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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郑州共享单车

最后一位入局者“青桔单

车”的加入，已经悄然过

去了半年，其间新入局者

并未引发太大波澜，郑州

共享单车也似乎陷入了

“沉寂”期。近日随着多

家车企上调骑行价格，该

行业再次引发公众关

注。对此，记者调查发

现，伴随价格一起发生变

动的，还有不少共享车企

的运营模式，划定禁停

区、迭代产品等行为似乎

都在宣示，郑州共享单车

竞争或已加速进入
下半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贾永标

舆情暖焦点
——传播正能量 大河数字

区块链技术有望成为继互联网、人工智能之
后又一项颠覆性技术。然而，“百链竞发”的热潮
下，人们的手机里却没有多少高频使用的区块链
应用，技术缘何落地难？如何破解？机遇何在？9
月9日在香港开幕的“首届全球新技术产业论坛”
上，来自业界、学界、政界的人士展开了热烈讨论。

去年 9月 4日，中国全面叫停了数字货币
首次代币融资。一年来，整个行业迎来了“重启
时刻”。炒币乱象得到了有效遏制，区块链落地
应用敞开大门。

火星财经创始人王峰表示：“过去一年是区
块链行业的‘暖阳’，真正的技术人才从互联网
等诸多行业涌入，注重落地应用的创业公司和
资本越来越认识到全球化布局的重要性。”

新三板区块链企业太一云董事长邓迪认为，
当下区块链行业的整体格局依然是“线上热、线
下冷”，民众“可感可知”的区块链应用很有限。“大
浪淘沙之下，没有找到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
消费生活紧密结合的方法论，企业将很难生存。”

塔链智库统计显示，目前全球区块链项目
数上升至1620个，平均每天会有2个以上全球
区块链项目被收录。中国区块链项目数为786
个，占总数的48.5%，几近“半壁江山”。

如何成为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中关村区块
链产业联盟理事长元道认为，应专注小事、活在

“边缘”、从最小单元做起。
此外，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区块链专委会副

主任委员于佳宁认为：“再先进的技术设计，如
果不能体现价值、不能提质增效、不能切实解决
实体经济问题，都是空中楼阁，找到接地气的场
景落地才是关键。”

区块链不是万能的，但忽视区块链却是万
万不能的。以太坊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说，
区块链技术正面临扩容、成本降低、隐私安全保
护以及用户体验提升等挑战。“区块链技术并非
无所不能，关键要找到技术真正的‘用武之
地’。” （据新华社香港9月10日电）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葛思贤 马亮亮

近期，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领英发布
的一项覆盖了 15万人的调查显示：70后职场
人第一份工作的平均离职时间是四年以上，80
后是三年半，90后是 19个月，而95后只有 7个
月。

说起辞职原因，第一份工作刚满月就“闪
辞”的小鸣表示：很难适应职场规则。他在一家
互联网企业从事设计工作，尽管收入不错，但

“跟他们（领导）的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摸不着
头脑。”

与“搞不懂状况”的小鸣相比，毕业刚满一
年就换了两份工作的小敏，更多地将辞职归咎
于“迷茫”。她的第一份工作持续了三个月，第
二份只有两个月。

但小敏并不建议职场新人“闪辞”，“当初应
该沉住气，多做做实在的事情而不是闹情绪。”

领英的报告在网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表
达了理解——

@一只哨：有自己的观点、主见，人生不必

在一份工作上纠缠。

@战士：侧面反映出很多用人单位没有兑

现承诺，求职者也可以对招聘方进行选择。

@LoveJ：70 后觉得有口饭吃就不错，80

后觉得有个工作就不错，90 后要找好的、适合

自己的，这应该是时代发展、进步的结果。

但也有观点认为，如此“闪辞”，值得商
榷——

@执着-005：应该多问问前辈、学长，入

职前搞清楚目标工作和想象中的差别。第一份

工作，最好不要这么快辞职。

@风墟：没有什么工作是不需要努力的，

应该稳下来、沉住气、慢慢磨合。别等辞职后才

发现，还是曾经的最好。

针对年轻人频繁跳槽的现象，《人民日报》
在评论中用“不修内功，难成大器”八个字进行
了规劝；《光明日报》则给职场中的“过来人”提出
了三个建议：不以潜规则约束和限制年轻人；多
帮助年轻人成长；做好职前培训和服务。③9

