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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议因一场“吵架”而
继续发酵，一张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微博晒出会议期
间与小米董事长雷军两人吃自助餐的照片，并调侃称

“讨论如何用英文演讲”，但小米发言人官方微博对此
否认，小米的高层还在微博上对周鸿祎“恶言”回应，
周鸿祎又晒出谈话内容……

来去间，看客看热闹，却丝毫没有影响360和小米
的商业动作。搭载触摸式指纹识别技术的小米手机5有
望年末发布，放弃商业预装软件模式的360奇酷手机也
将很快亮相，360还在28日发布智能行车记录仪。

其实，周鸿祎和雷军都是产品经理，都是所在企
业的灵魂所在。两个爱技术的人，聊天或者吵架远不
是看客看到的浮躁，好产品才是“吵架”的资本。

最近隔空有约的，还有联想董事长杨元庆和乐视
董事长贾跃亭。先是贾跃亭感谢“友商”批评乐视在发
布手机的时候把供货清单公布出来打市场，“让我们
一起，携手赶超苹果。”25日，杨元庆发布微博：“好呀，
携手赶超苹果!不过光靠砍底价，搞补贴，恐怕不行唉!

有没有点儿新鲜的？5月28日，告诉你后工业时代的玩
法，欢迎你来!”几个小时之后，贾跃亭转发杨元庆的微
博，写道，“欢迎杨总加入赶超苹果的大势中来。6月16

日，告诉你互联网生态的开放新玩法，也欢迎杨总观
礼。”

舆论和科技玩在一起的背后，是一刻不闲的市场
争夺。在日前乐视手机线下首销火爆中乐视手机
37 . 61%订单被苹果用户抢。联想近日发布的2014年财
报显示，联想手机在海外市场的年度销量达3100万部，
增幅为450%。杨元庆透露，联想手机业务的目标是在
今年达到扭亏为盈。

联想最近动作频频，上周携智慧教育解决方案亮
相信息化应用展，联想集团副总裁叶明还放言，今年
的联想成长率在教育系统能超过30%。28日首届联想
Tech wor ld大会举行，杨元庆把英特尔CEO、微软
CEO、百度CEO都叫到北京来捧场，联想还发布了一系
列移动互联和物联网新品，并展示了“智能投影手
机”、“魔幻屏”等几款突破性的概念产品。

在互联网游泳十多年甚至20年的互联网大佬们，
他们多数是从内心热爱产品研发的，或许身临资本的
噪音中，难免有一些浮躁，可是从竭力奔跑在互联网
前方的努力角度讲，他们都是值得佩服的运动员，在
一定程度上也是“志同道合”的人。放大他们的“吵架”
大可不必，斗斗嘴背后还是产品的较量，市场的争夺，
没那么轻松的。

投资人王冉的话让人冷静：有制衡有批评、有竞
争有碰撞、有情感有故事、有言论自由和传播自由、有
开放精神和对话态度，我们才会有更近的真相、更大
的福祉和更多的选择。这就是互联网式的大佬“吵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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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佬“吵架”不耽误干活不限购不限行，香港如何治堵

香港的寸土寸金人尽皆知，人口密度排在世界前列。而
这个“最该拥堵”的城市，在交通疏导方面有着自己的一套
办法。

在香港出差期间，有个周四的下午，在6点钟晚高峰，笔
者搭出租车从中环到铜锣湾。途经的轩尼诗道虽然是一条
港岛的主干道，但并不怎么堵车，即便是等信号灯，也是一
个红灯就能过路口，将近5公里路程十几分钟就开到了。和
济南经十路相比，别说是晚高峰了，就算周末路况都没有那
么顺畅。

那香港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笔者在香港待了一周，
总结了几条。首先就是立体交通。发达的地铁和公交体系让
大部分人都靠公共交通出行，而且空中走廊的设立也为地
面交通留出更多空间。

在香港开车能保持较高车速，除了等红灯很少减速，这
要归功于单行线的间隔设计，形成交通微循环。经十路之所
以堵车，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条路宽，于是就把路挤成停车
场了。二来由于公共交通发达，香港基本看不到自行车或摩
托车，加上路边栏杆对行人的隔离，机动车道几乎杜绝了人
车混行，所以司机可以放心快速行驶。

