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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秀

艾迪·库伊是苹果公司互联网软件与服务
业务高级副总裁，监管着苹果公司的众多内容
商 店 ， 包 括 苹 果 的 在 线 音 乐 商 店 （iTunes
Store）、电子书商店 （iBooks Store）、苹果音
乐 服 务 （Apple Music）。 还 负 责 苹 果 支 付

（Apple Pay）、苹果云 （iCloud） 等服务。
对了解内情的人来说，库伊还是苹果公司

的“救火队长”。库伊是古巴裔美国人，1964
年出生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库伊的大学时
光在杜克大学度过，在那里他获得了计算机
科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并与他的妻子宝拉
结缘。后来，他的两个儿子也都进入杜克大
学学习计算机科学。

库伊在 25岁时入职苹果公司，早期曾担任
软件工程与客户支持团队经理。他在后来苹果
在线商店、在线音乐商店和在线应用商店的推
出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库伊还曾根据自
己的使用体验，建议乔布斯推出小尺寸的苹果
平板电脑，但当时乔布斯并不认同他的观点。
直到蒂姆·库克接任苹果首席执行官后，库伊的
想法才得以实现。

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员工曾这样评价：库
伊与乔布斯相似，比起管理者，他更像是个
战术家、策略家。他常常埋头苦干，集中精
力解决当务之急，并逐渐明确下一个要发布
的产品。

乔布斯非常信任库伊，经常将“烂摊子”
交给他处理。库伊在苹果的“一举成名”是他
令看起来毫无希望的产品——在线同步服务

（MobileMe）“起死回生”。
2008 年，库伊接下在线同步服务这个“烫

手山芋”后，将它改造成了大受欢迎的苹果云
服务。库伊也因为这项工作得到了“救火队
长”的外号。

2015 年，苹果公司在推出在线音乐流媒
体服务时，原计划为用户提供三个月的免费
试听，且在此期间不为歌曲支付版税。此举
招致了包括著名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在内的音
乐界人士的广泛抗议。“救火队长”库伊迅速
进行危机公关，表示苹果公司将会为歌曲支
付版税，并打电话给斯威夫特取得了对方的
谅解。

如今，这位苹果高管和家人住在加利福
尼亚州洛斯阿图斯，甚少出席硅谷的社交派
对，二人保持着低调的生活。

互联网生活很“潮”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现，父母如今爱上了智能手机，
不仅会上网冲浪，而且会玩直播、录小视频、玩游戏。智
能手机以及移动互联网正迅速改变老年人的生活。

有几组关于老年人的数据能够印证这种变化：据全国
老龄办最新统计，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
口达 2.4亿，占总人口比重达 17.3%，平均近 4个劳动力抚
养 1位老人。另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 2017

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 7.72 亿，其中 50 岁以上群体占
10.4%，中老年人正成为网络世界里最大的新增群体。可
见，中国老人数量的增多，相对应地带动了老年网民数量
增加。

那么，老年人的互联网生活究竟什么样？他们关心
什么？《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下称 《报告》）
显示，总体上，老年人的互联网应用集中于沟通交流和
信息获取方面。看视频、手机支付、手机导航、打车服
务以及微信小程序等网络便捷功能也渐渐融入到老年人
生活当中。同时，老人使用电商平台进行网购的数量和
消费额正在快速增长，成为潜力巨大的消费群体。

此外，老年人上网时的情感和沟通需求更加突出。《报
告》显示，老年人在网络上浏览的内容排名最靠前的是与
慰藉心灵、调节情绪有关的心灵鸡汤和幽默段子。业内人
士表示，这是他们内心渴望与外界建立信息联系、进行情
感交流的集中表现，子女应该反思给父母的关爱是否偏少。

数字鸿沟很大

《报告》同时显示，老年人在信息甄别方面仍处于相对
弱势地位。数据显示，67.3%的中老年人有过在互联网上受
骗的经历。诈骗信息类型排名前三位的是免费领红包、赠
送手机流量和优惠打折团购商品，而诈骗的渠道主要是朋
友圈、微信群以及微信好友。报告认为，老年人虽然具有
一定的网络安全意识，但交易能力和信息创造能力偏低，
信息甄别能力急需加强。

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会发语音、会抢红包、会在
朋友圈点赞的老人，在共享单车、移动支付、智能可穿戴
设备等互联网深度交互领域却并不在行。很多老人面临新
烦恼：到医院排了半天队才发现专家号早就在网上预约完
了；经常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数字鸿沟正在成为老人们
安享幸福生活的拦路虎。

