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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森·布莱查奇克是爱彼迎 （Airbnb） 的联
合创始人。爱彼迎是全球知名的旅行房屋租赁
社区，被 《时代周刊》 称为“住房中的易贝”。
内森在爱彼迎全球业务的关键战略举措方面发
挥着主导作用。

1983 年出生的内森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一
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曾在哈佛大学攻读计算
机科学专业。少年时期，内森就对计算机编程
十分感兴趣，他 12岁时在网上发布了第一个编
程作品。高中时，内森创办了一个小型软件公
司，面向20多个国家的客户进行销售。

2005 年 ， 刚 刚 大 学 毕 业 的 内 森 被 聘 为
OPNET （仿真软件） 公司的技术工程师。两年
后，又在巴蒂克 （Batiq） 担任首席开发人员。
2008 年，内森与两个朋友合伙创立了爱彼迎，
他担任该公司的第一位首席技术官。

内森在一次分享会上说，一名企业家取得
了成功，与其说是因为他的理念，不如说是因
为这个人本身。创业的路上，他听到了很多人
的反对声音：“不，这行不通，别这样。”他
说，企业家需要有一种“是的，但请拿出解决
方案”的态度，而不是“不，不要这样做”的
态度。爱彼迎创办初期，公司面临着艰难的处
境，一度濒临破产，靠卖麦片才撑过难关。另
一位创始人布莱恩在一次访谈中说到，爱彼迎
的创业想法，大多数人并不看好。而现在，爱
彼迎的估值已超过300亿美元，在全球191个国
家，为8.1万个城市提供服务。

“我们应该向前看，问问自己我们想要创造
什么样的未来。”内森说。当被问及收到过最好
的建议是什么时，内森回答：“父亲告诉我，当
用心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一定可以成功。”

在 2017年 《财富》 国际科技头脑风暴大会
上，内森强调了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他
说：“目前中国境内游和境外游市场增长迅速，
中国将是爱彼迎最大的市场目标。”他还表示，
中国开放和扶持的态度，鼓励了互联网、数字
经济行业和企业积极创新。中国一直走在世界
前列，也增强了我们加大在华投资的信心，为
我们深耕中国市场提供了机遇和保障。

本报电 借助大数据平台助
力，邯郸银监分局精准引导农村合
作金融机构将产业扶贫项目作为脱
贫攻坚的主攻方向，大力扶持贫困
村和贫困户发展产业、就业和创
业，做好“公司+基地+贫困户”和

“公司+合作社+贫困户”扶贫模式
的金融服务工作，促进贫困地区产
业发展。截至目前，邯郸农村合作
金融机构已发放各类小微企业贷款
71.6 亿元，其中发放扶贫龙头企业
贷款 4.49 亿元、特色优势产业贷款
7.64 亿元、现代农业园区贷款 0.63
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企业贷款16.56
亿元、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贷款
1.32 亿元，支持了一批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快速发展，带动农民共同
致富，形成了魏县鸭梨产业、鸡泽
辣椒产业、曲周天然色素产业、峰
峰矿区陶瓷产业等特色产业项目。
其中，具有革命老区之称的涉县辖
内太行民俗风情艺术小镇、赤水
湾、五指山及“5A”级景区娲皇宫
等旅游开发项目，吸引了不计其数
的“城里人”走进“山沟沟”，带动
了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成为农民脱
贫致富的“跳跳板”。

（高玉军 杨增林）

网上中国 互联网大咖秀

内森·布莱查奇克：

用心做每一件事
海外网 周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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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优势是文化输出的基石

近百年来，以麦当劳和好莱坞为代
表的美国主流文化悄然扎根全球各地。
美国文化输出的成功，不仅是因为拥有
先发优势，还具备全方位产业优势。以
电影产业为例，美国在内容生产和全球
扩张方面都具有压倒性优势。一是内容
生产工业化，从剧本创作到道具生产，
从前期摄制到后期制作，好莱坞展现了
专业化水准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分工，
成为世界最大的内容生产工厂。二是渠
道扩张全球化，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从
摩天大楼到街头小巷，好莱坞的身影无
处不在。

