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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商业、文化都在被数字技术重塑。《颠
覆定律》开宗明义指出，人们已进入数字经济和
技术驱动的指数级增长时代，由此带来经济生
活、公共管理等几乎全方位的秩序重组，也因此
触发了与现有的法律秩序的多方面尖锐矛盾。

为将数字化社会纳入政府监管，全球各国及
各级各类城市都在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地方
条例。但无论在何种法律体系、立法模式下，立
法都必然相当慎重。不仅如此，立法者以及实
际执行法律的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的公职人
员，知识结构基本上都滞后于互联网业和资本
市场，对数字经济的理解经常会陷入障碍。

《颠覆定律》探讨了数字化时代里
的私人生活，即隐私权如何保

护？一方面，立法、
监管部门

都希望更好地保护公民隐私权，而另一方面，政
府唯有掌握更多的公民信息，才可能有效维护
新时代的网上网下秩序。人们反对企业收集个
人信息，却又愿意通过让渡部分个人信息来换
取谷歌等企业提供的免费服务；人们还意识到，
数字时代如果企业大量收集消费者隐私信息，
这些信息也完全可能落入监管部门之手。

拉里·唐斯在书中提出，政府和法院要尽可
能保护消费者不受欺骗，要维护消费者对个人信
息披露的选择权，除此之外则不应对企业使用个
人信息作出过多限制。他在谈到数字公民自由
权时也提醒指出，立法和监管部门要克制数字生
活干预的愿望，要尽可能的培养数字公民及其
结成的数字群体、互联网企业的自治管理，防止
类似斯诺登事件揭示出的美国监管部门大量监
听监控美国民众网上行为等大规模侵犯公民权
利的行为的蔓延。

书中还探讨了数字化时代里的公共管
理，涉及到信息经济基础设施、反垄

断等法律体系、网络欺诈
等犯罪三方面。

美国司

法部门支持监管部门继续对频谱、技术标准等行
为进行监管，经常性的过问市场失灵和垄断行为，
而美国官方并不情愿投建新的信息经济基础设
施，企业如果斥资自己建设又很难避免受到垄断
指控。拉里·唐斯指出，立法和监管部门应支持数
字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企
业投资，并克制监管控制的冲动，因为数字时代技
术的快速演进，使得包括谷歌、微软等巨无霸企业
也很难长时期维持垄断霸权。

能否通过更多的投入网上监管和打击资源
的方式，来遏制网络犯罪？拉里·唐斯认为，加强
政府网上监管执法固然重要，却不能仅仅依赖于
此，通过立法要求收集、存储或处理消费者信息
的企业按照国际标准改进数据交易惯例、银行等
金融机构为遭遇身份盗窃造成的损失的客户提
供保险及第三方保护、开展消费者自我保护常识
的公共教育都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近年来，技术革新正在带来越来越明显的
经济和社会变化，工业时代的法律正在被颠
覆。无论是监管者，还是各类市场主体，以及普
通市民，都有必要认清这一趋势，直面当前现实
生活和数字生活交界处所发生的尖锐冲突，以
集体智慧探讨出具有可行性的

治理新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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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新正在带来越来越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大数据时代下我们怎么生活？我们

如何应对？《马云：未来已来》《共享经济》《颠覆定律》三本书从不同方面为我们找到了答案，富
足经济时代指日可待。

编 者 按

马云新作《马云：未来已来》出版以来，深
受读者喜欢。该书集纳了马云近年来在各种
场合的精彩讲话，深入阐释了马云对电子商
务、数据时代、未来技术以及社会变革的思
考。这本书如何出炉？有哪些独到之处？近
日，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此书的责任编辑康
晓硕。

重庆日报：目前图书市场，关于电子商务
的图书已经很多，再出一本这样的书是源于
什么样的考虑和机缘？

康晓硕：现在的世界瞬息万变，新事
物、新风口层出不穷，每个人、每个企业都
时刻关注这个世界的变化，生怕一觉醒来，
被这个世界所落下。这也是最近一两年
《从0到1》《未来简史》《黑天鹅》等趋势预
测、新知普及类图书走俏的一个原因。但
这些书，基本上都是外国作者写的，毕竟和
国内的实际情况还隔了一层。那么，作为
出版方的我们，就时常考虑，能否出版一本
对国内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或展
望的书呢？

而这个行业里的领军人物绕不开马云。
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必然有其自身不同于常
人的素质、能

力、眼界和思维方式，甚至还有很多失败的教
训。作为一名在东西方思维方式中自如切换
的企业家，马云先生也想通过本书，和年轻
人、创业者们、企业管理者以平等的视角一起
讨论世界和未来。