这些措施内地城市也有，但哪怕使出了摇号限购、拍卖
车牌、按尾号限行等行政手段，该堵还是堵。而市场化程度
很高的香港，治堵则更多使用经济杠杆增加税费让你买不
起、养不起私家车。

在香港购车必须承担沉重税负。目前私家车首次登记
税实行阶梯税制，最初的15万元（文中费用均为港币），应课
税35%，增加15万元，为65%，再增加20万元，为85%，50万元以
上的车价余额，要交高达100%的税。在这么高的税率之下，
超过720万人口的香港汽车保有量大约有70万，而人口刚过
700万的济南，汽车保有量已突破156万辆。

就算你买得起车，在香港养车也是笔大开销。停车费平
日每小时20元，逢周六日涨到25元，也就是说，随便在商场
逛几个小时，停车费就能过百。如果开车上班，在写字楼租
一个车位，每月至少要五六千元。再加上不断飞涨的油钱，
居高不下的维修费、保险费，一个月下来，开支超过1万块太
正常了。而平日乘巴士或地铁上下班，有急事打的士，一月
开支不过一两千块。

因此，在香港街头，除了出租车、小货车、工程车之外，
大部分都是奔驰、宝马这样的豪车品牌了。为了改善塞车，
香港交通咨询委员会最近还拿出了一份报告，提出的12条
建议里有一半涉及增加收费，包括大幅增加首次登记税和
牌照年费15%，而违例停车告票罚款及咪表停车收费增加
40%。

就算你有钱停车，也不一定有车位等着你。为了提高道
路通行能力，香港路边基本是不能停车的，宾馆酒店门口都
是随停随走。当地朋友讲过一个故事，某位特首在出席活动
时，结束时间比预计晚了一会，但他的车是不能停在路边等
着的，于是司机只能开走，绕了一圈回来后，发现特首已经
站在路边等了十几分钟了。

谷歌程序员的创造力，中国为何学不来

“现在美国什么专业最吃香？”前段时间去美国旅
游，碰到许多中国留学生，笔者向他们抛出了这样一
个热门问题。

“当然是计算机啊。”几乎每个人都会这样说，
“这跟你能想到的美国信息产业发达是高度相关
的，现在连美国各个传统产业都在千方百计借助互
联网发展，因而对计算机、软件、编程等人才的需求
可见一斑。”留学生小R告诉笔者，从近几年看，各高
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基本不愁工作，除了
知名 IT企业，现在连能源、交通等企业也在大量储
备、招揽计算机方面的人才。

然而让笔者惊讶的是，中国留学生并不喜欢学计
算机专业。“学不了，太辛苦，虽然挣钱多，但将来不想
干这个。”小R表示，计算机岗位很多都是200%的纯智
力劳动，强度大，压力也大，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支持他
从事此类工作。

虽然不愿直接参与，但学投资的小R却对美国互
联网产业表现出浓厚兴趣。“我最佩服也觉得最可怕
的公司是谷歌，他们的创新是真正创造性、颠覆性的，
但这家公司又非常从容，没有被那么多投资机构绑
架，完全按照自己的逻辑和风格发展。”小R举例说，作
为一家互联网公司，谷歌当然需要大量程序员。在每
年上万个创新项目中，有许多APP很可能就是程序员
一时兴起觉得好玩随手写的，他们完全不像国内一些
公司，指望这个APP一出来就能赚钱，他们更看重收集
数据的功能，然后再依靠各领域、各人群汇集的数据
做各种创新产品。“毫无疑问，这种精准制造一出来就
是颠覆性的，让所有对手无从招架。”

