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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

互联网大咖秀

无 论 是 家 庭 背 景 、 求 学 经
历，还是职业历程，雪莉·桑德伯
格都很符合人们对美国精英女性
的认知：出身中产、家境良好，
求学哈佛、成绩优异，能力过
硬、擅长交际……

桑德伯格最为人所知的身份
是脸书的首席运营官，也是脸书
第一位女性高管。从美国华盛顿
特区的小女孩一步步成长为脸书
的“二把手”，她的每段人生经历
仿佛都闪着光。

桑德伯格 1969 年出生于美国
华盛顿，父亲是一名眼科医生，
母亲则是大学的法语教师。桑德
伯格两岁时，全家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北迈阿密
海滩，她在那里度过了少女时代。中学时期的桑
德伯格成绩优异，牢牢占据着第一名的位置。当
她从北迈阿密海滩高中毕业时，她的绩点是4.646

（5分为满分）。桑德伯格还入选了美国国家高中荣
誉生会。

1987 年，桑德伯格进入哈佛大学修读经济
学，以最优等成绩毕业，还拿到了经济系毕业生
最高奖——约翰·威廉姆斯奖，这个奖项只授予综
合评价第一的毕业生。

进入职场的桑德伯格一路顺风顺水。她的导
师、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一直对她青睐有加。
1999年，萨默斯升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年仅30岁
的桑德伯格也跟着升职，成为了财政部办公厅主
任。2000 年，桑德伯格开始闯荡硅谷，并于第二
年加入谷歌，担任全球在线销售和运营部门的副总
裁，负责谷歌的广告及出版产品的网上销售。那时
的谷歌创办仅3年，并不起眼。也就在这时候，桑德
伯格的商业天赋开始显现。桑德伯格的谷歌生涯
无疑是辉煌的，在她的领导下，谷歌的广告及销售
部门从4人小团队扩张为4000人的超级“帝国”。

2008 年，在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的邀请
下，桑德伯格加入尚在亏损阶段的脸书担任首席
运营官，负责管理销售、营销、业务拓展、人力
资源、公共政策等业务。她的目标很明确——扭亏
为盈。2010年，脸书终于开始盈利，网站员工人数
从130人增加到2500人，“吸金”能力显著增强。

谷歌副总裁玛丽莎·梅尔曾用“强势而无畏”来
形容她，美国媒体说她是“硅谷最有影响力女人”。
雪莉·桑德伯格，她的每一步，都走得昂扬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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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连云港市加快推进“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投入200多万元建成市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图为连
云港市智慧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接收老人服务申请。 耿玉和摄 （人民图片）

“杀熟”套路 程 硕作 新华社发

破 除 低 效 率

据记者了解，目前，政府提供的社区养老服务，主
要采取“人盯人”的模式，即由专职的巡视员和兼职的
志愿者定期上门探望或给老人打电话。这一方式成本
高、效率低、覆盖面窄。而市场上的养老公司，主要服
务对象是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面向老人的服务市场大
多数被保健品、理财产品、旅游产品所占领，市场口碑
一言难尽，诈骗新闻层见叠出。单一的养老模式，已不
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为解决这些难题和乱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在养老、医疗等领域推进“互联网+”。目前已

有多个地区开始推广智慧养老。安徽、江西等地近期
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鼓励社会力量加入智慧养老
产业。四川不少地区建立了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智能
呼叫、老人定位、健康监控、生活用品食品的配送、
生命体征监测等，只需通过小小的传感器或按键便可
一步完成。

成都市锦江区莲新街道 66 岁的居民张蓉最近身体
不适。一天，她按下家中“长者通”机器上的红色按
钮并求助：“请帮我预约区人民医院的骨科。”不到 10
分钟，求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就为张蓉挂上了号。运用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养老服务
可以和家政、物业、餐饮、物流等诸多行业对接起
来，老年人所期盼的“人在家中坐，服务上门来”的
养老体验，就能逐渐成为现实。

建 立 服 务 链

去年 2 月份，福建省福州市出台了一项高科技感十
足的智慧养老服务措施：异地“刷脸”。

目前，中国有大量老年人跟随子女到新的城市生
活，按照以前的规定，他们的养老金，只能每年一次亲
自到发放单位进行领取资格认证。这虽然避免了他人冒
领，却也带来了奔波之苦。对此，福州市启动了人脸识
别认证工作，老人无论身在何处，只要通过手机或在相
关网站“刷个脸”，就可以完成资格认证，省时省力。