重庆日报：书中提到“基于大数据、云计
算的新的电子商务发展起来了。纯电商的时
代很快就会结束”，这个思想怎么理解？

康晓硕：马云认为一场电子商务的革命
即将展开。20多年前，他刚开始起步做互
联网的时候，并不是一开始就做淘宝、天猫、
支付宝的，直到2003年他觉得只有通过做
这样几个基础建设平台，才能发展他的事
业。2004年，他又意识到，他正在做的事情
将会使未来的商业模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
化。那两年，他在全国做了至少 200场演
讲，跟无数企业交流未来新的商业模式。今
天，他看到的东西又发生了改变，他提出“基
于大数据、云计算的新的电子商务发展起来
了，纯电商的时代很快就会结束。”未来20
年，将没有电子商务这一说法，只有“新零
售”这一说法，也就是说线上线下和物流必
须结合在一起，诞生一种新的零售模式。物
流公司的本质不再是谁比谁做得更快，而是
让物流管理得更好，让企业库存降到零，这
才是物流的本质。

重庆日报：通过这种技术层面的东西的
改变，马云想传递的是一种是“变则立”的生
存之道吗？

康晓硕：可以这么理解。在马云看来，
“不是现代的技术冲击了你，而是传统思想、

保守思想的观念冲击了你；不是电子商
务冲击了传统商业，而是你不把

握未来的思想冲击了你的
商业。”

重庆日报：书中，马云多次谈到自己创业
的经历，起起伏伏，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即使
今天，小企业发展都有很多困难，唯一的办法
是用高科技、用技术的力量去帮扶小企业。”
所以他做电子商务也专注于小企业，而他本
人非常尊重技术，他说“人们认为百度有李彦
宏，腾讯有马化腾，他们都懂技术，只有马云
不懂技术，但是阿里巴巴的云计算在全世界
发展最好。”

康晓硕：让技术富有生命力，让数据带有
灵魂，让数据为社会的发展注入能量，这就是
阿里巴巴的初衷。马云虽然不懂技术，但特
别尊重技术、敬畏技术，一路投资，最后成功
突围。

“活出来的技术才是好技术。”这是马云
说的。现在有几千万家小企业在用阿里巴
巴的服务，有几亿消费者在用，他们的平台
一分钟能够承受1700万人同时访问，这就
是好技术。

重庆日报：书中提到，这个世界变得越
来越复杂，人和人之间缺乏信任和沟通，各
种文化还在不断地争论和对抗中，因此贸易
是最好的沟通方式，是承载文化最好的
方式，由此马云非常反对贸易制裁，
他认为对中小企业的制裁无异于
对平民的轰炸。你怎么看？

康晓硕：这也是马云要求打
破贸易壁垒，建立EWTP（世界
电子贸易新平台）的思想基
础。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世界贸易因为WTO的推动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无数的跨国企业从中获得了巨
大利益，然而，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以
及无数的年轻人，并没有从全球化中获得
多少利益。

EWTP就是想帮助中小企业、年轻人、
女性创业者从全球贸易中获益。即，不管你
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全球买、全球卖。过去
的贸易规则是大企业之间的，未来的贸易规
则应该适用于所有守法的买家和卖家，每个
人都可以有机会参与。比如你家里有一块
地，你地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通过这个平台，
不仅能卖给自己村里，能卖给县城，还能卖到
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全球每个消费
者都有权利买到或卖出全世
界任何地方的商品。

在 技 术 上 ，
实现 EWTP 的
条件也已经
达 到 了 ，现

在的互联网已经把全世界的企业联系起
来，大数据可以让每个人都享有一个公平
交易的环境，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全球物流
体系。

总之，EWTP专注服务的是80%没有机
会参与全球化的中小企业、发展中国家、妇女
和年轻人，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在这个平台
上参与世界贸易。

重庆日报：书中是怎么理解文化自信的？
康晓硕：承认文化的不同，对自己的文

化，既不能自怨自艾，也不能自负。在马云看
来，西方讲黑白相争，东方道家思想讲黑白相
融。所以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在冲突中解决问
题。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保持不冲突呢？全球
化怎么可能不冲突？

西方的拳击以打倒对方为赢，中国的太
极以不伤人而制胜。所以，中国人在商业竞
争中要让人家知难而退，对抗已经是下策，而
让对手根本不知道怎么杀进来那才叫高手。

《马云：未来已来》

让数据带有灵魂
本报记者 强雯

“让我们打造一个富足经济。让我们发
现过剩产能，并将其释放出来。让我们开放
资产，数据，还有头脑。让我们努力解决气
候变化和贫富不均等问题。让我们创造一
个我们愿意生活其中的世界。”

