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P，

背水一战的产物

现在，只有那些年深日久
的 IT网站上还存留着2001年
Windows XP上市时中国媒体
的报道。如果略微回溯一下历
史，彼时，正是互联网产业第一
次遭遇泡沫破裂、行业下滑的
寒冬期。

那一年的早春2月，距离日
后的Windows XP还有8个月时
间，微软主席比尔·盖茨就急不
可耐地在纽约时代广场这样的
高光区域，向外界展示了它的
测试版，并宣称这是继Win-
dows95后，微软最为成功的操
作系统，哪怕在场的人们没有
一个看到任何XP系统服务的
新特点。

微软之所以会采取如此策
略推广Windows XP系统，其原
因正如高盛公司的分析师所
说，自1995年之后，6年来微软
一直采取的是守势，不仅公司
业绩一路下挫，雪上加霜的是
被美国司法部指控垄断，面临
拆分危险。

也正因为如此，微软将全
部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以“体
验”(Experience)为名的操作系
统上，比尔·盖茨更是声称微软
拿出了10亿美元用于这一系统
的研发、测试和推广。这使得
XP系统不仅支持当时最为先
进的Intel64位处理器，给用户
带来高速使用体验，还将防火
墙、媒体播放器、即时通讯软件
和网络服务等多项非微软开发
的第三方应用嵌入其中，以更
好地适应进一步扩展延伸的互
联网状态下的电脑使用。

正是这些颠覆了微软固有

模式的绝地反击式革新，使得
Windows XP一跃成为当时最
为卓越的、最适合普通消费者
使用的电脑操作系统。

XP，

你之成功即你之失败

或许，在比尔·盖茨的记忆
里，2001年是个温暖的年份，逃
过了最为凶险的企业被一分为
三的厄运，Windows XP又成为
微软扭转颓势的绝对主角。自
其发布之日起，便牢牢占据了
全球电脑操作系统销量排行榜
的冠军位置，以至于微软后续
推 出 的 更 新 版 本W i n d o w s
Vista销售低迷，不得不惨淡收
场。

下面的一连串数字，记录
了Windows XP是如何成为神
一样的操作系统。在其发布的
13年中，虽然微软官方并没有
详细的Windows XP销量数据，
但是通过调查组织的调查，其
全球市场销量约在5亿左右，而
且，这还不包括庞大的盗版用
户在内的销量。

在2007年1月，Windows
XP的市场占有率达历史最高
水平，超过76%。2011年，Win-
d ow s XP问世 1 0年后，才被
Windows7超过。直到现在，全
球还有30%左右的电脑在运行
着Windows XP。

可以说，XP的巨大成功，也
正是微软最大的失败。正如《浪
潮之巅》作者吴军评价的，微软
公司赢利模式的核心就是通过
不断地创造需求来驱动消费。为
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电
脑操作系统商微软就和芯片生
产商英特尔组成了“WinTel联
盟”。双方在电脑软硬件领域互

相
促进，不断更

新换代，使用户不得不跟着“Win
Tel”的节奏不停购买硬件配置
更高、速度更快，但价格更高的
电脑产品，两家垄断巨头则周而
复始地不断在新产品销售中攫
取巨额利润。

但Windows XP的成功却
在某种程度上破解了“WinTel

联盟”的摩尔定律魔咒，这个出
色的系统已经足以满足普通用
户的大部分需求，使得他们没
必要再购买新版操作系统。使
用XP的用户越多，则意味着新
版操作系统用户越少，微软赚
的钱也越少，英特尔方面也是
如此，用户忠贞不二地坚守着
XP操作系统，就意味着原有的
PC及芯片仍能满足电脑使用
的需求，同样就阻碍了新的电
脑硬件的销售。

XP，

你将往何处去？

XP眼下的际遇正映射出
科技界的现状。让微软敢于痛
下决心停掉这款13年长盛不衰
的操作系统的，正是眼下PC式
微的窘境，在销量连续下滑7个
季度后，2013年全球个人电脑
出货量下降9 . 8%,为有史以来
降幅最大的一年。

此前强不可摧的“WinTel联
盟”，如今已经没法说服用户在
CPU、操作系统“够用”和“足够
好”的情况下更换新产品，无论
是微软还是英特尔，他们自己成
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而且，最让
人感概的是，过去你做得越优
秀，在未来你反而会越失败。

所以，与其说微软抛弃了

Windows XP，不如说是
时代逼迫他们自己与自己决
裂 。在 彻 底 停 止 更 新 维 护
Windows XP后，微软未来的
重心，将转向Windows 8 . 1这
个更多面向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等移动设备的操作系统上。