在智慧养老领域，这样的“高科技福利”还有很
多。多样化的老人可佩带设备，比如“智能手环”等，
可以实现实时定位、紧急呼叫、自动报警、健康管理等
功能。还有一些社区针对独居老人，开设了“智慧门
禁”系统，通过远程监控、控制门锁系统相连接，预警
陌生人入室行骗，保障了老人的安全。

有些城市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还研制出适合老人
使用的社区服务手机软件或服务展示屏，老人在智能手
机上或小区内，通过点击相关服务按钮，就能够实现挂
号预约、家庭医生出诊、送菜上门、送餐上门、家政服
务等个性化生活服务。

专家表示，充分借助科技力量，连接医疗服务、运
营商、服务商、个人、家庭的智慧化服务举措，是当前
全国各地智慧化养老探索和实践的重点领域。智慧养老
整合了分散的服务资源，满足了老人多样化、多层次、
个性化的需求，大大提高了社会对老年人的整体服务水
平。

保 留 人 情 味

“老年人需要家庭代际关系和邻里社会关系的社交网
络。”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经济与产业研究所副所
长王莉莉认为，中国式养老的特别之处在于，老年人不
愿意离家外出养老，他们不仅需要生理上的照顾，更需
要精神上的慰藉。

然而，以往的情况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不缺
工具，但可能缺乏理由。“吃了吗？身体怎么样？”除了
这几句话，子女和父母好像无话可说。一方面，年轻人
工作生活比较忙；另一方面，老人自己也很矛盾，他们
希望得到关心，却又因害怕给孩子添麻烦而对其隐瞒自
己的真实情况。

在互联网出现后，情况有了积极改善，部分老年人
开始全面融入互联网新生活。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
示，老年人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的重要使用群体之一。在
上网的老人中，86.07%安装有微信，超过半数的老人会
使用视频聊天、微信群、朋友圈、发红包等功能。不少
老人拥有了自己的“朋友圈”，与家人联系更加紧密，社
交、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也变多了。

即使特别“宅”的老人，也可以选择养老公司推出
的“陪聊服务”。有的养老公司甚至推出“不要把老人当
病人，而要把老人当女朋友一样关心照顾”的服务理
念，缓解老人的孤独感。“信息科技可以精准对接老人需
求，保留传统养老的人情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院长助理高云霞表示，用大数据平台进行信息集
成，可以打破条块分割，有利养老市场的繁荣。 前几日，安徽宿州民警马飞在高速

上处理事故时，不幸遇车祸牺牲。有人
为引人注意，竟在网上丧心病狂地公然
侮辱牺牲民警，最终落得被行政拘留5日
的下场。

翻翻微博便可发现，网络上从来不
缺这种人：一旦有风吹草动，便火速赶
往“前线”，或出口不逊，或大言不惭，
对尚未明了的事情指指点点，对已经澄
清的事实说三道四。这批人被网友称为

“键盘侠”，因为他们只会用键盘逞威
风，真刀真枪却一样不会。

虽然叫“键盘侠”，却丝毫没有侠士
风范。他们生怕天下太平，却又畏畏缩
缩，不敢直面现实，所以只好恶意猜测、胡
乱指责，暗箭伤人、博人眼球。然而，由于
这部分人不辨是非地叫嚣，难免让当事人
陷入舆论旋涡中。网络成为他们的垃圾
桶，对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为何会有人罔顾事实，无风起浪？
“键盘侠”的存在，恐怕与网络环境与其
个人心理状态有关。

一方面，互联网的匿名性让人与人
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便利快捷，人们
更易于放下理性思考，多些直抒胸臆的
情感表达。面对某些话题，当人们的思
考被情绪裹挟，就难以避免盲目跟风，
甚至发出过激言论。另一方面，部分网
民脱离现实生活，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刷
存在感的空间。“键盘侠”往往依据逻辑
不通的歪理，站在他们自己搭建的道德
制高点上振臂高呼，大有一种“众人皆
醉我独醒”之感。

“键盘侠”不可取，然而在社会生活
中，我们的确需要一些充分表达自我的
方式。这时候，划出“合理区间”就显
得尤为重要。一旦表达的欲望突破理智
的关口，就会超出道德和法律的边界。

“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
素心”——这是中国古人的处世修养之
道。面对无知的“键盘侠”，除了净化网
络环境，对不当网络行为严令禁止以
外，还要多一些积极疏导，让那些在网
络上寻求刺激者多一点现实的理性，给那
些“愤怒网友”多一点正向的回应，让整个
网络舆论场少一些戾气，让“键盘侠”多一
点“真侠气”，少一点“假招式”。

“杀熟”不“杀生”

