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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伊·帕里克自 2009年 11月以来一直担任 Facebook （脸书）
的基础设施工程副总裁。他负责领导软件开发和运营工作，致力
于扩展 Facebook 的基础设施，以支持其全球数百万用户、开发
人员和合作伙伴。同时，帕里克还担任其他几家早期公司的技术
顾问，并申请了几项美国专利。

他毕业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和州立大学，毕业后一直在
Facebook从事工程和数据隐私方面的工作，被誉为“Facebook崛
起背后的数据英雄”。

帕里克的工作是负责监控 Facebook 的硬件和软件设施是否
正常工作。帕里克的秘书每天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访问帕里克
的Facebook，然后在那里留言。如果帕里克没有即时收到Face-
book的推送，就说明 Facebook的网络出了什么问题，而帕里克
就要负责找到问题所在并解决。由于 Facebook 的系统结构过于
庞大，要找到问题的所在可谓相当复杂。

为此，帕里克和他的团队搭建了一个名为Scuba （计算机专
用词汇） 的工具。该软件平台能够帮助 Facebook 的工程师即时
发现并分析公司数据库所存在的问题。Scuba作为一个内存数据
库，能够将数百个服务器的数据存储在高速内存系统中，方便工
程师们即时调取数据库中的数据。

帕里克表示，通过Scuba，可以对公司的基础设备进行动态
的监测。例如服务器工作状态如何，网络状态如何，不同软件系
统之间如何互动等。因此，“如果没有即时收到关于秘书访问
Facebook的推送，就需要看看Scuba了。”

2016 年，由于正在开发视频直播和虚拟现实产品，Face-
book 需要手机数据网络变得更好、更快。帕里克表示，这些
身临其境的体验即将到来，不仅为电信运营商带来好处，
Facebook 也将从中受益。Facebook 希望确保这些电信运营商能
够提供所有视频和虚拟现实内容，让这些内容在 Facebook 上
呈现。

Facebook于2018年5月初宣布了大规模的架构重组，对几乎
所有主要产品团队任命了新的负责人。帕里克被任命负责工程和
隐私保护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他从事多年的领域。考虑到Face-
book当时发生的Cambridge Analytica（英国数据分析公司） 数据
泄露丑闻，帕里克的这个职位显得更为重要。

杰伊·帕里克：

数据隐私的建设者
海外网 秦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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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秀互联网大咖秀

热柠檬水能抗癌，治愈率
75%的抗癌神药上市了……过
去的 2018 年，充斥于网络的
这类信息或许你并不陌生。它
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称：网络
谣言。

近 日 发 布 的 《2018 年 网
络谣言治理报告》 显示，微
信平台 2018 年全年共拦截 8.4
万多条谣言，辟谣文章阅读
量 近 11 亿 次 。 该 报 告 还 指
出 ， 食 品 安 全 、 医 疗 健 康 、
社会民生等领域的信息均是
谣言“重灾区”。这一报告提
醒人们，在漫无边际的网络
空间中，网络谣言仍是不容
忽视的问题。

互联网的普及为谣言的滋
生提供了新的温床。网络谣言
大行其道有多方面原因。首
先，互联网的无边界性、即时
性使谣言传播范围更广、扩散
速度更快，许多消息能在几小

时内传遍全网。其次，网络的低门槛、开放性使
各种消息都能得以传播，鱼龙混杂，而网络的匿
名性更使得传播者免于社会责任和法律义务的束
缚。最后，相关信息源的不透明、不公开也是造
成网络谣言滋生的重要原因。权威信息发布滞
后、发布机制不完善，给谣言泛滥以空间，于
是，网络成了谣言丛生的地方。在铺天盖地的网
络信息中，许多人防不胜防，纷纷“中招”，甚
至自身也成为网络谣言的传播者。

从 《2018 年 网 络 谣 言 治 理 报 告》 可 以 看
到，谣言“重灾区”大多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的内容。这意味着人们普遍缺乏较为权
威的关于卫生、食品、健康的科普平台。除了
与科学常识有关的谣言外，还有针对公民个人
的诽谤、针对公共事件的捏造等。“风起于青
萍之末”，这不仅会影响个人名誉，还会给正
常的社会秩序带来现实或潜在的威胁。这些
年，随着国家开展净化网络环境行动，严厉打
击网络谣言，网络生态环境有了明显好转。但
一些网络造谣者依然存在，网络谣言的土壤尚
未根除。

