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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硅谷的“创投
教父”，是知名在线支
付服务商贝宝 （Payp-
al） 的联合创始人，是
投资了脸书、爱彼迎等
公司的著名风险投资家
…… 他 就 是 彼 得·蒂
尔。他身上有许多标
签，但鲜为人知的是，
蒂尔还是一名出色的国
际象棋手：6 岁开始下
国际象棋，曾是美国年

龄21岁以下棋手中段位最高者之一。也许正是象棋思维
指导着这个风投奇才一步步征服硅谷。

蒂尔1967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幼儿时期随父母移民
美国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福斯特城长大。蒂尔的大学时
光在斯坦福度过，先后拿到了哲学学士和法律博士学位。

蒂尔最初的梦想是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书记员。但
这个职位选拔十分严格，每年，只有十几个法学院的学
生能够脱颖而出。蒂尔曾得到过一次宝贵的面试机会，
但遗憾的是他失败了。“那时候，我备受打击，意志消
沉”，他在风靡全球的商业书籍 《从 0 到 1：开启商业与
未来的秘密》中这样写道。

梦想破灭后，蒂尔投身风投界。通过在瑞士信贷集团
从事衍生品交易，挖掘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也为后来创
立贝宝打下了基础。1998年，蒂尔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创
立了贝宝，并带领贝宝上市。从此，蒂尔登上了硅谷的舞
台中央。2002年，贝宝以15亿美元的价格被亿贝（eBay）公
司收购。此后，他又陆续创立了对冲基金克莱瑞姆（Clari-
um Capital）、大数据分析公司帕兰提尔（Palantir）；用50万
美元获得脸书 10%的股权，成为脸书的第一位外部投资
者；成立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投资“真正的创新公
司”……他在资本市场的“棋盘”上步步为营，“下”的各个

“棋子”也令他赚得盆满钵满。
作为一名风险投资家，蒂尔还着迷于一项任务，那就

是帮助人类抗击死亡。蒂尔在生物科技领域已投资了数
百万美元。“人们总说，应该把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来生
活。我认为，应该把生活过得像永远不会结束一样，每天
都是如此美好，以至于你不想让它结束。”蒂尔说。

个人信息成了“唐僧肉”

“偷偷往你账户塞了 30 元红包，今天中午吃点好
的。回T退订。”

“七周年特惠，品牌上新，半价秒杀，最后四小
时，点击开抢！”

“恭喜您获得50000元现金贷额度，无需上门，最
快2小时放款。”

骚扰电话和推销短信随时随处可见，已经成为社
会的一大公害。《2017 年中国手机安全状况报告》 显
示，近 5年来，垃圾短信数量尽管有所下降，但总量
仍然惊人。“网络时代，到底去哪里才能安放我的信
息？”网友的感慨，实际上是信息时代的普遍焦虑。

“骚扰电话和短信是一种不可预期的烦扰，严重侵
害公众的安宁权。并且，个人信息的泄露为不法分子
准确、定向犯罪提供了可能，提高了犯罪的针对性，
对社会公共生活和安全的威胁明显增加。”武汉大学法
学院教授孙晋说。

此前，中国互联网协会曾发布 《中国网民权益保

护调查报告 （2016）》，报告显示54%的网民认为个人
信息泄露严重，其中21%的网民认为非常严重，84%的
网民亲身感受到了由于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不良影
响。《报告》 还称，仅从 2015年下半年到 2016年上半
年，我国网民因为垃圾信息、诈骗信息、个人信息泄
露等遭受的总体经济损失就高达915亿元。

个人信息成了“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口。“大数
据时代，很多人通过钻‘大数据’和‘个人信息’界
定模糊的空子，用大数据做幌子，散播或者倒买倒卖
个人数据。”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研究员朱巍表
示，目前贩卖个人信息、“精准推销”或“精准诈
骗”，已形成一条地下灰色链条。

惩治贱卖信息的“黑手”

其实，骚扰信息的相关治理一直在跟进。5 月 1
日，《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正式实施。更
早以前，2017 年 6 月 1 日，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但
由于信息泄露渠道多、窃取行为成本低、违法追查难
度大，很多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铤而走险。有专

家指出，最关键的是要治理信息泄露的源头。
由于信息保护需要增加成本，一些平台和商家并

不愿意花太多心思。一方面，面对系统漏洞熟视无
睹，给企业“内鬼”可乘之机，形成灰色产业链。另
一方面，部分平台和商家隐私条款极度不透明，“绑
架”了用户的选择权。去年，有媒体发布1000家常用
网站和 APP 隐私政策透明度报告。结果显示，没有 1
家能够达到透明度高的标准，而透明度较低和透明度
低的平台个数加起来多达806个，超过总数的80%。

