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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凤凰男 
 文 l 走走   图 l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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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女友找我出来聊天，她说，她的

未婚夫是个凤凰男，本来他们已经打算

结婚了，可他这几个月脾气一下子变了很

多。莫名其妙地自卑，一点小事就会把自

己贬得一文不值。有一次两个人逛街，看到

淮海路上婚纱摄影店里展出的俊男倩女

照，他又陷入了那种自怨自艾的情绪里，说

自己配不上女友，一定拍不出漂亮的照片

等等，把两个人的情绪都弄得很消极。

对方的职业挺不错，是中学数学老

师。他自己也很痛苦，觉得别人与自己好像

隔着一堵厚墙。他说他现在做什么事都很

小心翼翼，但越来越感到活得太累。 

俗话说：“心病还要心药医。”我问

他，最近发生过什么很不愉快的事吗？

他说有，说是几个月前，同事有一次

开玩笑，说他很小气，从来不请客等等。当

时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又不好多说什

么。他强调说他并不小气，只是因为要准

备结婚，每分钱都想花在刀口上……

我明白了，这就是问题所在。

他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通过自己

的努力，在上海找到了不错的工作，我告

诉他，这些都非常值得肯定。你不能靠父

母，只能靠自己，节俭是应该的。”

我给他的建议如下：

1.虽然结婚是人生大事，也不要给自

己制订一些很难达到的经济目标。有难处

可以跟女方商量，不要大包大揽。

2.完全可以请些力所能及的“客”，比

如邀请同事到家里玩，自己下厨等。切莫

“逞能”，以免多花了钱又后悔。

3.尽量多和人交往，多参加一些社会

活动，如参观、访问等，但不要太多。

4.目前先把情绪调整好，不要只想着

结婚的事。

5.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不要自我压

抑，而应该采取疏导的方法，寻找一种恰

当的方式使自己的消极情绪得到宣泄。比

如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然后分析它，哪些

是消极的，然后想办法摆脱它。也可以找

一个可以信任的亲人、朋友，向其倾诉自

己的苦衷，同时也可以听一听朋友的劝导

和安慰。

凤凰男的优点往往是自身很努力，缺

点就是，眼下很可能一无所有……给他一

点时间，让他继续打拼，总有一天，柴米油

盐不再是问题。

遇到难处，不要自

我压抑，而应该寻找一

种恰当的方式使自己的

消极情绪得到宣泄。

4月18日，360与腾讯围绕垄断所发起的诉

讼战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打响了第一枪。双

方在庭审的第一天就进行了激烈交锋，360要

求腾讯停止所谓的“垄断行为”、赔偿经济损失

1.5亿元，并在媒体刊登道歉申明，腾讯则请求

法院驳回360全部诉讼请求。

这是国内互联网行业围绕垄断所进行的

第一起诉讼，注定影响深远。但与此同时，必须

清醒地意识到，诉讼战也是大公司之间的一种

常规竞争手段。除了寻求法律支持，博取公众同

情、贬损竞争对手名誉、用拖延战消耗对手同

样是隐藏的诉讼目的。几年前AMD起诉英特尔

就是如此，这一次360起诉腾讯也不例外。

事实上，若仔细研究360的起诉书以及庭

审上的控诉，可以从中发现不少似是而非的概

念和论证，甚至不乏自相矛盾之处。

疑点一：垄断市场还是竞争市场？

360控诉腾讯垄断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

说腾讯在IM市场上如何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阻碍其他经营者进入该市场或难以展开有效