武汉大学发布的 《中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情况调查报
告》 显示，使用互联网时遇到困难的老人比例超过了八
成。他们遇到困难的主要原因有：缺乏必要的科技和互联

网知识；学不会智能设备和应用的复杂操作；年龄渐长对
新事物的接受能力降低；内心恐惧、抗拒；缺少学习的机
会和场所等。

可见，造成老人使用网络困难的客观因素比主观因素
多。这说明，与其说老人不愿意“赶潮流”，不如说信息化潮
流来得太快太猛，让老人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

专家表示，老年人的互联网生活表征和机制更加复
杂，与老年人的生理特征、生命周期特征、社会经济地位
有关，也和老年人对互联网的认知、理解有关。有数据显
示，54.4%的老年人对互联网持有开放的认知和态度，而对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越认同、对自己能力越自信的老年人，
掌握的手机功能越多、行动能力越强。

让老年人不掉队

展望未来，人口老龄化和生活网络化将成为中国社
会的重要趋势，前者催生了数以亿计的老年人，后者成
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何让老年人在互
联网时代不掉队、实现智慧老龄化是一个需要深思的议
题。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表示，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老年
人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客观条件差距带来
了互联网参与度的不同。如何填平网络社会的鸿沟，让连
接带来的幸福惠及老年人，是企业和社会应该持续努力去
思考和推进的。

业内人士建议，互联网企业应创建“容错型”互联
网交互机制，融入方便操作、容易识别、允许犯错、有
效撤回的设计理念，保护老年人权益。同时，努力提升
老年人网络素养，形成家庭和社会立体支持体系。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认为，要
帮助提高老年人口的信息化应用能力，增强他们通过信息
化服务和产品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老人自身需要树立终
生学习观念；子女、社会性教育机构和社会组织要共同承
担好文化反哺责任。同时，智慧老龄化社会对产业形态和
社会生活方式都提出新要求，这是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政
府和企业都大有可为。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马女士的经历就是当下很火热的“在线问诊”，互联
网时代下医疗新业态的一种。除此之外，健康咨询、预
防保健、预约就诊、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医保联网
异地结算等，现在也都逐渐成为可能，给百姓生活带来
极大便捷。而这些服务，都离不开健康医疗大数据的支
持。

健康医疗大数据是指涵盖人全生命周期的多方面数
据的汇聚和聚合，既包括个人健康，又涉及医药服务、
疾病防控、健康保障和食品安全、养生保健。它几乎涵
盖了现代社会主要的行业产业领域，包括医疗服务、健
康管理、饮食 （食品卫生营养）、环境、养老保险、医
养结合等。

“风口”够大，健康医疗大数据以新兴产业的姿
态，紧随互联网经济升温，并逐步渗入医疗改革和健康
管理的内核，甚至有人提出将颠覆传统模式。以国家健
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与产业园建设试点城市厦门为例，到
2018 年底，厦门将基本建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结构合
理、功能齐全的大健康医疗产业体系，健康产业规模将
达到 600 亿元，并力争将这一产值在 2020 年底增加到
1200 亿元。

正如中国卫生信息学会会长金小桃所说，发展和应
用好健康医疗大数据，是创新推进医疗卫生领域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民生工程，有利于激发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动力和活力，有利于带动健康产业发展、增
加有效供给，有利于促进培育新业态、形成新的经济增
长点。

从治病为主到健康为主

“医疗大数据发展到下一步，希望能分析住院病人生活
习惯对疾病造成的影响。此外，从社区层面，希望能够通
过大数据分析，让社区医生介入，将预防做在前，实现从
治病为主到健康为主的转变。”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梁晓峰
认为，构建“健康中国”，最根本的是要提升民众获取健康
信息、维护个人和家庭健康的能力，通过健康医疗大数
据，这样的期望将变成可能。

大数据将给个人健康医疗提供最全面的记录。从尚在
母亲子宫的胎儿到出生成长，从围产期保健到新生儿检
查、成年人定期体检，直至临终关怀，人生中所有的医疗
健康数据都被存储记录下来，为医生的诊断提供参考——
大数据让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成为可能。

“把个人就医的数字医学足迹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有
利于构建一个预防、治疗、康复和自我保健管理一体化的
电子云服务。”国家卫计委规划司副司长张锋说，到 2020
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城乡居民拥有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和
功能完备的健康卡，适应国情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
模式基本建立。