“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在于平台提供者，他们不
但是搜集个人信息的主体，还负责信息流通的渠道，
可通过广告联盟、用户画像等方式发送精准广告。”朱
巍认为，平台提供者需认真落实网络安全法的要求。

天网恢恢。今年 5 月底，深圳开展第六次打击整
治骚扰信息违法犯罪行动，查处缴获涉骚扰信息违法
犯罪窝点 24个、非法公民个人信息 139万余条。北京
5 月份也开展打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刑拘
138 人。江苏常州去年挖出一条巨大个人信息黑市交
易链，抓获48名内鬼和82名中介商。惩治“黑手”力
度越来越大。

守住尊重知情权的“底线”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互联网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
主任薛虹介绍，网络安全法对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制定
了明确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加快了立法进程。“全
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的电子商务法草案中，关于个
人信息安全的内容在各个章节都有具体规定，还有一
些制度创新和要求，比如个人信息泄露发生时，平台
或商家要履行告知受害者的义务等。”

不堪其扰下，公众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维权意
识正在迅速增强。根据企鹅智酷发布的《2018年中国
网民受骗与维权调查报告》，七成受访者希望进一步揭
露违法收集个人信息的黑心企业。一旦遭遇信息诈
骗，选择投诉曝光的受访者比例从去年的 58.7%提升
到 83.1%。那些在个人信息保护上不思进取、企图继
续钻空子的企业，迟早会被市场淘汰。

有学者指出，个人信息的隐私权是“尊重、友谊、爱、
信任和个人自由的根本”，同时也是“在互联网和现实两
个社会里维持文明与尊严的基本方式”。企业收集和使
用个人信息，必须征得消费者同意，尊重消费者知情权，
这个基本底线不能突破。那些不注重用户个人信息保
护的企业，都会遭遇信任危机。从去年底支付宝年度账
单授权漏洞事件，到今年海外社交网站脸书 5000 万用
户数据泄露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

区块链成产业链

区块链在中国“落地”的时间并不长，却在短时间内
迅猛发展。证券交易、电子商务、物联网、社交通信……
区块链技术正逐渐下沉到人们工作生活的各个场景。

日前，《2018中国区块链产业白皮书》（简称《白皮
书》） 在北京发布，《白皮书》 总结了中国区块链产业
发展几大特点：区块链产业生态初步形成，方兴未艾；
地域分布相对集中，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区块链应用呈
现多元化，从金融延伸到实体领域；实现“协作环节信
息化”，助力实体经济降成本提效率；产业政策体系逐
步构建，产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据外媒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库显示，区
块链领域的专利申请在2017年增加了两倍，其中超过一
半来自中国。中国在 2017 年共申请了 225 项区块链专
利，属全球最高。而在 2016 年，这个数字还仅为 59
项。数据还显示，在2017年申请区块链专利的机构中，
9家机构里有6家来自中国。

总体而言，中国区块链产业生态初步形成。截至
2018年3月底，中国以区块链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数量达
到456家，产业初步形成规模。从上游的硬件制造、平
台服务、安全服务，到下游的产业技术应用服务，再到
保障产业发展的行业投融资、媒体、人才服务，各领域
各行业已经基本囊括在内，区块链产业链条已经形成。

顶层设计定标准

2017年以来，比特币、以太币等“代币”打着ICO
（首次代币发售） 旗号搞非法融资，成为部分投机者圈

钱的工具，也引发了人们对区块链技术应用的思考。
对此，央行等七部委及时出击，发布了《关于防范代

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指出ICO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
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政府的及时监管，让区块链发
展逐渐趋于理性。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所
长、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常务副理事长何宝宏认为，中国
区块链产业发展正在进入“脱虚向实”的正轨。

在近日举行的第 20 届中国科协年会上，阿里巴巴
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再次谈到了比特币与区块链。马云
对于区块链持积极态度，但并未将区块链视为一个金
矿，他认为区块链将会是发展数字金融的有效工具，并
将为数字时代的隐私和安全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信息服务业
处副处长李琰透露，中国已开始着手建立区块链国家标
准，计划从顶层设计推动区块链标准体系的建设。他表
示，工信部将继续推动区块链核心基础技术的研究，推
动政产学研平台的搭建，促进区块链应用逐步落地，构
建包含可信区块链标准在内的标准体系，引导行业良性
健康发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提升中国在区块链领域
的国际影响力。

人才缺口待补足

今年初到 5 月中旬，领英上大约有 4500 个标题为
“区块链”的职位空缺，这比2017年全年的总数增长了
151％，2016年此类职位空缺数量仅为645个。

国内某招聘平台发布的数据也显示，区块链招聘相
关岗位需求自2017年下半年开始快速增长，2017年11月
进入第一个明显爆发点。2018年前两个月，区块链相关
人才的招聘需求同比增长9.7倍。同时，发布区块链相关

