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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变革传统行业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尼罗河风光

尼罗河—

随着互联网时代到
来，越来越多的传统企
业为了求变，相继涌入
互联网创新大军中。部
分处于风口的传统行业
变化尤其剧烈。转型成
功的企业化身“新贵”
一飞冲天，失败的企业
则被时代的浪花“拍在
沙滩上”。

沙漠中的绿色走廊
海外网

从“数据大”到“大数据”
国美是在传统零售行业深耕了几十年的老牌知
名零售商，实力雄厚。但互联网新零售的崛起，
还是让它措手不及。国美零售控股有限公司执行
委员会主席、国美零售服务总裁何阳青表示，虽
然国美之前积累了大量的用户数据，但只是“数
据大”，而不是“大数据”。现在大约 85%的消费还
是产生在实体店里，15%在线上发生，但实体店的
消费是不记名的，也不知道某个客户是什么时候
产生消费的，所以非常需要引进智能化的数据采
集技术。
互联网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让零售业成为变革最
剧烈的行业之一。15 年前，阿里巴巴用“互联网＋传
统集市”创立了淘宝，6 年前再用“互联网＋传统商
城”推出了天猫，零售业的销售渠道格局被彻底改
写。如今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
泛应用，零售业朝智能化、个性化、高效快捷的方向
再度升级。
花点时间是个新零售品牌，创始人朱月怡介绍，
2017 年公司售出了 3 亿枝鲜花，约为昆明国际鲜花节
拍卖的 1/3。过人的业绩从何而来？“我们用大数据把
渠道、品牌、用户和供应链完全连结在一起，创造了
新需求，扩大了增量。”朱月怡说，在大数据的支持
下，公司做到了尽可能地挖掘消费者的需求，同时对
供应链进行数据化管理。

从旧习惯到新“玩法”
在 ofo 与摩拜出现之前，也许没人能想到单车会
以这样的姿态呈现在用户面前，共享模式与单车出行
相结合掀起了一场实实在在的“出行革命”。截至目
前，摩拜在全球投放共享单车超 500 万辆，注册用户
千万量级，日均提供超过 2000 万次骑行。在强大资

2018 年 4 月 10 日至 4 月 12 日，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的“2018 京津冀第十九届国际环保环卫与市政清
洗设备设施展览会”上，各种智能垃圾箱 （桶） 纷纷亮相，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观看。图为工作人员介绍具
有自动称重、GPS 定位、自动灭火等功能的智能垃圾箱。
陈晓根摄 （人民图片）
本和“黑科技”的助推下，共享单车高速发展，甚至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同样的巨变也发生在餐饮业。“现在的年轻人越
来越‘宅’，越来越‘懒’，注意力也越来越短。但是
他们爱表达、爱分享，所以从微博、微信、饥饿营销
到现在玩抖音，餐饮企业的营销花样不断翻新。”嘉
和一品董事长刘京京认为，传统餐饮从业者必须改变
只盯着炒锅的思路，应该更多了解消费者的心理变
化，迎合他们的需求。
比如新型超市盒马鲜生，就给餐饮业带来数字化
的新“玩法”。据创始人侯毅介绍，盒马鲜生实现了
从门店自助点餐、手机点餐，一直到整个生产流程的
数字化管理。消费者想吃海鲜大餐，在家里用手机完
成点餐后，门店就把宰杀后的海鲜放到自动化的冷库
里。消费者到门店后，只要一确认，厨房就加工，保
证快速上菜。
在金融、物流、制造、婚介、旅游、影视等领
域，传统企业都正面临新挑战。蚂蚁金服、顺丰、蔚
来汽车等公司带着全新理念，颠覆着传统龙头企业的
旧认知。
互联网领域有一句名言：成功是失败之母。现有
的成功模式会被不断发展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颠覆，在科技面前，没有企业能够一直保持成功，时
代会抛弃落伍者。

