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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互联网思维吗？

涨知识

■ 本版撰文 张译丹
“今天 ，你上网了吗？” 毋庸置疑， 在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高科技高速
发展的大背景下，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
都在充分地利用着网络资源来更好的生
活，这是一种常态，也将是一种持久态。 百
度创始人李彦宏在百度的一次大型活动
上 首 次 提 出 了“互 联 网 思 维 ” 这 一 概 念 。
当下， 互联网思维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思
维，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以及各行各业的
管理者所认可。

互联网思维指能充分利用互联网的精
神、价值、技术、方法、规则、机会来指导、处
理、创新生活和工作的思维方式。“联谊会公
仆”、“全球大同”的作者彭友指出全球已进
入互联网时代，我思献人人、人人助我思的
互联网思维顺势而生。 互联网思维是相对于
工业化思维而提出的，是一种商业民主化思
维，以用户思维为中心，所打造的产品和服
务形成了一个有机生命体，将重塑甚至推翻
各种传统行业。 互联网时代出现了一些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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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后的功课》
作 者 ： 肖
隆福
出版：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当生命遭
遇不幸时，我们
该如何面对？ 面
对病魔和心魔
的双重围剿，阿
福如何度过与
白血病抗争的日子？ 一个年轻生命，在生
死的边缘，用生命写下的病中手记。
在妻子女儿的陪伴，战友同事的鼓
励中，阿福放下了生死，沉淀了浮躁，远
离了执着，剥离了伪装……以一个普通
的病人，曾经的媒体人，丈夫、儿子和爸
爸的身份，道出了自己最单纯的生命体
悟。 他记录下自己的治疗历程，努力收
集了病友和读者朋友普遍关心的问题，
他最后的功课是让更多的人能更好的
活着。
拥有疗愈他人内心、激励他人的力
量的阿福，是在“痛苦”这片土壤上开
出的花，他坚信自己的所作可以帮助到
更多的人。 在你经历过的所有不幸中，
阿福的经历，都是在告诉你，生命可以
更坚强。

《降临》
作 者 ： 特
德·姜
出版：译 林
出版社

年度大片
《降临》原著小
说来了！ 与外星
人的首次接触，
从学习他们的
“语 言 ” 开

公益看板

业，这些企业发展时间不长，却后来居上，远
远超过传统企业，可见互联网思维的颠覆力
量是多么强大。
经管类畅销书《互联网思维》分析了八
大互联网思维：用户思维、平台思维、粉丝
思维、社群思维、流量思维、微创新思维、跨
界思维、大数据思维。 书中有理论概述、案
例分析、方法汇总、图表详解等，以使读者
看了就能懂，拿来就能用，化繁为简，直击
核心。

始——
—《降 临 》（原 名 《你 一 生 的 故
事》）选择了这个所有外星题材小说和
电影都避而不谈的话题，从研究七肢桶
的语言开始， 了解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不同于人类对于“因”与“果”的线性
认知，他们能同时感知所有事件——
—过
去、现在与未来于他们并无区别。 那么，
学会了他们的语言， 是否就能预知未
来？ 假若这个未来是悲观的呢？
特德·姜是当代优秀的科幻作家之
一，出道二十余年，仅发表十五个短篇或
中篇，却得遍世界科幻大奖。 他的作品超
出了太空飞船、 机器人大战等人们对于
科幻的固有期待， 以独特的视角和别样
的法则构建世界、讲述故事，充满对人性
的反思和对价值观的拷问， 科学和文学
的魅力都在故事里流光溢彩。

冠军宝座，还被《时代周刊》等媒体评为
“年度好书”，入围普利策奖。 艾格斯也
是文学杂志 《蒂莫西 · 麦克斯维尼季
刊》和麦克斯维尼出版社的创始人。

《老伙计们出发啦》

《圆环》
作 者 ：戴 夫·
艾格斯
出版： 人民
文学出版社

刚刚大学毕
业 的 梅·霍 兰 德
被全球有影响
力的互联网公
司录用，她觉得
自己是命运的
宠儿， 并认定这是她大展宏图的好机
会。 这家名叫“圆环”的公司致力于分
析用户的网络大数据， 将每个人的网
络痕迹汇总后推断出人们的性格、购
物偏好等信息。 就在梅慢慢适应工作
节奏的时候， 一个神秘人的出现将她
卷入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之中……
戴夫·艾格斯，美国新生代重要作
家、编辑、出版人。 艾格斯的父母在他
念大学时相继患病去世，他中止学业，
照顾 8 岁的弟弟。 2000 年，艾格斯出
版回忆录《怪才的荒诞与忧伤》，一炮
走红，不仅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作者：亨
德 里 克·格 伦
出版：新
经 典 文 化·文
汇出版社