竞争。比如，其引用CNNIC 2009年发布的《即

时通信用户调研报告》所提到的“腾讯QQ以

97.4%的绝对优势稳居市场第一的位置”作为

腾讯拥有支配性市场地位的证据，但对原报告

紧接着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其他即时通

信发展空间的抑制”却绝口不提。

CNNIC、艾瑞等第三方调研机构的报告数

据更多反映的是用户对各种IM软件的偏好度

问题，与反垄断法严格定义的市场份额完全不

同。众所周知的是，IM市场始终完全开放，是进

入壁垒和扩张阻碍很小的互联网产品之一，不

仅市场参与者众多，因为互联网技术、IM技术

更新换代和新类型产品不断涌现，市场竞争更

异常激烈。

早在OICQ时代腾讯就与几十款同类型产品

竞争。如今仅2011年，中国IM市场就有360的“口

信”、盛大“Youni”、苹果“iMessage”、联通“沃

3Q诉讼案开庭

中国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第七届中

华慈善奖4月9日在北京举行颁奖仪式，对2011

年度在中国慈善领域做出较大贡献的个人、企

业和项目进行表彰。腾讯公司成为获奖企业中

唯一来自深圳的企业。这是继2009年腾讯首次

获颁中华慈善奖后，2011、2012年蝉联获奖，成

为目前唯一一家三次获得中华慈善奖的互联网

企业。

腾讯企业社会责任部负责人表示，这是属

于整个互联网企业的荣誉。腾讯公司自2006年

成立国内第一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设立的非公

募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以来，一直

承诺将利润的一定比例捐赠给该基金会。随着

腾讯业务的快速发展，连年来的捐赠也大幅度

上升，目前已累计捐赠超过3.4亿元，携手亿万

网友在青少年教育、扶贫、环保、救灾等众多领

域开展超过100项公益项目。

随着互联网在线生活与社会大众日常生活

日渐融合的趋势，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进一步

推动公益2.0模式的深入发展，持续通过资金和

网络平台，培育民间慈善力量，扶持民间非营利

组织。特别是近期启动的“筑力计划”，整合资

金、网络平台和产品构筑立体帮扶模式，全面助

力民间公益组织的成长，致力人人可公益、民众

齐参与的愿景。据了解，目前在中国的互联网领

军企业中，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在腾讯

的带领和示范下，也先后成立了公益基金会，有

力地推动了中国互联网公益事业的进程。 安然

腾讯公司三度折桂中华慈善奖
“中国的中小企业力量正在崛起，谁占有

了这一领域，谁就能抢占互联网下一个10年的

先机。”4月12日腾讯媒体开放日企业QQ专场

上，腾讯CTO熊明华如是说。他表示，未来三

年企业QQ用户将突破30万家。

熊明华指出：“腾讯在企业级市场的战略

是：以即时通信工具这一强力产品作为发力先

锋，将企业QQ打造成为国内最大最专业的企

业专属沟通平台。腾讯将专注于基础沟通体

验的完善和帐号管理，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整

合腾讯现有企业级产品，另一方面引入外部

合作伙伴为企业提供专属定制服务，通过内

部整合和开放平台为中国中小企业创造统一

通信的大环境。”

据介绍，随着今年2月腾讯企业QQ办公

版的问世，“企业QQ”已成为一系列腾讯企业

级即时通信产品的总称。目前，企业QQ品牌

下已涵盖“企业一站式互动平台”企业QQ在

线400/800、“企业可管理的QQ”企业QQ办公

版、国内最早的企业内部即时通信软件RTX腾

讯通三款产品。

“腾讯在企业级即时通讯市场深耕多

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发力，并于今年大规模

推广。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小企业对于办公一

体化的要求已经到了必须满足的时候，这个市

场真的成熟了。”腾讯即时通信部助理总经理

姚欣榆表示。据Forrester Research的全球调研

报告显示，到2015年，全球统一通信市场的规

模将达到145亿美元。中国目前有大约4600万

中小企业，腾讯瞄准的就是其中广阔的长尾市

场。

据悉，企业QQ不仅追求单一产品对工作

效率的提高，还可以与企业邮箱、客户管理系

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财务管理系统的多种应

用实现捆绑，提高协同效率。

“企业QQ只是腾讯发力企业级市场的一

小步，它不仅是一款性价比极高的内部沟通工

具，更是一种新型的客户管理平台，将企业即

时通信服务与内部管理服务合二为一。”姚欣

榆透露，随着“云办公”需求井喷，腾讯为自己

制定了以企业为服务客户的目标，就是成为企

业级云计算服务商。               安然 

腾讯力推企业QQ  企业级市场是下一个战略高地

荣成携手华铁传媒推“中国海洋食品名

城”近日，荣成市人民政府携手华铁传媒，在

京举办“中国海洋食品名城 极地胜境·好运荣

成——山东荣成旅游品牌专列启动新闻发布

会”。此次活动将利用遍布全国各地的铁路网

络作为全新的传播平台，借助华铁传媒行之有

效的传播手段，对荣成市的旅游品牌进行全新

定位及深度宣传。                   安然 

荣成携手华铁传媒推“中国海洋食品名城”