□河南日报客户
端青春派工作室

“说大事儿，
说小事儿，都是
改 革 开 放 那 些
事 儿 ；话 历 史 ，
话变革，青年人
的 话 题 有 趣 味
儿……”最近，由
河南日报客户端

“青春派”工作室
制作推出的新闻
纪 实 评 书 ——
《改革开放40年
之晓妍开讲》走
红网络。

自 7 月 6 日
首播以来，《晓妍
开讲》目前已推
出 10期节目，从
高考制度改革到
小岗村的联产承包，从个体户登上历史舞台到
企业改革风生水起，每期的话题都是改革开放
40年间的大事件，却又都从小故事切入，形式新
颖、内容丰富、故事性与知识性强，深受广大青
年用户的欢迎。

新故事：个体命运反映时代风云

“第一次觉得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经历了
时间的淘洗，竟然如此震撼。”在郑州工作的李
世远说，作为一名公务员，去了解和学习改革开
放40年的壮阔历程原本就是分内之事，但这档
节目在诸多同类媒体产品中，还是令自己耳目
一新、印象深刻。

今年 18岁的许昌高中毕业生王艺，是被第
一期节目吸引的。“因为自己刚参加过高考，所
以看到有人讲40年前的高考，就忍不住想听。”
他说。

秉承“以小见大”这一理念，《晓妍开讲》在内
容上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为基础，着重强化
作品的故事性。这些故事，有的令人感叹，有的
令人惊讶，有的令人莞尔，无一不生动再现了那
个豁然开朗的时代和无数被时代改变的命运。

新格局：跨越时空呈现沧桑巨变

改革开放40年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伟大
历程，如果仅仅是记述某一个时间节点的人物和
事件，而缺少对其时代影响、历史变迁的介绍，则
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憾。同时，作为河南媒
体，在回顾改革开放历史的过程中，既要立足中
国，也要着眼本地，如此方能在全面呈现这场沧桑
巨变的同时彰显自身定位和特色。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艺术学院老师王亚昕认

为，在这一点上，
节目的文本设计
颇具匠心，在历
史与现代、全国
与河南的内容把
握上，做到了较
为出色的兼顾，
体现了新闻报道
的大时空格局。

比如，在第
二期《“生死契”
秘密签订 小村
庄载入史册》当
中，还提及了河
南沈丘等地效仿
小岗村搞“大包
干”，以及由此而
引发的曾震动河
南 的“ 张 浩 事
件”，彰显了河南
在中国农村改革
进程中的地位和

作用。
“现在的人们一提起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

小岗村，却不知道原来咱河南在当时也不落
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冀微微说，

“现在高校大学生需要知道这些事情，很多知识
未必都要从教材里获取。”

新传播：复合传播产生最大效果

《晓妍开讲》自播出以来，河南许多高校都给
予了高度关注。周口师范学院等多个高校的微
信公众号纷纷转发；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还专
门在校园广播站进行播讲，该校新闻中心负责人
葛畅说：“河南日报客户端推出的这档音频节目
正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不仅要在学校广播站播
放，还要号召广大学子一起来讲好故事。”

为取得最大的传播效果，河南日报新媒体在
节目的推广中，还采用了“复合传播模式”。

在音频节目的基础上，根据每期主题，都有
海报进行配合。每期海报一经发布，都会在微
信朋友圈引发“刷屏”。

在内容推广上，每期节目除了在河南日报客
户端发布之外，河南日报官方微博、微信都进行发
布，人民号、今日头条等合作平台也进行了同步转
发。除此之外，河南日报新媒体还首次与“喜马拉
雅FM”进行合作推广，建立了专题栏目，并得到
平台的重点推荐，目前在该平台上46个关于改革
开放的题材中排名第二。