岗位的公司数量同比增长4.6倍。除了需求旺盛外，区块
链行业人才的平均薪酬也相对较高，达到2.58万元。

业内人士指出，区块链的发展仍然处于初期阶
段，而区块链技术也远远没能达到成熟，区块链的发
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现在国内区块链整个行业
人才缺口在 50 万人以上，原因是很多高校没有设置区
块链专业，或者没有针对区块链行业进行人才培养的
计划。”电子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心办公室主
任李长春认为，高校专业设置滞后限制了中国区块链
产业的发展。

“区块链的人才缺口不仅仅在技术岗位，在运营人
才、管理人才、社区运营专家等方面也存在大量缺口。这
样的人才需要我们共同培养。”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区块链
专业委员会执行秘书长高斌说，目前，“90后”已经成为产
业发展的主力军，他希望“90后”能主动地去参与到区块
链行业的各个环节中。何宝宏也认为，区块链人才成为
行业发展关键，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是大势所趋。

本报电 用声音传诵经典，借助互联网多平台传播中
华文化之美。6月18日端午节当天晚上，《声动中国·艺术
名家端午诗歌朗诵音乐会》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

该朗诵音乐会由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陈
铎艺术创作室出品制作，华视嘉德国际文化传媒 （北
京） 有限公司朗诵会互联网艺术平台承办，北京市国有
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支持。据悉，“声动中国”是北演
公司在“中国传统节假日演出系列”中首次加入的端午
节演出项目，特邀陈铎及数位朗诵界嘉宾演出。朗诵音
乐会通过讲述屈原波澜壮阔一生，展现历代爱国诗人的
篇章。当天，朗诵会互联网艺术平台将同步向爱好朗诵
的网友进行直播。 （李 力）

有数据显示，微信公众号的
打开率在下降，但这似乎并没有
阻挡越来越多人投身自媒体内容
创业的脚步。前些日子，981个公
众号打包卖到38亿的“天价”，足
以显示出当今自媒体平台的火爆
场面。

近年来，自媒体行业经历了爆
炸式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
过自媒体公众号点评时下热点。
然而，有不少自媒体人并没有职业
操守，利用平台散发“毒鸡汤”、谣
言，甚至刊登一些黑稿。

某微信公众号曾是自媒体的
大号，却发表了 《托你们的福，
那个杀害空姐的司机，正躺在家
数钱》 一文，因引起网友的强烈
反感与谴责，最终被永久关闭；
某微博博主拥有大量粉丝，却在

“慰安妇”问题上认知出了偏差，
也被舆论批判。

接连发生的自媒体舆论事件，不得不让人
反思：内容创业，究竟应该如何来做？

内容创业，顾名思义，内容应为核心。但并
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拿来做文章，内容创业者
不能以迎合低级趣味来达到吸引流量的目的。

互联网需要内容，但需要的是优质内容，
而不是污浊的杂音。

低俗内容要清除，另一种方式的内容营销同
样要引起警惕。现在的知识付费课程可谓满天
飞，好像不花钱听几节课就会落后大家一大截。
但收费的课程质量有保证吗？真的符合大家的
需要吗？有些知识付费课程哗众取宠，靠制造焦
虑、贩卖焦虑来填补人们无处安放的焦虑。

因此，应该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欢迎优质内容
的氛围，而不能陷入“劣币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内容创业者应当主动满足大家对优质内容的需
求，内容平台也有责任引导大家选择符合自身需
求的优质内容，而不是只会在旁边“隔岸观火”。

无论在哪个行业，都需要以德为先，都要
有一份职业操守，而不是通过猎奇、极端的言
论来博眼球。内容创业，尤当如此。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公安局反诈骗中心民警正在对收缴的赃物进行清点。 朱建英摄（人民图片）

网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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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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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动中国端午朗诵会将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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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露似乎已是见怪不怪泄露似乎已是见怪不怪，，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为何一直在跟进的相关治理措施效果不明显为何一直在跟进的相关治理措施效果不明显？？如何才能阻止个人信息如何才能阻止个人信息““被被

卖卖”，”，让人们享受安宁清心的正常生活让人们享受安宁清心的正常生活？？

玩转区块链 技术是关键
海外网 崔玉玉

什么是区块链什么是区块链？“？“简单地说简单地说，，区块链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数据库区块链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数据库。”。”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
究员何飞这样解释究员何飞这样解释。。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表示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表示，，区块链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区块链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

严监管，防风险 尹志烨作（人民图片）严监管严监管，，防风险防风险 尹志烨尹志烨作作（（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