友”、中国移动“飞聊”、网易“即时通”等十多款

新IM产品进入市场，更何况还有飞信、阿里旺

旺、百度Hi和YY语音等用户上亿的其他IM产品。

其次，欧盟委员会在微软并购Skype案的

裁决中一再强调，市场份额并不是评价消费者

通讯服务供应商市场势力的最好指标，仅具

有判断该动态市场竞争情况的参考价值。因

此，即便微软与Skype合并后在某个细分领域

市场份额达到80%到90%，欧盟也认为不会限

制竞争，同意合并。

除了在市场份额上做文章，360更将腾讯

拥有的专利当作腾讯垄断的证据，因为“排他性

的专利……可有效威慑意图进入该市场的潜在

竞争者”。专利本来就是排他性的独占权，是对

专利拥有者的保护，360将这种正常权力与垄断

混为一谈，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疑点二：用户自然选择还是滥用市场地位？

360一边指控腾讯在IM市场中具有支配地

位，一边指控用户通过QQ建立起与他人的通讯

网络后很难转向其他产品，由此认为腾讯获得

了“对用户的控制力”，产品可替代性低。

照此逻辑，谷歌、Facebook、百度、淘宝、新

浪微博、人人网乃至360自身等等能让用户建

立起通信网络的互联网企业都拥有“对用户的

控制力”，从而涉嫌垄断。

事实上，腾讯既不可能控制IM市场中的

竞争者数量，也不可能强迫用户使用自己的产

品。因为IM产品和服务的替代性很高且习惯于

免费IM的用户对价格高度敏感，一旦出现问

题，用户马上可以自由迁移到同类产品，比如3Q

大战时就有一批用户从QQ转向MSN。所以，与

其说腾讯通过“对用户的控制力”获得市场优

势，莫不如说是通过好产品赢得的海量用户使

腾讯领先于同行。这种用户投票自然产生的领

先地位完全不同于垄断，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就

对其进行打压，只会造成“好产品必须为受用户

欢迎而忏悔”的畸形现象。

疑点三：捆绑销售还是行业规则？

在诉讼请求中，360要求腾讯停止在QQ软

件中捆绑销售安全软件产品等行为。

360是否在挑战将工具软件和其他软件整合

在一起让用户打包下载安装的互联网行业惯例？

实际上，360所批判的“捆绑销售”在它

自己的软件中比比皆是。比如，用户下载安装

“360安全卫士”时一定会被推荐安装“360杀

毒”，而在使用这两款软件过程中，用户还经常

不知不觉会“被安装”360浏览器，甚至难以卸

载。因此，360提出的这一要求实在很像自相矛

盾的“贼喊捉贼”。

从国际案例来看，软件整合下载和安装也

极为常见，因为这确实方便了用户。早在2004

年，微软为消除欧盟关于其垄断的担忧，就曾

推出一款没有捆绑Window媒体播放系的操作

系统，根本没有得到用户认可。经过无数场反垄

断诉讼的微软在最新的Win 8操作系统中仍将

自带IE10浏览器。而以“不作恶”为信条的谷歌

所推出Android手机操作系统中也自带了官方应

用市场Android Market。

疑点四：IM垄断还是平台之争？

360所谓的IM定义非常狭隘，仅限于QQ、

MSN这一类软件，将电子邮件和电话等排除在

外。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用户日益需要的是整

合了桌面IM、移动IM、微博、电子邮件、SNS网站

等一系列通讯功能的用户体验。就连360为诉

讼所聘请的商业分析机构RBB也在分析报告中

将微博和社交网站提供的IM服务视为IM产品

的一种。在这个更广阔的IM市场上，腾讯面临着

飞信、新浪微博、人人网、网易邮箱等众多产品

的竞争，市场份额远构不成垄断。

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报告指出的：“即时通信已经不再是

一个单纯的聊天工具，它已经是成功具有交

流、娱乐、商务办公、客户服务等特性的综合化

信息平台。”QQ不仅是一款IM产品，更是包括邮

箱、社交、音乐、游戏、门户、搜索等多种应用的

综合性平台产品，360安全平台也在安全之外引

入了广告和社交（新浪微博）等服务。360掌门

人周鸿祎自己也公开表示过：“互联网平台可以

是即时通讯，可以是搜索，可以是安全”。

这意味着，360如果要起诉QQ垄断，必须

置于互联网应用平台之间的多边市场竞争大

背景下，而不是单纯局限在一个“缩水”的IM领

域大做文章。因为这才是现在各大互联网企业

“靠免费累积用户、用平台实现盈利”的竞争实

质，也是360与腾讯、百度、金山、等业内同行纠

纷不断的本质原因。

疑点五：拒绝分享用户还是大开放时代？

360还在起诉书中称“被告（腾讯）拒绝与

任何第三方共享其用户资源”。但行业内外都

知道，从2010年底腾讯就确定了开放战略，并

将2011年打造成“开放元年”，不仅向第三方开

发者开放数亿活跃QQ用户，更将自己多年累积

的技术和产品经验开放给整个互联网。

经过一年半的开放实践，现在腾讯开放平

台上注册开发者已超过30万，超过4.5万款应用

上线申请，与第三方的总分成更突破6亿元。此

外，能让用户QQ账户登录第三方网站，并将站

点内容分享到QQ空间和朋友网的“QQ互联”平

台，如今接入的网站和手机应用已超过17万

家。这些数字都表明，360用于立论的“腾讯拒

绝与任何第三方共享用户资源”从根本上就不

成立。

从以上五大疑点不难看出，360起诉腾讯

并没有坚实的基础，更多是通过诉讼战树立自

己“挑战强权”的形象。尽管如此，这起官司仍

是国内互联网行业的一大里程碑，将为完善法

律、净化环境做出巨大贡献。          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