从拼创意到转思维
2015 年 5 月，人民日报曾刊登了 4 个整版的特别
广告：偌大的报纸版面，除了一个微信二维码之外，
其余空空如也。对报纸广告和平面媒体营销而言，这
显然是一次破天荒的操作。随之而来的社交媒体上的
刷屏和好评，印证了跟上互联网浪潮的传统行业也能
再焕发青春。
技术的创意加思维的转变，是传统企业免遭淘汰
的秘诀。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有一句话：“没
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传统企业也好、互
联网企业也罢，都是时代的企业。企业只有不断拥抱
变化、自我进化，才可能获得持续成功。”
海尔作为中国传统家电行业的领军企业，是互联
网战略转型大战难得的赢家。2013 年，海尔集团连锁
店裁员 3 万人，并将各产品线组织打散，化整为零，给
予这些小微组织自主注册公司的权限，鼓励有能力的
海尔员工“人人创业，自主创新”。如今，海尔集团已经
从家电制造者，转变成为了并联平台生态圈的创造者。
相比之下，传统邮政仍然沿用“邮递单据，货物
自取”的业务模式，所以才涌现出了顺丰、申通等快
递公司来分一杯羹。没有改变，原地踏步等于退步。

陈

纵贯沙漠数千公里的河流、随风摇曳的古老三桅帆、
树影婆娑的棕榈林、日出清晨的波光粼粼、日暮黄昏的渔
歌唱晚……这一幕幕绘就了尼罗河明媚的景致。
笔者是乘坐埃及的游轮畅游尼罗河的，这也是大多数
游客选择的亲近尼罗河的方式。在两三天的航行中，既可
以领略尼罗河的秀美，也可以在游轮停泊码头时，上岸参
观埃及的各大古迹。
提到璀璨的古埃及文明，一定绕不开尼罗河。据古希
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尼罗河两岸的农夫，每年只需
等河水自行泛滥出来，流到田地上灌溉，灌溉后再退回河
床，然后把种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让猪上去踩踏这些种
子，便可等待收获了。”
在生产技术低下的古代，这种靠老天帮忙便可轻易获
取丰硕果实的方式，令古埃及一片繁荣，尼罗河流域也成
为世界文明的发祥地。数千年来，埃及人对尼罗河一直顶
礼膜拜，视它为“天赐圣河”。
笔者在畅游途中，听到了一则动人的传说：很久很久
以前，女神伊兹斯与丈夫相亲相爱。一日丈夫遇难身亡，
伊兹斯悲痛欲绝，泪如泉涌，泪水落入尼罗河中，致使河水猛
涨，造成泛滥。每年的 6 月中旬，埃及人都为此举行盛大的尼
罗河泛滥节，又名“落泪夜”，以此寄托对尼罗河深深的情感。
尼罗河带给了当地人民无与伦比的艺术创造力，并为
建造金字塔和神庙提供了运送石料的便利。两岸耸立的古
迹令世人叹为观止，河的下游散布着约 80 座金字塔，如胡
夫金字塔、海夫拉金字塔等。还有众多神庙，如阿布·辛贝
勒神庙、卢克索神庙、科翁坡神庙、女法老神庙等。一边
畅游尼罗河，一边欣赏这些伟大的古
迹，在河水的曼妙与古迹的壮阔间游
移，欣赏两者截然不同的美，能让身
心得到文化的滋养。
美丽的尼罗河自南向北贯穿非
洲，最终注入地中海。在撒哈拉沙漠
和阿拉伯沙漠的合抱中，狭长蜿蜒的
河流就像沙漠中的绿色走廓，充满着
扫描二维码获取
无限的生机。
更多资讯

互联网大咖

萨弗拉·卡兹：

秀

硅谷“金算盘”
海外网

中国网剧进入全球 190 余国

婕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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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刮起网络文学翻译风