那Windows XP怎么办？
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但

目前仍在使用XP系统的中国
用户达2亿之多，国人对这一系
统的钟情可见一斑。有这么多
忠实粉丝死心塌地拥护，这个
服役了13年的“老将”总能找到

“下岗再就业”的第二春。
众所周知，对于微软停止

Windows XP系统的技术服务
更新，其带来的影响无非集中
在安全方面。处于“裸奔”状态
下的XP，很容易遭遇木马病毒
感染、敏感信息泄露等威胁。

对于嗅觉灵敏的国内安全
厂商来说，XP系统的退役就为
他们带来新的商机。目前，百
度、腾讯、卡巴斯基、奇虎360、
金山毒霸等涉足网络安全领域
的公司，都相继推出了XP系统
防护专版。

尽管包括微软在内的各方
都对Windows XP的残值虎视
眈眈，但对于众多企业用户和
个人用户来说，为了避免潜在
的安全威胁，更新操作系统，甚
至更换电脑产品，再踏入一次
Wintel循环，才是最为彻底的
告别。

很多时候，无论愿与不愿，
生命中许多事物已然无法改
变，正如我们眼看着Windows
XP渐渐离去。一段占据硬盘几
百MB虚拟空间的代码，一片装
在盒子里的柔韧光盘，就能让
我们如此留恋13年，Windows
XP，且用且珍惜。

成功不易 创新更难

作作别别WWiinnddoowwss XXPP，，
1133年年且且用用且且珍珍惜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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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一个共有的本能就是
渴望了解别人的生活，在以前，这
个需求主要靠小说家来满足，他
们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写出来，
丰富你的大脑。如今这个需求仍
在，但主要靠新闻和网络段子满
足了。

@土摩托。

公众人物是好男人也好，负
心汉也好，都是别人家事。如果你
觉得媒体报道前者没问题，那你
就没有理由责备媒体报道后者。

@闾丘露薇。

在今天这个时代，跨界的能
力非常重要，把一个专业领域的
经验带入到另一个新的领域，会
带来完全不同的竞争优势。比如
蒋昌建是教国际关系的教授里最
会辩论的主持人，韩寒是作家里
面最会赛车的导演……在专业领
域积累专业资本，在跨界领域寻
求职业优势。

@琢磨先生。

西方人的家庭形态更简单，
孩子年幼时父母负责哺育，一旦
成年基本就不会再操心了。中国
式的家庭更像放风筝，孩子不管
多大，不管飞多高，父母手里的线
始终攥得紧紧的。那根线有时候
是支持，有时候是束缚；有时候是
陪伴，有时候是羁绊。

@假装在纽约。

将来真有一天所有纸质书都
变成电子书会怎么样？坐拥书城
的雅趣消失了，黄卷青灯的悲壮
远去了，雪窗萤几的故事失传了，
红袖添香也似可不必了。这方面
还是村上春树想得开：“凡有形之
物必然消失。消失一样东西，那么
再做一样新东西不就行了？这样
来得经济，这就是经济！”

@林少华。

“张嘉译会唱歌？他不是作家
吗？”“那是张嘉佳。”“张嘉佳不是
景区吗？”“那是张家界。”“张家界
不是影帝吗？”“那是张家辉。”“演

《东成西就》的那个！”“那是梁家
辉……”“梁家辉刚卸任美国驻华
大使你以为我不知道？”“那是骆
家辉！”“骆家辉不是TVB的吗？”

“那是罗嘉良。”“罗嘉良不是《大
话西游》里演唐僧的吗？”“那是罗
家英……”

@鞭鞭少将。

问意大利小哥“您辛苦了”用
意大利语怎么说，他一脸困惑表
示没听懂，我说就是加班到很晚
很累之后，跟同事道别时用的词，
他笑答我们意大利人在觉得累之
前就下班走人了，没这词儿。

@小野妹子学吐槽。

如果吴彦祖在楼下等你约
会，你的拖延症立马就好了；如果
手里有张无限透支的黑卡，你的
选择困难症立马就好了；如果金
灿灿的黄金堆成一面墙那么高，
你的密集恐惧症立马就好了；如
果别人送你一幢有两个大门的别
墅，你的强迫症立马就好了。

@顾蓝歌。

听到不少单身的人抱怨孤独
啊、无聊啊。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多
好，单身可以干的事实在是太多
了，等你真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
你会怀念单身。会享受孤单的人
不会孤独。