这是世界共享经济鼻祖，创立汽车共享
公司Zipcar的创使人罗宾·蔡斯在她自

己的网站上提出的梦想宣言，这并
非是一个企业家的情怀想象，它代
表的是一种正在不断被实践，致
力于解决现有社会问题，面向未
来的商业新模式，即“共享经
济”。

“共享”激活社会闲置资产

在《共享经济》中，罗宾·蔡斯着力探讨
如何依托平台之利，集合分散数

据，盘活社会存量资产，在不
增加社会投入的情况下扩
大产出，使各项社会资
源发挥最大效力，令人
人受益，从而帮助我们
从稀缺走向富足。

罗宾·蔡斯的创业
旅程。她的创业始于
一个偶然的机遇，无意

中发现的路边租车业务
令她“脑洞大开”，与其人人

购车却大部分时间闲置不用，不如盘活社会
存量资产，建立租车共享平台。于是一个全
新的产业从2000年发端，至2013年，Zip-
car被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以约五亿美元的价
格收购，而至2014年，全世界共享经济共计
募集了大约3万亿美元的资金，活跃着约1
万家公司。

一个金点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但在
将金点子变成现实产业的过程中，注定充满
了波折。创业路上的蔡斯经常被一个噩梦
惊醒：一个汽车租赁行业的恶棍冲进房间，
拿枪指着她和她的丈夫。原因是她所创建
的业务模式正在摧毁着一个有着上百年历
史的行业。这个噩梦并非无厘头，她正在进
行的是一项颠覆性创新的事业，在为无数人
带来便利，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极大地
冲击了传统出租车公司的经营，同时她也减
少了人们购买新车的需求，而且这种改变所
产生的能量并不在一时一地，而是会在越来
越广阔的时空里影响人们的思维及行为模
式。笔者以为虽然共享经济在一定程度上
冲击了一些传统行业，减少了一些就业岗
位，但它却为更广阔的人群提供了新的就业
岗位，为社会释放出了巨大的沉积潜能，就
如同电子商务冲击传统零售业、数码相机取
代胶卷相机一般，都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必然
趋势。

不论共享经济在发端如何艰难，其改变
世界的星星之火一经点燃，就形成了燎原之

势，其原因并非出于罗宾·蔡斯的奇技之巧，
而是共享经济切准了社会、企业、个人的三
重痛点，提供了在稀缺社会中创造富足，激
活社会闲置资产，搭建人与物最佳匹配通道
的高效解决方式。

共享让我们从稀缺走向富足

此处提到的稀缺是一种广义概念，我们
所稀缺的是公共资源的承载能力，比如人口
增长、车辆增加引发的道路资源稀缺；对自
然资源的过度予取予夺造成的能源稀缺；对
房屋、车辆等大型资产的闲置囤积造成的使
用资源稀缺等。假如我们能换一种角度看
问题，改变“资本主义”的思维模式，不再以
占有资产为追求目标，而是让资产发挥本来
的功用，在使用中创造价值，就会发现在稀
缺的社会里存在着大量的沉积资产，充分利
用它们可以产生巨大的产能，节约资源的重
复投入。

以我们日常生活为例，不再合用的家
具、电器，孩子穿小的衣物，不再阅读的书籍
等，为处理这些物品很多人的选择是将之闲
置或干脆丢弃。除了有形的物质资产外，数
据、时间、智慧这些资源，也存在大量浪费现
象。这些闲置的资源蕴藏着大量的产能，在
不增加物质供给的情况下，可以为我们的社
会创造大量的价值，这些沉积的资源尤如一
个个能源宝藏，只待共享经济的钥匙，去开

启“阿里
巴巴”的大门。

在企业层面，在产品升
级换代不断加快，社会消费由大众化
向小众化、个性化定制转变过程中，重资产
企业结构不利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辗转腾
挪，而在共享经济模式下，不仅可以帮助企
业以低成本试错，还可以在聚合平台的帮助
下，汇集人智，众志成城，为企业未来发展辨
明方向。

在个人层面，过度囤积资产，不仅令产
品本身失去了其本身的实用功能，还造成了
大量的资源浪费，并占据了人们相当的生活
空间，使原本应该轻灵的生活变得沉重。共
享经济为人们提供了面向未来的一种家庭
型“轻资产结构”模型，它更适合“四海为家”

“居无定所”的年轻一族，在给人们带来便捷
服务的同时，也可满足人们求新求变，在全
球范围内迁徙的未来生活习惯。

在文化层面，这将是对基于传统的守土
为家，“有恒产者有恒心”观念的一种挑战，
资产在未来仅仅是一种可供提供服务的载
体，而不再是固着在所有者身上的安全保
障，人们重新回归到对人本身的关注，不再
将精力用于资产的囤积上。

任何新生事物在始发阶段，都必然存在
各种问题与漏洞，需要在不断试错中完善自
己。共享经济亦不例外。

归根到底，共享经济需要人人参予、人
人付出、人人遵守规则，共同构建一种共享
经济新秩序。可以预言的是，共享经济将改
变的不仅仅是旧有的商业模式，还有人们未
来的生活习惯和社会文化。此时，正是共享
经济初露峥嵘之时，伴随人们思维方式的进

一步
转变
及社
会技
术的
指数化进
步，共享经
济也将迎来指
数化成长的春天。

《共享经济》

让我们从稀缺走向富足
胡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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