其实国内大多数互联网公司都能从美国找到商
业模式的雏形，但学来之后如果不能本土化，打破再
创新，无论产品还是商业模式几乎都很难走远。换句
话说，各家以创新为口号的公司仍然没有打造出让创
新融入骨髓的环境和土壤，随着公司做大，管理过程
中的人治、专制、官僚化倾向迅速滋长，由此带来的是
组织效率大幅降低和产品创新裹足不前。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外非常成熟的经验拿到国
内往往水土不服，哪怕是在如今风头正劲的互联网行
业，尽管风投、天使投资一再给创业团队灌输“我们不
急着求回报，你们扎实做事就行”，但没有哪家投资机
构老板愿意每天都只看到投资的企业烧钱的报表，上
市、套现、逐利的想法无处不在。很多时候将独立自主
的创业团队牢牢裹住，这时候你能指望公司程序员能
像谷歌员工一样随心所欲做一个APP，收集数据、创新
产品？可能财务总监会说，别整那些花钱不讨好的事
儿了，下周又要给投资方送利润报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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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什走了，多少人还在“囚徒困境”中挣扎

如果纳
什还在世，
这样的情形
便是他的研
究中再典型
不过的“囚
徒困境”了，
而且是其中
最糟糕的那
一种：双方
都从自身利
益出发，做
出了打击对
手的选择，
最终导致双
方日子都不
好过。

深夜车祸，两位八旬老人殒命，博弈论大师约翰·纳什
的名字成为本周的热点。在这个效率至上，弱肉强食的商业
世界里，即便贵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又有《美丽心灵》这
样的奥斯卡获奖片加持，纳什一生颠沛想要阐释的“均衡”，
依然难以安放。

本周公布的58同城今年第一财季报表，恰好提供了一
个现实版的“纳什均衡”商业案例。

仅仅一个季度时间，58同城为了和其最大竞争对手赶
集网争夺市场份额，烧掉了6190万美元广告费用，是去年同
期近4倍。而总额翻了一番达到1 . 142亿美元的营销费用，直
接拖累58同城季度内净亏损5240万美元。

对于死敌的亏损，赶集网CEO杨浩涌并不开心：“与赶
集网超过90%的发展经历都是在打，打得太痛苦，有很多很
血腥的竞争故事，想发展新业务的时候都不敢轻易调人。”

如果纳什还在世，这样的情形便是他的研究中再典型
不过的“囚徒困境”了，而且是其中最糟糕的那一种：双方都
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了打击对手的选择，最终导致双方日
子都不好过。

同样陷入“囚徒困境”的，还有打车软件滴滴和快的，经
历了近一年贴身肉搏，总额超过30亿元烧钱补贴大战后，双
方都痛苦不堪。于是今年春节前后，58与赶集，滴滴与快的
不约而同选择合二为一，从相杀过度瞬间变为相亲相爱。

这正是博弈论里从“零和博弈”到“纳什均衡”的典型转
换：当谁都做不到杀死对方，一家独大时，放弃利己，转而考
量对手的利益，从而使双方达到一种相对稳定、各自都能得
到利益最大化的状态，是最后的却也是最优的选择。

这正是“纳什均衡”最大的价值所在。传统经济理论认
为，市场机制中，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会导向有
效率的集体利益最大化。但约翰·纳什否定了这种观点：他
认为个人利益最大化与集体利益最大化并不总是一致的，
是有冲突的。只有那些能为对方考虑，进而调整自身行为的
个人，才能真正实现1+1>2。

“纳什均衡”里考虑各方利益诉求从而确定自身行动的
观念，对现阶段的中国有其独特价值。眼下，我们正身处前
所未有的变革转型时代，无论是资本在商业中的竞争，还是
权力在社会空间中的分配，都需要调动各方积极性和资源，
共同参与，协同推动。简单的线性突进、零和博弈的思维，显
然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多方利益纠葛，“纳什均衡”理论更
值得商业战略和政策制定者们借鉴。

当然，“纳什均衡”更多是一种纸面评估中的最优策
略组合。在变动剧烈的商业、社会环境中，仅仅是短暂、
脆弱的存在。就像约翰·纳什自己，都需要经过一生努
力、癫狂和挣扎，才建立起“纳什均衡”理论体系一样，在
效率当先的社会中，均衡是一个理想状态，但值得我们
期许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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