网络谣言的治理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努力。首
先，建立权威的信息发布平台，完善信息发布机
制，努力提高政府与相关部门的公信力。其次，
媒体作为信息的发布渠道和“把关人”，应当严
格核实信息，加强内容管理，减少“反转新闻”
的发生，不盲目带动舆论导向。此外，对于社会
大众来说，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获取信息时，不要
偏听偏信，也不要盲目传播，应当学会去辨别真
假信息，并积极地拿起法律赋予的权利举报网络
谣言，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这也是人们在互联
网时代应尽的义务。

电商：淡季变旺季

每年春节期间，都会有大量的流量
涌入。业内人士表示，想要在央视春晚
上投放广告，企业产品的日活跃用户数
量起码要达到 1 个亿。否则，广告出现
的瞬间，服务器就会瘫痪。日活跃用户
超过 1 个亿的淘宝成功投放广告，淘宝
的服务器容量也在“双 11”的基础上再

扩容。春晚过后，投放大量红包、明星
视频电话、开设亲情账号等春节限定活
动将春晚的流量继续留在淘宝平台上，
增强了用户黏性。

此外，生鲜电商在节假日期间表现也
十分抢眼，在家安静过年的用户有福了。
无需亲自跑腿，动动手指就能有新鲜的生
鲜产品送货上门。生鲜电商近年来发展迅
猛，正在悄然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春节
期间，人们对食品的消耗多于往日，这也

为生鲜电商提供了发展契机。
总体而言，如今的春节对各类电商平

台来说不再是淡季，而是实现日活跃用户
数量翻番、增强用户黏性的好时机。

短视频：流量快速涌入

春节期间，快手、抖音等短视频APP
（应用程序） 用户规模进一步增长，正在
改变网民春节社交娱乐习惯。

人们走亲访友、出门旅游，碎片化的
场景为短视频平台提供了发展机遇。各种
拜年短视频、发红包等新娱乐形式，为短
视频平台实现日活跃用户的增长提供了肥
沃土壤。

抖音还成为央视春晚社交媒体传播平
台，新的一轮“流量分销战”已经打响。
通过抖音的入口，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其
他产品也分到了春晚的一杯羹。1月，抖
音在升级私信功能的基础上，推出面向年
轻人、主打亲密关系的视频社交APP“多
闪”，主要功能包括随拍、自动联想表情
包、红包视频等。上线仅 24 小时，下载
量就突破百万。

多闪的火爆有迹可循。用抽奖拉动新
的营销手段，是字节跳动公司的拿手好
戏。抖音、西瓜视频和火山小视频都是靠
着直播答题的方式，在春节期间实现了用
户量的大规模增长。

“多闪”产品负责人表示，抽奖的另
一层目的是塑造一个视频社交场景，让用
户产生一种“大家都在玩，我也要玩”的
心理。然而，抖音、多闪能否借助春晚的

巨大平台实现自身的迅速扩张，备受人们
关注。

手游：新玩法新花样

除了电商、短视频外，玩手游也是春
节假期的主要休闲娱乐活动之一，尤其是
具有社交属性的手游更受用户喜爱。有数
据显示，带有社交属性的手游用户数量增
长更快。

互联网时代，手机已经成为人们出
门必不可少的“行囊”。上下班的地铁
上，每天都能看到有人拿着手机玩游
戏；朋友聚会中，集体组团玩手游、线
上狼人杀……玩游戏是年轻人的时尚。

初一走亲戚，初二回娘家，初四祭财
神，初五大扫除，初六送穷鬼……大人十
分忙碌，而年轻人大多已经对传统的春节
习俗不甚“感冒”，去亲戚家串门，最后
也会变成与堂兄弟一同打游戏。年轻人对
手游的需求并不比平日里少。

调查发现，王者荣耀、奇迹暖暖、阴
阳师等多款热门手游均推出了春节活动。
例如，王者荣耀推出了新英雄、新皮肤；
奇迹暖暖推出春节版本、上线限定套装；
阴阳师推出限定活动和礼包……春节期
间，各热门手游的火爆程度可想而知。此
外，更有多款新游戏已经摩拳擦掌在春节
期间上线，抢占市场。

春节期间，各类电商平台、短视频
平台和手游 APP 都有亮眼的表现，而谁
能成为最大赢家，还需要市场和时间的
检验。

吸引线上线下人群

“90 后”白领小霏平时工作繁忙，但无论多晚睡
觉，睡前都会花上半个多小时看一看微博、抖音等平
台上的宠物照片和短视频。

“看宠物视频很快乐，有一种被‘治愈’的感
觉。”小霏说。这几年，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上出
现了不少以宠物为主要内容的账号，收获了众多关注
者。宠物的拥趸中，很多都是像小霏这样无暇照顾宠
物，只能“云吸猫”“云养狗”的年轻人。