近半年来，人民日报海外网舆情中
心持续跟踪监测了与中国游戏产业相关
的海外舆情数据，监测分析发现与电影
产业相似，游戏产业也具有许多结构性
红利。一方面，作为互联网的产物，游
戏产业天然具备互联网的特征。电子游
戏 作 为 典 型 的 数 字 产 品 ， 发 布 渠 道 顺

畅，跨国发行便利。另一方面，智能手
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游戏产业
迎来了发展机遇期，游戏产业的增速逐
渐赶超电影产业。

游戏产业的文化输出优势

据中国游戏产业资深从业者，北京比
邻弘科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COO

（首席运营官） 史建刚介绍说：“游戏产业
在文化输出方面存在着相对优势。一是获
取成本更低，受众面更广。二是用户代入
感更佳。与电影受众的被动接受方式相
比，游戏实现了用户交互和体验的便利化
和个性化，是更胜一筹的文化承载模式，
这是同为文化载体，游戏优于电影的突出
特点，这不仅是载体的优势，也是时代的
优势。”事实上，电影是工业时代的产物，
其内容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用户与内
容的交互方式都不具备互联网时代的特
点。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基石的
新兴媒体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以广播电视
和院线为载体的传统媒体。

中国拥有 5000 年悠久灿烂的传统文
化，如何将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与现代游戏
机制进行融合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业内人士表示，我们要抓住游戏文化产业
发展的机遇，顺势而上，在世界游戏产业
领域中发出中国声音。

游戏产业仍需政策引领规范

游戏产业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
问题：一是创新能力不足，精品游戏缺
乏。抄袭成风以及创新机制的缺乏导致游
戏的创作内容同质化严重，整个产业的活
力无法得到释放。二是海外发行缺乏市场
导向，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我国大多数游
戏产品主要停留在粗放型海外发行模式
上，游戏题材不能吸引用户，无法形成良
好的口碑，致使影响力缺乏。三是一味地
迎合用户，娱乐至死。缺乏核心价值观的
指导，缺乏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和融合中
国元素的动力。

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以下努
力：一是平衡渠道和内容的关系。打破渠

道垄断，鼓励原创，还内容创作一个春
天。二是严把质量关。喜闻乐见不等于庸
俗堕落，相关企业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弘扬社会正能量。三是根据游戏产业的发
展规律，建立海外文化产业基地，聚集相
关人才，鼓励专业分工，激励创新，提升
协同效应。四是扶持一批将用户需求与中
国元素较好融合的游戏企业，树立中国游
戏产业新形象，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支付平台显神通

据统计，目前已有多家互联网机
构推出了红包活动。

支付宝延续了口碑颇佳的“集五
福”活动，并增加了“答题赢福卡”“沾
福气卡”等新玩法，集齐五福的用户将
在除夕夜分享 5 亿元现金红包。据悉，
仅去年春节期间，参与“集五福”的中
老年人群体数量就达到7000万。

百度今年与央视春晚达成合作，并

将以多种形式发放 10 亿元的现金红包。
而百度力推的支付平台“度小满钱包”，
是用户唯一的提现通道。

已经占有较高市场份额的微信，今
年依旧“低调”。春节期间，微信推出了
企业定制红包封面的功能。在限定时间
内，企业可为自己的员工定制专属红包
封面。

银联云闪付推出了扫标识领红包活
动，还希望借助“红包大战”，在支付
市场上再下一城。用户可扫描云闪付或
银联标识，领取最高 2019元红包。除此
之外，签到、推荐、转账也有可能获得