网络“造船”掀文化出海热
本报记者

”精耕细作“海外热捧
日前，中国网剧 《白夜追凶》 的海
外发行权被曾推出过 《纸牌屋》 等精品
剧集的国际主流视频网站网飞买下，该
剧将在全球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这
也是中国首部在海外大范围播出的网络
剧集。除了 《白夜追凶》，近一年来已经
有多部国产网剧出售其海外版权。有评
论认为，随着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影视市
场上实现由“大买家”向“大卖家”的
转变，中国剧集步入“精耕细作时代”。
进入“精耕细作时代”的不仅有网
剧，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的风
靡，让许多观察家们直呼“看不懂”。比
如，“武侠世界 （WuxiaWorld） ”是一家
创立于北美的中国网络文学翻译网站。
据不完全统计，该网站已拥有近 400 万日
活跃用户，读者分布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其中北美读者约占 1/3。另据不
完全统计，全球自发翻译并分享中国网络
小说的海外社区、网站已超过百家，读者
遍布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被翻译成十
余种语言文字。有人甚至将中国网络文
学与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韩剧并称为
“世界四大文化奇观”。
为什么短短几年时间，中国文化产
品在海外市场的表现就实现了突飞猛
进？因为互联网是天然的“造船厂”，造
出了大大小小的船只，既舶来外国文
化，也把中国文化产品送到全世界。网
剧导演沙漠认为，网剧近年来的蓬勃发
展与如今“互联网+”的时代背景有很大
关系，过去中国影视界一直在追赶好莱
坞的步伐，而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让中
国的网剧发展得以与好莱坞的步伐比肩。

卢泽华

近来，文化“走出去”的号角越吹越响。借助
互联网渠道优势，中国精品文化面向海外市场展现
出强劲走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中外人
文交流。作为一个畅行世界的传播平台，互联网有
望将中国文化带上驶向世界的快车道，用传统文化
打造文化精品，进一步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打造网络文学精品
无论是网络文学，还是影视剧，其
在海外互联网上的流行均有一定的“自
发性”。而如何通过产业升级将这些“自
发性”转化为规模优势，则是中国互联
网业界经常思考的问题。
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翻译热潮，促
使中国网络文学运营者瞄准了海外市场
这片热土。其中，网络文学平台阅文集
团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作为中国最大的
正版数字阅读平台和文学知识产权培育
平台之一，阅文集团拥有 1000 余万部作
品储备、近 700 万名创作者，覆盖 200 多
种内容品类，触达数亿用户。
2017 年 5 月，阅文集团推出了英文网
站及移动平台起点国际 （Webnovel），旨
在为海外读者提供最全面内容、最精准
翻译、最高效更新及最便捷体验。截至
目前，已上线了 100 余部作品，包括多部
中英文版本同步首发的作品，累计访问
用户达到 900 多万。同年 8 月，起点国际
正式宣布与北美知名中国网文英文翻译
网 站 “ 引 力 小 说 ”（Gravity Tales） 达 成
合作，协力推动中国网文海外传播迈向

正版化、精品化。
在阅文集团原创内容部总经理、起
点中文网总编辑杨晨看来，网络文学是
极少数能够形成海外用户自发传播的中
国互联网文化产品之一，其受欢迎显然
不 是 偶 然 现 象 。“ 网 络 文 学 是 非 常 典 型
的大众文化产品，而互联网时代全球用
户的共性越来越突出，网络文学高度凝
聚这种共性，这是我们成功的核心原
因 。” 杨 晨 对 本 报 记 者 表 示 ， 海 外 自 发
的翻译，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网络文
学作品在海外具有较高的受欢迎程度和
文化生命力。
“目前起点国际网站内容主要是英文
译文，未来将通过与本土互联网平台合
作，提供泰文、韩文、日文及越南文等
多版本的中国网络小说译文，持续拓展
海外市场。”杨晨说。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放眼全球，文化竞争力较强的国家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积极构建属
于自己的文化与审美标签。而对于中国
文化产业界而言，如何通过互联网深挖
中国文化特色，打造文化精品，让中国