@留几手。
（三七整理）

如今这个需求主要靠

新闻和网络段子满足了

看点

微博

一周网络热点

4月3日 周四
QQ群划分等级头衔
最近，网友发现不少QQ群

里的成员名字前面多了好几个
小外号：在一个美食群里的外号
叫“饭桶”，而在一个生活休闲群
里则变成了“话唠”。据悉，目前
QQ群成员等级功能已经正式开
放，群主可以在管理页面设置群
成员等级选项。有网友笑称，当
年日夜挂QQ升太阳的那一代
人，现在恐怕又要变身QQ群话
唠才能赶得上潮流了。

网友点评：挂Q容易，升级
不易，且行且珍惜。

4月4日 周五
在讲台旁坐过的同学更容

易成为精英
有统计称：坐过讲台旁座

位的人，90%后来都成了精英！
有老师表示这有一定道理，爱
坐这个位置的同学有两类：一
是爱讲话的同学，他们善与人
交流；二是自我要求高的同学，
他们成为精英并不奇怪。

网友点评：那些年坐过“雅
座”的同学，你们现在可好？

4月5日 周六
用安卓手机系统的多数是

穷人
通过监控2 . 8亿条Twitter

发布消息的手机来源，研究者
发 现 ，富 人 集 中 的 地 区 用
iPhone发Twitter的比例更大一
些；而穷人发Twi t t e r往往用
Android手机。

网友点评：因为富人都喜
欢土豪金，技术男都喜欢刷机。

4月6日 周日
对付“熊孩子”利器——— 工

程师爸爸儿童桌面
不放心把手机长时间交给

孩子玩？这款应用可以让家长
一键创建一个全新的桌面环
境，方便地替换掉原来的桌面
内容，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适合
孩子使用的游戏、有声读物应
用；同时，家长能为孩子设定可
供使用的应用个数、每天能够
使用的次数、使用时长以及使

用间隔，避免孩子长时间使用
手机。

网友点评：熊孩子都是对
手机发动物理攻击的。

4月7日 周一
“饿了么卡路里相机”APP

走红
最近，一款可以分析卡路

里的相机APP走红：饭前给食
物拍照片不再只是供发发炫耀
帖用，还能看出你要吃的东西
里都有啥成分，包括卡路里含
量、脂肪含量、蛋白质成分、糖
分等。该款APP还能推荐适合
你的营养饮食和运动健身计
划，想想就觉得很贴心。

网友点评：饭前爱拍照的
同学终于找到存在的价值了。

4月8日 周二
一篇网文的理想长度
有研究显示：一条推特的

理想长度是100字符；Facebook

帖子的理想长度不超过40字
符；标题的理想长度6个字；博
客的理想篇幅是1600字，图片

较多的文章则以1000字左右为
宜；演示篇幅以18分钟为宜。因
为人的注意广度有限，能量的
消耗容易令人疲劳；域名的理
想长度最好为8个字符，简短、
易记、不 含 连 接 符 或数字 、
有.com扩展。

网友点评：灌水也要讲究
科学。

4月9日 周三
Gmail邮箱十周年，网友怀

旧道感谢
Gmail邮箱迎来十岁生日，

让不少网友回首当年并集体送
上祝福。2004年，雅虎和微软邮
箱都只能提供很少的邮箱储存
量，而Gmail一开始就提供1GB

容量，这让网友欣喜若狂，并将
拥有Gmail看成身份的象征。

网友点评：犹记第一次用
Gmail，被1GB空间激动得满地
打滚。10年后虽然降低了使用
频率，但就像一场友好分手，我
想我会怀念的。

（齐小游整理）

一篇网文的理想长度

□崔滨

挥手作别清明小长假，IT界真正的告别才刚
刚开始。4月8日日，，微微软软中中国国在在其其官官方方微微博博略略带带伤伤
感感地地写写下下：：““千千里里万万里里相相伴伴相相随随，，终终有有一一别别。。挥挥别别
了了，，1133年年故故友友；；再再见见了了，，1133年年的的好好朋朋友友，，是是时时候候，，与与
时时俱俱进进，，迎迎接接未未来来了了。。””

直直到到此此时时，，我我们们才才恍恍然然发发现现，，陪陪伴伴了了电电脑脑桌桌面面
多多年年的的““蓝蓝天天白白云云绿绿地地””的的微微软软WWiinnddoowwss XXPP操操作作系系
统统，，这这次次是是真真的的要要说说再再见见了了。。在在迭迭代代以以周周计计算算的的IITT界界，，
一一款款历历经经1133年年长长盛盛不不衰衰的的电电脑操作系统，为何会被决
绝地舍弃？面对放逐于蛮荒的Windows XP，我们又该
如何与之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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