金额不等的红包。
作为社交平台，新浪微博也加入了

“红包大战”中。除了百万元现金外，新
浪微博的“锦鲤红包”还塞进了品牌
包、口红、机票等礼品，希望通过春节
活动获得更多的客户和流量。

支付习惯已养成

自 2014 年春节微信红包首次亮相，
支付宝红包、微博红包纷至沓来。如
今，“抢红包”已成为春节不可或缺的社
交活动。

随 着 人 们 新 的 支 付 习 惯 日 渐 养
成，移动支付市场也迎来了蓬勃发展
期。数据显示，2018 年三季度，移动
支付业务金额达 65.48 万亿元，同比增
长 32.91%。

“‘双 11’和’春节红包’的成功，
让在线支付平台意识到，可以把线上和
线下结合起来，通过线上的宣传形成流
量，产生关注度。”专家表示，“抢红
包”等线上活动所带来的客户和流量，
具有可观的广告效应。

易观发布的 2018 年第三季度 《中
国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市场季度监测
报告》 显示，支付宝、微信在移动支
付市场份额达到 92.53%。移动支付市
场“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行业领先
者对“春节红包”这一需要大量投入
的方式愈发谨慎。微信总裁张小龙此
前就表示，微信红包的历史使命已经
完成。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支付

机构获客难度的增大，过去那种通过烧
钱补贴的形式很难持续。支付机构应把
业务重点放到创新产品服务、优化产品
体验上来，以提升存量客户的活跃度，
增强客户粘性。

红包有了科技感

如今，移动支付的发展不仅改变了
人们的支付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逐渐改
变了民俗习惯。当线上支付成习惯，实
体红包被线上红包替代，“年味儿”正在
被科技重新定义。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春节期间，
除了贴对联、买年货、包饺子、看春晚
等传统习俗外，抢红包、扫福字等活动
逐渐成为新习俗。

春节期间的线上红包为人们创造了
新的感情沟通方式，通过参与抢红包等
活动增进与亲人朋友的沟通，让春节更
有“味道”。

有专家说：“社会的发展变化使过去
的‘年味儿’有所削弱，但新媒体通过
流量构建新的民俗，让人们参与狂欢，
从而获得春节新的仪式感。”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提示，在参与
春节抢红包等活动的同时，用户应注意
个人信息安全，不要贪图小利、因小失
大。春节期间，有不法分子借此机会制
作虚假的二维码或分享链接，一旦用户
扫描或点击链接，有可能被盗取个人信
息甚至被盗取钱财。开心过春节、幸福
领红包的同时，也要擦亮眼睛，不要误
入陷阱。

游戏产业助推文化出海
海外网 杜 滟 孙默融

游戏产业助推文化出海
海外网 杜 滟 孙默融

国外网友纷纷点赞留言：“这游戏太赞了”、“完全被其中的中国武侠元素迷住

了”、“呼唤英文字幕！”……2018年，《太吾绘卷》、《中国式家长》 等中国原创游戏

席卷海外游戏平台，而这，仅仅是中国游戏出海远航的一个侧影。据人民日报海外

网舆情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游戏海外报道量超 20 万篇，同比增长 58%，

海外游戏市场在成为中国游戏企业重要收入来源的同时，也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新

型舆论载体。然而，中国游戏产业仍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主管部门“因势而谋、

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出台产业扶持政策、打破渠道垄断等

方面多角度发力，引领游戏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红包大战”硝烟再起
刘 峣 刘 奇

“你有‘敬业福’吗？”春节将至，这句朋友间的问候近来频繁出现。从“集

五福”到“企业红包”，互联网支付机构的“红包大战”再度拉开序幕。

今年春节，各大机构的春节红包玩法越来越多，金额屡创新高。随着“抢红

包”逐渐成为春节新民俗，移动支付市场的流量与格局也在悄然变化。

春节抢红包 资料图片春节抢红包 资料图片

零售“进化”

逛超市买海鲜，现场就能烹饪加工，吃完
再回家；没有收银员，24 小时售货，刷脸就结
账；蔬菜水果店、便利店开进社区，下楼就能
满足生活所需。 曹 一作 新华社发

数据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网舆情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