截至目前，该系列有效信息
源刊发转载的全网总点击量已
突破360万，仅在河南日报客户
端单期平均阅读数已超过15万，
伴随着产品的持续发力，这个数
字不断再创新高。③9

区块链“百链竞发”
落地难如何破解？

网民热议

95后第一份工作平均7个
月就离职

年轻人，你为什么换工作

讲“正史”也可以很“声”动
——《改革开放40年之晓妍开讲》引发网友关注

融媒矩阵

好家风传递正能量

“烧钱”变“勤俭”“明争”转“暗斗”

郑州共享单车竞争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最近不少共享车企都
表现得较为冷静，不再热衷于“价格战”，但一位
接近共享单车行业的内部人士却向记者表示，
共享单车行业的竞争已经加速进入下半场，多
家企业在市场占有率基本固化后，已经将重心
转移到精细化运作比拼上，其主要目的即为降
本增效、回笼资金。

上述人士还称，价格回调只是从侧面反映
了共享车企已经渡过了只靠价格进行比拼的初
级阶段，而后续不断进行的产品迭代和政策创
新才是下一轮竞争的主要看点。

对此，近期多家共享车企的举动似乎成了

最好的例证。
如摩拜、哈罗两品牌，均已在郑州区域设

置了运营区域电子围栏。此举意味着市民在
骑行中不能再随停随放，如不按照相关引导停
放车辆，用户将会遭到警告，拒不将车停至规
划范围者还将面临支付额外调度费用的惩
罚。记者获悉，目前该电子围栏区域已经覆盖
郑州市绝大多数主城区，多次违规的用户将影
响后续用车。

某品牌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目的就是提
高车辆集约化周转及精细化运营水平，不再给
城市添堵，以期形成正面循环。②32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谢前进

南阳老人教孙子练毛笔字：
3岁小儿写得一手漂亮书法

新闻事件：
近日，社旗县一个 3岁左右的孩

子蹲在公园广场上写毛笔字的视频引
起网友关注。孩子名叫李钰茁，现在
已经能认上千字，在人们眼中是“小神
童”。其实，是爷爷奶奶从他牙牙学语
时就开始耐心教，由简到繁，让孩子从
认字中尝到了乐趣。钰茁写得好，爷
爷奶奶就常常夸赞他，让小钰茁越学
越有劲。钰茁的爷爷说，把孩子从小
培养好，不光是家庭受益，对社会也是
一种贡献。

洛阳91岁老人：
亲自送19岁孙子到郑州上大学

新闻事件：
9 月 8 日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018级新生开学的第一天，相较学生
而言，家长们更“忙”，人来人往的报到
队伍中，一位老人格外显眼——91岁
的史智敏。史智敏是一名退休 31年
的洛阳老教师。今年孙子史锐光考到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他不顾舟车劳顿，
毅然选择送孙子上学。“郑州离洛阳近
一点，不管说啥我都得送一次，顺便到
大学看一看，也了结我这多年的心
愿。”史智敏说。

扫描二维码
听《晓妍开讲》

9月 9日 15时 51分，“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关
于李钰茁的视频报道。此后，环球时报、头条新闻等媒
体微博转发。截至 9月 10日 17时，该视频仅在微博
上的播放量有566万次。

传播数据：

566 万次

9月8日20时22分，“河南商报”网易号首发有关
报道。此后，人民日报客户端，河南日报、大河报等媒体
官方微博转发。截至9月10日 17时，相关微博阅读量
已达163万次。③4