阿姆斯特
丹某家养老院
的老头亨德里
克·格伦，想要
一改无趣单调
的老年生活， 联合其他几位志同道合的
老伙计成立俱乐部，从此，他们的人生变
得跌宕起伏，精彩纷呈。 他们设计各种出
游项目，安排各种活动，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从中享受到了生命中重要的友谊、
善意和关怀。
“偶尔一次的不循规蹈矩让我感觉
自己又年轻起来。 不知不觉我竟想出了
一系列出行的可能性： 去烹饪工作室上
烹饪课、接受集体心理辅导课、举办保龄
球比赛、风车村一日游、甜品烘焙坊的烘
焙课、看阿贾克斯俱乐部球赛、去库肯霍
夫郁金香公园参观。 一起去看赛马也是
个不错的主意。 虽然我从未去过杜恩德
格赛马场， 但它听上去真的很怀旧……
只要是有计划的日子，那就是生活。 ”
亨德里克·格伦的日记最初发表在
Torpedo 文学网站上， 后来出版社与他
取得联系，提议为他出版这些日记。 当
谈到这本书的时候，他说：“日记里没有
一句是谎言，但并不是每个字都是真实
的。 ”书出版后引起的轰动令人始料未
及，成为荷兰当年度最受热捧的话题和
文化现象， 亨德里克·格伦也成为大家
的文化英雄。

中学生志愿者走进烈士陵园

近日，“南开中学义工志愿活动” 在天津 了祭扫活动，怀着崇高的敬意与感怀之情向
市烈士陵园举行。 南开中学 16 级 10 班学生在 革命先烈鞠躬。
天津市烈士陵园进行义务劳动以及祭扫活动。
带领志愿者团队的李博涵老师介绍说，
早上 8 时 30 分，南开中学学生从学校 南开中学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
出发，10 时到达天津市烈士陵园值班室。 在 训，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将学生打造为具有
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为中学生提供了园内 “爱国爱群之功德，服务社会之能力”的新
环境的细致讲解，并给予良好引导。 学生志 时代人才，此次活动也体现了南开中学这一
办学理念。 同学们不仅体会到了劳动者的辛
愿者主要负责对部分雕像与设施的清洁。
在义务劳动之后，学生志愿者又携带提 勤努力， 更感受到了革命先烈的赤胆忠魂，
前准备好的花束，在纪念碑和无字墓前进行 展现了浓厚深沉的爱国情怀。

去高原 看世间
在如今这个不太“淡定”的时代，
仿佛都市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已经不
再是更多内心清净之人的追求，广阔的
西部，纯净圣洁的西藏则成为了人们所
向往的地方，甚至可以说，那是一种令
人向往的境界，纯粹、清澈，似乎一切都
是可以一眼望穿、所见即所得的。
阳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
堂，一切都是那样美好，却仍有那么多
的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或许，
每个自称“不会再爱”的人，都需要一
份北京遥望香巴拉的至真爱情， 或许，
每个迷茫却又有恃无恐的人，都需要遇
到白拉姆客栈这样一个可以使内心得
到稍许救赎的落脚点。
近日，由专业图书策划机构北京汇
智博达图书音像公司策划，台海出版社
出版的小说——
—《白拉姆客栈》震撼上
市。 书中讲述的是一个神奇又现实的故
事： 汉族女子端阳背负巨大秘密离开，
与弟弟和小姨在西藏拉萨的小北郊开
了一家名叫“白拉姆”的客栈。 在这间
客栈里，来来往往的过客们，呈现着世
间百态、人性的救赎。 一对四川夫妻逃
离虐缘、一个藏族少年执着寻梦、一个
年轻女子游戏人生、一对藏汉青年的生
死爱恋……最终， 通过这间小小的客
栈，回归人性最美、最纯的本性，爱情落
地生根，梦想开出五彩的花。 这是一家
见证人生百态的小客栈，漫长的人生修
行路，一步步地走……

当工作成为一件艺术品
不知从何时起，“匠人精神” 这一
词便开始在我们当下的这一飞速发展
的数字化信息时代中复苏起来了。
或许你不太了解“匠人精神”这一
词的含义，但是，你一定知道那些代表这
一精神的人物，董明珠、陈欧、罗永浩等
企业家都具备一种“匠人精神”。 奋斗不
止、专注无限、意志坚定、精益求精等种
种特质都是匠人精神的核心特质， 如果
你也具备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 那么请
一定要坚持下去， 用脚踏实地的行动来
走好每一步； 用匠人的精神来锻造强大
的内心；相信当你回看走过的路时，你也
就收获了成功， 赢得了人生的华彩，因
为，匠人之道，缔造卓越之人，每个成功
的企业家也正是经过这番历程， 才成功
地向众人呈现出了自我价值及闪光点。
《匠人精神： 激活生命价值的源动
力》 收录了世界上那些匠人斗士的奋斗
经历，从内涵、品质、方法、创新、传承等多
角度全方位地对匠人精神的发展和演变
历程进行阐释。书籍内容讲述了百位大国
工匠的奋斗事迹，展现了他们振奋人心的
精神内核，引领爱岗敬业的道德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