故事和文化审美更为世界欢迎，则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
“一开始，我们会觉得带有很强民族
特点或传统文化烙印的作品在海外的接
受度是有限的。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从实践经验来看，这样的作品在海外远
比我们想象的要受欢迎。”杨晨说，很多
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网络文学作品，在
全世界特别受欢迎。这些作品都带有很
深的中国神话传说、历史典籍的烙印，
这对我们文化“走出去”也有比较大的
帮助。
杨晨的观点在中国文化产业领域的
发展趋势中得到验证。近年来，中国文
化产业掀起一股“精品化”浪潮，许多
影视、网络文学、动漫游戏等运营者开
始跳脱出娱乐化的主线，深入挖掘中国
传统文化魅力，尝试开辟出一条“文化
精品上的新路”。
《折 扇》 是 腾 讯 发 布 的 一 款 游 戏 产
品，与其他网络游戏的“画风”不同的
是，这是一款以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及工
艺为主题的科普游戏产品。在这款游戏
中，中国传统折扇的精细 3D 模型被 360
度地拆分和呈现出来，用户可以动手从
选竹开始参与到制作成扇的 16 个步骤。
“我们去年跟故宫、敦煌合作，以传
统文化为基础，通过游戏技术，打造具
备现代科技感、时代感的产品，从而更
多更好地用多媒体方式展现中华文化魅
力，创造新的体验。”腾讯互娱自研和综
合市场部总经理侯淼对记者表示。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应该拥有
强大的文化自信。充分挖掘中国文化的
魅力，并通过完善的竞争机制去精选优
质内容，就能让这种文化生命力获得更
持久、更健康的发展动力。”杨晨说道。

1999 年入职甲骨文公司并担任高级副总裁，9
个月内提升为执行副总裁，2005 年到 2008 年担任
临时首席财务官，2011 年起担任正式首席财务官，
2014 年起担任甲骨文联席总裁……令人咋舌的升
迁速度背后，是萨弗拉·卡兹卓越的工作能力。
卡兹 1961 年出生于以色列霍隆，6 岁时与父
母移民美国，1983 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
商学院，1986 年又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取得
了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卡兹成为了美国华尔
街帝杰投资银行的一名银行家，并一步步做到了
高级副总裁的职位。
1999 年，卡兹加入甲骨文。甲骨文公司，是
当前仅次于微软的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卡兹在
推动甲骨文收购仁科软件公司的过程中声名鹊
起，这起高达 103 亿美元的并购案让人们见识到了
卡兹强硬的作风。卡兹在甲骨文的并购部门主导
了近 100 笔并购交易，总价值达数百亿美元，她
由此获得“金算盘”称号。根据 《财富》 杂志数
据，卡兹是全球薪酬最高的女高管，2011 年年收
入高达 5169 万美元。
卡兹并不像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那样为
大众熟知，但她却是埃里森最信任的帮手。埃里
森常说：“如果我明天暴毙，那么卡兹将会是甲骨
文的首席执行官。”曾经有一次，甲骨文召开重要
会 议 ， 埃 里 森 和 其 他 30 名 高 管 均 出 席 了 此 次 会
议。但是，没过多久，埃里森就显得有些心不在
焉，他起身离开会场，借口说他还要赶赴另一个
更重要的会议。卡兹立即从座椅上跳了起来：“拉
里，你不能离开。这次会议很重要。我知道你是
有时间坚持把会开完的。”埃里森听完，只得回到
了座位上。在甲骨文，还没有其他人敢这样做。
2014 年拉里·埃里森正式退居二线。甲骨文在
卡兹的领导下，依然有声有色。甲骨文的工作并
不轻松，但卡兹仍然兼任另一份工作——斯坦福
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会计学讲师。精力充沛
的女“超人”，总能带给人们新的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