传播数据：

163 万次

那么包括价格回调、划定禁停区等做法，是
否只针对郑州市场？

对此，摩拜方面表示，目前他们已经在全国
近二十个城市试点上线了这一政策，郑州恰在
其列。郑州作为新一线城市的代表之一，近年
来城市交通不断升级，形成了多层次的交通体
系，市民出行需求旺盛，因此也一直是共享单车
领域的重点市场之一，不少政策都会优先在这
里试点。

无独有偶，在近日刚刚闭幕的秋季大河国
际车展上，哈罗单车发布了自己的第三代产品，

其中蕴含的太阳能电池板、智能锁、混合动力等
黑科技吸引了不少目光。哈罗方面表示，该款
产品在为市民提供更好骑行体验的基础上，也
有利于企业对单车进行精细化管理，因为其上
安装了最新的定位监测技术，能有效避免单车
遭到破坏等。

不难发现，在单车市场格局固化的基础上，多
品牌共享车企已经逐步放弃“明争”转为“暗斗”，
在“内功”比拼上狠下功夫，以期达到细水长流的
效果，不过需知，用户仍然拥有第一选择权，企业
在调整相关政策时不应忽视用户的感受。

郑州已成共享车企重点市场，多品牌迭代产品比拼“内功”月卡价格均出现回升，多家
负责人称根据市场环境调整

价格战偃旗息鼓，共享车企开始讲究“勤俭持家”

工作在郑东新区的郑州市民粟先生，是一位共
享单车忠实用户。他告诉记者，因为最近的公交站
离单位还有一段路，所以他常常选择骑车前往，加上
以前曾低价购有骑行年卡，骑车可以随借随还，他并
没有在意过共享单车的价格。

不过，近期随着他的年卡到期，粟先生忽然觉
得骑车也不再是件很“便宜”的事儿了。粟先生
称：“年卡到期后我也没在意，结果发现最近只要
打开车都会进行收费，有时候骑不一会儿价格已
经超过了公交。再加上现在月卡的售价比以前的
季卡还贵，好多车子也不如以前舒适，骑行体验是
越来越差了。”

9月10日，记者根据粟先生的描述，对当前郑
州街头投放的几个共享单车品牌价格进行了对比。
综合了ofo小黄车、摩拜单车、哈罗单车、青桔单车
等数家的数据，记者发现定价为20元的月卡，目前
普遍售价为10元左右，而在此前的5月份，某品牌
单车曾在郑州推出过5元骑行三个月的高幅优惠。

如此对比下来，如今共享单车的骑行价格的
确出现了上涨，其主要原因为折扣幅度回调。对
此，记者咨询了多家共享车企相关负责人，对方均
表示，此举是根据市民骑行需求、市场环境、推广
需求以及季节变化等因素，有针对性地调整价格。

网友评论

俺支持企业精细化管理！毕竟

现在街头车子太多了，影响市

容，好事都成坏事了。”

——风芯厉

同心圆融媒工作室 出品

李钰茁在地上练毛笔字②25

史智敏和孙子②25（本栏图片均为网络截图）

海报截图②25 合成图片

心理落差有点大，现在一张月卡都顶以前的年

卡了，还是走路吧。” ——一念执着

有些车子都不能骑了，该加快产品更新速度

了。” ——褚善朴girl

简单地说，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记账。

◎传统中系统数据都是集中存储，中央
数据库掌握所有用户的数据，但是区块链技术
颠覆传统，让系统中每个用户参与竞争记账。

◎在某个时间段内，系统会在竞争者中
找出记账最快、最好的用户，该用户把这段
时间内的数据变化写到一个区块中，并复制
备份给其他用户。

◎在下个时间段内整个过程周而复始，
于是系统中每个节点都有一个完整的账本
副本。

◎由于区块链系统中没有特定记账的
人，每个节点都有一个完整的账本，系统节
点数量庞大，分布在互联网的任意角落，任
何节点被摧毁都不影响整个系统运行。因
此，区块链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安全的数据管
理方式。

◎由于每个区块数据都是通过密码学
技术链接在一起，所以称为“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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