得计算机研究协会的杰出贡献奖。

互联网大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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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人也要有“工匠精神”。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