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年前，我国通过美国Sprint公司
连入互联网的64K国际专线开通 ，成
为互联网大家庭的第77个成员。 当时
没有人料到互联网会带给我们怎样的
一个世界。同样，今天无论我们如何畅
想， 也无法预料20年后互联网又将带
我们走向何方。

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 从一台计
算机到另一台计算机， 再到千万台计
算机，电话线、卫星、微波、光缆连接，
实现的绝不仅是简单的物理连接，背
后是全方位的信息共享和资源配置。
今天，基于互联网的新技术层出不穷，
新设备花样百出， 电子商务、 网络游
戏、视频网站、社交娱乐等全方位渗透
到我们生活中， 不断改造旧有的生产
模式，创造出新的生活模式。

通过20年互联网的逐步普及，我
们同样见证了创新、开放、自由、平等、
共享的互联网精神。依靠创新，一无所
有者白手起家，成长为行业领军人物，
缔造一个个商业传奇， 推动国家繁荣
发展。在互联网上，无论居庙堂之高还
是处江湖之远，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
获取信息资源，没有国界、没有歧视，
不分种族、不分年龄，相互分享经验和
知识，交流观点和思想，人类社会从未
像今天一样密切协作、开放共享。

然而应该看到， 经过多年发展，我
国已是网络大国，但还远远谈不上网络
强国。必须承认，我国互联网自主创新
还相对落后， 区域和城乡差异仍然很
大，互联网速率仍处于“低速宽带”阶段，
特别是网络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互联网
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也是一国战
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我国未
来发展提供核心支撑依旧任重道远。

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以
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也许还只显现
出“冰山一角”的魅力，它的生命力和
未来潜力更值得期待。唯有怀揣梦想、
勇气和智慧，积极拥抱互联网，脚踏实
地、开拓创新，方能迎来一个更加明媚
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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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20年是一部发展史

20年，弹指一挥间。
许多老网民还记得当年用“猫”拨号上网的场

景，调制解调器单调刺耳的鸣叫声之后，获得的是
连接外面世界的喜悦，那时光至今难以忘怀。

落后的“猫”早已淘汰，中国互联网一路疾行。
2008年6月，中国网民数达到2.53亿，跃居世

界第一位。 截至2013年12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
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手机网民规
模达5亿，继续稳定增长。

中国互联网协会的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
全年网络零售交易额达到1.8万亿元， 占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10%以上。互联网快速发展带动
信息消费稳步增长，已成为提振经济的新引擎。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3.02亿，使用率达到
48.9%。截至2013年12月，我国使用网上支付的
用户规模达到2.6亿。

“从蹒跚起步到阔步前行，20年，互联网已成
为社会运行的基本要素和基础支撑，如毛细血管
般渗透到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互联网
协会秘书长卢卫表示，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深度
和广度深刻改变着经济发展格局和信息传播格
局，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并正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给中国社会带来全新气象。

互联网20年是一部奋斗史

如今，从社交到教育，从订机票到移动支付，
从网上购物到出行打车， 互联网已无处不在。博
客、微博和微信的普及，让个体网民成为创造者、
建设者和分享者，成为互联网的主体力量。开放、
共享、自由、平等、创新的互联网精神也“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

然而今天互联网在中国的这些成就， 来之
不易。

中国互联网创业者经历过行业大发展的激
动，苦熬过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寒冬，也等到了

互联网大潮再起的辉煌。在这些变幻之后，是中
国人不屈不挠的发展渴望。

1996年， 留美10年的张朝阳拿着获得的风
险投资来到北京。看着车水马龙的街头，他思考
着人生的方向。他随后创建的爱特信公司成为国
内首家以风险投资资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两年
后正式更名为搜狐公司。

2000年新浪、网易、搜狐三大门户先后在美
国纳斯达克上市， 但全球互联网很快遭遇冬天，
随后倒下了多少胸怀互联网理想的英杰。腾讯公
司创办人马化腾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当年公司
困难时差点卖掉，幸亏最后忍住了。阿里巴巴掌
门人马云说过：“很多人可以抄袭我们的创意和
我们的模式， 但他们抄袭不了我们付出的努力、
付出的汗水。”

4G开启互联网下一个20年

20年“触网”付出的汗水与进步，让中国得以

用更加前瞻的眼光来思考如何从一个网络大国
成为网络强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感受到互联网的重要性。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4G基站总规模超过25
万个，用户规模大幅上升，4G发展迈出坚实第一
步。电信基础设施是互联网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先
决条件。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说，4G将
催生更多应用服务，拓宽互联网产业链，为中国
互联网开启下一个20年。

基于4G的强大带宽， 互联网将从文字全方
位过渡到语音和感知，从个人移动转变为服务移
动和环境移动，并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
让城市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胞变得更加“智能”。届
时，网络“以用户为中心”的运营理念和服务模式
将在全产业链范围内得到贯彻和实现。

“2013年中国移动用户月均流量为165MB，
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约4个G，超过全球平
均水平。带来的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市场。”邬贺铨
说，得益于带宽能力的提升，未来20年，产业链上

下游的壁垒将打破，新技术、新应用和新空间不
断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催生，中国互联网
将拥抱一个可期可待的未来。

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研究院院长助
理李未柠认为， 我国从一个后发国家迈入信
息化时代， 互联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当前， 互联网已成为陆、 海、 空、 天之外，
人类活动的“第五空间”。 互联网已经关乎国
家“硬实力” 的成长， 同时也检验着国家治
理能力的升级。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绘制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中国互
联网力量全球崛起的梦想， 也同样清晰可见。
下一个20年， 互联网无疑将是中国软实力全
球崛起的主战场，互联网将成为中国崛起的催
化剂、加速器和驱动力。

（综合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筚路蓝缕 居高声远
———中国“触网”20年

诗人北岛在写下那首一字诗“网”的时候，他不会想到多年后，这个字对中国经济、社会意味着什么。
1994年4月20日，一条带宽只有64K的国际专线，宣告了中国成为第77个真正拥有全功能互联网的国家。随后的20年，是互联网给中国经济

与生活带来巨变的20年，创新的精神、新的应用伴随着网络拓展的范围而不断延展。中国人“触网”的20年，凸显的是发展，是改变，是超越。这不
是一个梦想成真的终点，而是一个新梦想的起点。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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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树

新华社发

弄潮儿 新华社发

互联网将继续
改变中国

新华社记者 王敏 张辛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