未来，随着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的进一步规范、发
展，医药、金融、物流、养老、保险、教育、健身等相关
产业的产能将得到空前释放，为健康产业带来升级。

严把医疗信息安全关

健康医疗大数据在给百姓和相关产业带来巨大红利的
同时，公民隐私信息的保护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个人
的健康医疗信息最为敏感，必须依法进行严格管控保护，
绝不能公开或泄露，相关部门一定要加强应用安全风险评
估和防范。

具体怎么做？业内专家建议，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建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注重内容安全和技术安全。
其次，进一步探索大数据的集存、收集、挖掘分析模式，
使居民个人信息在得到很好保护的前提下再被使用。比
如，在将数据用于某种疾病的信息挖掘时，提前进行“脱
敏”和“去标识化”处理，去掉所有对个人隐私产生影响
的内容，相当于给信息的主人蒙上一层面纱。

而对于医生执业信息的核准、医生准入机制的完善、
线上医疗行为的重点监控、电子处方和药品回扣的监管等
难题，专家认为，关键是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用多项制
度层层把关。银川市的经验值得借鉴。近年来，银川市政
府引进17家互联网医疗企业建立的互联网医院，开展远程
专家门诊等服务。对这些互联网医院的经营者、医生、病
患等，银川市建立了诚信档案和黑名单制度，加大失信行
为曝光力度，强化失信联合惩戒，增强信用管理威慑力，
构建了一个“让守信者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寸步难行”的
信用体系。

涵盖全生命周期 联通大健康产业

大数据伴君一生保健康
本报记者 汪灵犀

艾迪·库伊：

苹果的“救火队长”
海外网 周 璇

患者马女士被检查出纵膈淋巴结肿大患者马女士被检查出纵膈淋巴结肿大，，基本排除了肺部恶性肿瘤的可能基本排除了肺部恶性肿瘤的可能，，但却无法明确病因但却无法明确病因。。在主管医生的帮在主管医生的帮

助下助下，，马女士通过互联网问诊平台申请了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的远程专家门诊马女士通过互联网问诊平台申请了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的远程专家门诊。。远程门诊专家看了当地医生上传的远程门诊专家看了当地医生上传的

病历资料病历资料，，初步判断患者的问题是结核病引起的初步判断患者的问题是结核病引起的。。马女士说马女士说，，在网上看北京的大专家在网上看北京的大专家，，只用了不到半小时只用了不到半小时，，这要是这要是

去趟北京去趟北京，，增加交通住宿成本不说增加交通住宿成本不说，，现在还不知道挂没挂上号呢现在还不知道挂没挂上号呢。。

快速拥抱互联网 甄别能力待提高

老人如何安享数字时代生活？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如今，老年人使用微博、微信早已不是稀奇事

儿，甚至在一些直播平台上还涌现出教大家烹饪、

制衣的老年“网红”。信息时代的到来让老年人加

速拥抱互联网。然而，由于网络信息良莠不齐，诈

骗花样百出，一些老年人难以分辨，一不留神就成

了受害者。让老人安享数字时代的幸福生活，就应

该构建老年人友好型网络社会，让老人不掉队。

老人在学预防电信诈骗的知识老人在学预防电信诈骗的知识。。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欣欣摄摄

本报巴黎电 “一带一路”
合作、人工智能、数字网络技
术成为中欧企业家峰会热议话
题。6月 4日，第九届中欧企业
家峰会在法国巴黎启动开幕。
会议历时两天，中国与欧洲政
商500多人参会。

“在人工智能、数字网络技
术、航空、核能等领域，中欧
双方可以强强联合，实现互利
共赢。”中国驻法国兼驻摩洛哥
大使翟隽在致辞中表示，今年
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今天
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
大货物贸易国，中国经济连续
多 年 对 世 界 增 长 贡 献 率 超 过
30%。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
伴和第一大技术来源地，中欧
互为重要投资伙伴，加强合作
将会实现双赢。

法国前总理、法国国会荣
誉会员、中欧企业家峰会联合
主席让·皮埃尔·拉法兰，中国
对外经贸部前副部长、中欧企
业家峰会联合主席龙永图，中
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董事
长朱碧新，福耀集团董事长曹
德旺等在峰会上做了演讲。

一年一度的中欧企业家峰
会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
下，深化中欧商务交流合作、
传承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企业家精神、推
动企业国际化升级的重要平台。

中欧企业家峰会创办于 2008 年，此前
已在伦敦和巴黎成功举办8届。

（程韵如 陆欣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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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网直击

工作人员正在向医疗大数据系统内录入病例。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