同样喜欢动物的“80后”媒体人涛涛，从 3年前
开始养了3只猫。2018年“双11”期间，他“屯”了
不少猫粮、猫砂等宠物食品和用品，花费了 2000 多
元，“比给自己买的东西都多”。

无论是“云养”还是“亲自养”，中国人对宠物
的喜爱越来越深。有数据显示，中国宠物数量从2010
年的9601万只增加到了2017年的1.68亿只，宠物家庭
占比达到 17%。此外，喜爱猫咪的“吸猫”人群达
5000万人，消费者规模近3000万人。

宠物何以广泛“俘获”线上和线下的人群？专家
表示，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宠物经济及宠物消费的快速
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单身人群和
老龄化程度也间接推动了“它经济”的发展，通过养
猫狗等宠物以寄托情感，正成为新的消费和生活习
惯，宠物对于主人的意义也从“附属品”向“陪伴
者”转化。

创造千亿市场规模

围绕着养宠热，一系列生产、销售和服务等商业
活动撑起了超过千亿元的市场规模。有数据显示，

2018年我国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到1708亿元，比2017
年增长 27%。到 2020 年，这一数字有望达到 2000 亿
元。《2018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 显示，猫狗饲养
者的，人均单只宠物年消费金额达5016元，平均每月
超过400元。

宠物消费的增长推动了互联网宠物行业的发展。
《2018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 显示，养狗及养猫人
群消费均以商品消费为主，大多集中在宠物食品、宠
物医疗、宠物用品和其他消费 （宠物美容、宠物寄
养） 等方面。

数据显示，2018 年“双 12”全天，宠物行业产
生近 400 万笔订单。宠物经济不再是单一的货架型
饲养模式，而是成为强个性化消费需求的宠物生
态。近年来许多宠物用品电商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线下的宠物美容、宠物医疗等行业同样实现了
较快增长，宠物经济渐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消费增
长点。

尽管前景看好，但宠物行业的发展仍面临不少问
题。有业内人士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宠物行
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宠物家庭比例和人均宠物数量仍
有较大差距。此外，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产业，尤其
是在宠物医疗、美容等领域，服务缺乏专业规范、水
平良莠不齐、乱收费用等情况普遍存在，亟须加强监
管，建立相关标准。

开拓行业新模式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宠物经济也衍生了更多
新的突破口，商业模式更加丰富和多元化。

近年来，基于宠物形象的衍生创作与创意层出
不穷，受到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喜爱。从宠物表情包
到影视、动漫、图书和游戏等衍生产品，呈现持续

增长趋势。
宠物保险也是新兴的服务行业热点。从医疗险到

责任险，随着宠物市场成熟、消费者保险意识的提
升，宠物保险行业有不小的增长潜力。

宠物与餐饮行业的结合也是宠物经济的热点之
一。猫咪咖啡馆、宠物餐厅等融合了宠物主题的餐饮
业态，近年来成为各大城市的标配，是很多年轻游客

“打卡”的必去之地。
此外，宠物产品及服务的丰富开拓了不少新“脑

洞”，智能宠物用品、宠物摄影、宠物潮牌、宠物家
具定制等新产品拓展了宠物经济模式，也代表了宠物
经济从原本的“陪伴+互动”模式，变成更丰富的一
站式简单养育模式。

乐享假期：线上玩出新花样
本报记者 徐佩玉

春晚和贺岁档电影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在春节期间的娱乐需

求，各类线上休闲娱乐方式渐渐走俏——手游、短视频、电商

等平台爆发。如今，手游新花样不断增多，短视频也成为发红

包拜年的日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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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猫遛狗风行 引领消费升级

互联网催热“宠物经济”
本报记者 刘 峣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伴随着“洗耳”的歌声，

各大社交平台上的宠物视频是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内容之一。由互联网带

动的萌宠风潮席卷而来，受到年轻网民的追捧。与此同时，宠物流量也创

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由宠物消费带来的“宠物经济”、“它经济”，成为

新消费时代的特征之一。

家住杭州的张淼林夫妇通过网络视频和美国的儿子一家通话，6岁的孙女在网上给
爷爷奶奶拜年。 资料图片

在 WCF （世界联合猫会） 国际赛制猫咪比赛中，
百余只猫咪齐聚萌翻比赛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