近日，有网友爆料在某网购平台上遭遇“杀熟”的堵
心事：“之前为了省运费和享受折扣，一直都是年年花钱充
会员，结果昨天跟同事一起买纸巾的时候发现，同一款纸
巾，同事 （非会员） 手机上显示原价 49.9 元、特价 39.9
元，而我的手机则显示原价49.9元、会员价44.9元……”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微博网友“廖师傅”爆料称，
他经常通过某旅行服务网站预订特定酒店的房间，价格一
直保持在 380 元-400 元。偶然一次，他通过酒店前台了解
到，该房间淡季的价格仅为300元左右。消息在网上发布后
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有类似经历。

据了解，此类“杀熟”的网络平台消费涉及打车、购
票、订房等。它们之所以“一杀即得”，是因为它们掌握了
消费者的大数据，知道从哪里下手。对陌生人，因为无此
便利，只得先放过一马，“杀熟”不“杀生”。

大数据“杀熟”是指同样的商品或服务，老客户看到
的价格反而比新客户要贵出许多的现象。这一现象已持续

多年。有数据显示，国外一些网站早就有大数据“杀熟”
的现象。近日有媒体对 2008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51.3%的受访者遇到过互联网企业利用大数据“杀熟”
的情况。

“懂你”才“伤你”

有网友调侃：“优秀的互联网企业，都会使用大数据；
而大数据的功能之一就是杀熟。”技术是个中性词，但由技
术的滥用而引发的道德、法律问题需要社会各界正视。

大数据让电商更“懂你”，也更容易“伤你”。比如，
电商通过对顾客的碎片数据进行分析，为消费者画像，进
而精准提供服务。这对于买卖双方都有一定的益处。但
是，当大数据的运用过界，侵犯到消费者隐私并且以此谋
取不正当利益时，却不能以“精准营销”作为遮羞布。

知名经济学者、财经评论家郭凡礼认为，大数据“杀
熟”反映了在大数据时代，科技公司通过技术和网络垄断
地位，对消费者形成信息孤岛。

“大数据杀熟暴露出大数据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非对称以
及不透明。”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说。他表示，
同一平台针对不同的消费者制定了不同的价格，这种大数
据“杀熟”已属于违法行为，违反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中规定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有可能还涉嫌价格欺诈。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用
得好可以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提升用户体验。通过大数
据进行违背道德的操作，是一个平台的悲哀。

“杀熟”要“刹住”

以牺牲老用户的利益来获得新用户的好感，吸引新用
户，是大部分“杀熟”企业的出发点。但是当新用户转变
成老用户，“杀熟”的刀子也会迎面割来，而消费者则沦为

了一茬又一茬待收割的韭菜。长远来看，无异于杀鸡取卵。
“大数据只是商业工具的一种。君子爱数，用之有

道。”易观首席技术官郭炜说，单纯通过流量垄断、信息不
对称，利用大数据来获得不义之财的商家势必会在市场竞
争中被逐步淘汰。

有业内人士建议，当前，消费者尽量将自己的消费行
为碎片化。这样某个单一平台通过大数据看到你的画像就
是不完整的，被“杀熟”的几率会低一些。

在曹磊看来，消除“杀熟”现象还是要依靠企业的自
觉以及政府的管控，毕竟数据掌握在平台手中，对于数据
的处理方式外人不得而知，只能通过政策法规加以规范，
对于违规者进行严厉打击，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那么业内应该如何规范定价？曹磊进一步表示，定价
要体现公平公正，对于特殊的价格也要进行公开的声明。

键盘侠何来“侠气”
王 萌

键盘侠何来“侠气”
王 萌

智慧养老：让关爱陪您左右
本报记者 汪灵犀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民政部数据显示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截至20162016年底年底，，中中

国国60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2..33亿亿，，占总人口的占总人口的1616..77%%。。预计到预计到20502050年年，，这个数这个数

字将上升到字将上升到44..8383亿亿，，占比达占比达3434..11%%。。

需要养老的人越来越多需要养老的人越来越多，，仅靠增加人力投入仅靠增加人力投入，，全社会的养老需求已经无法全社会的养老需求已经无法

得到满足得到满足。。怎么办怎么办？？智慧养老应运而生智慧养老应运而生。。

大数据缘何变身“杀熟”帮凶
海外网 崔玉玉

常言说得好：物以稀为贵，
人以熟为宝。然而在经济利益的
驱使下，社会上出现一些专门拿
熟人下手谋取利益的行为，即

“杀熟”。互联网也不能幸免。不
知不觉中，本该造福于民的大数
据技术，成了部分互联网企业

“杀熟”宰客的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