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友热议“兼职段子手的快递小哥”
共享充电宝
悄然亮相

目前，在一些城市的公
共场所，出现了可随借随还
的智能充电宝租借终端。用
户只需扫描终端屏幕上的二
维码，就可借用一个充电宝，
借出的充电宝可随身携带使
用，按时间计费，用完后就近
找到租借终端归还即可。对
此，网友们怎么看？

@小洛洛洛：这个是真
的好，外出时手机没电简直
要疯了。

@黄新兰sky：今年的央
视3·15晚会说手机充电桩会
窃取手机里的信息。这类充
电设施存在安全隐患，不如
自己买个充电宝更放心。

@朕满血归来：随着快
充技术普及，这种共享充电
宝也就会没落了。

@Elsif：不觉得矛盾吗？
扫码借充电宝，手机没电关
机了还怎么扫码？

@Kongpuichiu：好像1元1小
时啊。一个充电宝才几十元。

大学生开发APP专治拖延症
像玩游戏一样管理时间，一年吸粉20万

□韩飞

将游戏原理应用到
自我管理软件中

姚远就读于南京大学软
件工程专业，Zero则是上海
师范大学的大二学生，让他
们走到一起的，是知乎上的
一篇关于“如何做行动上的
巨人”的帖子。

Zero在网站上发的一篇
关于自我管理方法的回答让
姚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
深入交流后，碰撞出了共同
创业的火花。“我们一直在思
考网络游戏是怎样使人长时
间保持精神集中的。玩过游
戏的人都知道：游戏会把目
标分成小块，会明确告诉玩
家接下来怎么行动；游戏还
会给每个小目标设置相应的
奖励，完成目标后会立马让
你得到奖励。我们决定把游
戏原理设置到我们的自我管
理应用软件中，让人们定时
完成每天的学习、工作计划。”

姚远和Zero的想法很快
获得了一些投资者的认同，他
们的创业计划申请到了一笔5
万元的创业支持资金和5万元
的入股，PlayTask应运而生。

这个APP如何把完成学
习、工作变成游戏任务？打开
用户界面，用户一下子就能
看到自己的“每日任务”“每
周任务”和“普通任务”“副本
任务”，而界面下方则列有

“奖励”“统计”等项目。用户
可以自己在应用中根据实际
情况制定任务并设置完成后
可获得的点数。通过完成任

务获得的成就点数，可以用
在奖励里做自己想做的事。
如果你哪天很累，就打开欲
望库，还可以奖励自己小小
偷个懒。PlayTask正是利用一
套自己设定的奖惩机制，督
促用户完成制定的任务以及
减少过度的娱乐。姚远介绍。

及时完成既定任务
还能赚钱

如果用户自己制定的任
务完不成怎么办？考虑到现
实生活中有太多拖延症患
者，PlayTask设计了强制任
务模式和获得奖励途径。

对于如“连续一周早起”
“每天跑步40分钟”等比较艰
难的任务，许多用户需要压力
和奖励才能完成。这时候一旦
用户进入了为期一周的副本
任务，想放弃就必须要付出代
价。姚远解释：“进入副本任务

的用户会被分成6人或8人一
组，对每日任务相互监督。此
外，只有交纳押金的用户才可
以玩副本任务。完成任务的
人，不但可以拿回押金，还能
获得现金奖励。完不成押金不
退，被收缴的押金一半用作系
统维护，另一半则会被奖励给
同组完成任务的用户。”

谈到APP营收情况，姚
远坦言，目前这个APP还不
足以让这两个年轻的创始人
雇用额外人手来运营。他说，

“不过我们才刚起步，我相信
这个项目一定会有越来越多
人使用，我们不急于一时。”

“事不过夜”
居然靠游戏做到了

有 多 少 网 友 使 用
PlayTask管理自己的时间？
姚远介绍，根据后台统计，从
2016年3月诞生至今，已经有
20多万人注册了PlayTask，
其中绝大多数是活跃用户。

使用PlayTask是一种怎
样的体验呢？网友“鄢芝”加
入了“敷面膜”副本，她在知
乎上分享道：“这个软件教会
我最重要的事情是对自己诚
实。我敷面膜的时候要拍一
张照打卡，虽然一张面膜拍
个不同角度就解决一周打卡
量，软件不知道你造假，可是
你自己知道是否真实。”

对此，姚远表示：“这款
软件就是想激发大家改变拖
延症的决心和毅力，当然我
们也不能保证所有人都坚持
到底或者不会在‘打卡’时作
弊，但从用户副本数据上看，
绝大部分人坚持了下来。”

【热帖】

【微观】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
的人。谁说的，快递小哥就能。”
提到快递小哥，大家脑海中都
会自动出现身穿制服、开一辆

“小突突”在路上奔走的画面。
日前一条说说“你遇到的快递
或外卖小哥最好笑的事”的爆
料帖，引来众多网友回复，大家
热情高涨地讲述与快递小哥
的爆笑互动。

感觉网友们遇到的外卖
小哥都是“暖男型”。

@唇膏好吃吗：读大学时
经常点外卖，每次都是同一个
小哥送的。有一次，小哥递给我
鸡排饭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辞
职了，你以后也少吃点，这两年
我是看着你长胖的。

@C陈明MING：外卖一
般会提前打电话，然后给你
下楼的时间。有一次，那个小
哥时间估计错了，我下楼半
天他才到，他看到我站在楼

下，骑得特别快，然后冲进了
我们楼下的花坛里。

@酷酷的昊sir：宿舍楼
不让外部人员入内，接到外
卖小哥的电话叫下楼取餐，
我屁颠屁颠下了楼，快递小
哥看见我来了，就去箱子里
取餐，打开箱子一看是空的，
我正要问呢，快递小哥说：啊
呀呀，骑错车了。

@米若是只小盆友：上次
外卖APP系统错误，然后七个
小哥都接到了我的单子，他
们一起出现，七辆车骑过来
的时候我以为要被群殴了。

忙忙碌碌的快递小哥中
其实隐藏着不少“段子手”。

@LADY火火：快递催
我下楼但是我想先洗个头，
于是他说：“没事，我们是那
种不洗头也能见面的关系”。

@儋州小侬：我的快递
账号叫“小仙女”，然后有一

次我妈帮我去拿快递，拿了
快递之后，小哥对我妈说：

“你这仙女够老。”
@煮饭阿姨阿：下楼取

快递看见小哥穿的羽绒服和
我网购的是同一款，我说这
么巧我也买了这一件。他说
这就是你网购的，车子装不
下了，就穿在了身上。

@我养你啊：在网上买
了一颗扣子，那天快递给我
打电话，说你买的衣服是吗？
我没多想，就说应该是吧。快
递小哥颤颤巍巍地说：“你买
的衣服，我摸着只有一颗扣
子，你的衣服被偷走了。”

@35787：我遇到的快递小
哥记性特别好，“有一次取快
递，名字叫做王凯老婆，第二
次改名了，叫薛之谦老婆，快
递小哥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你
什么时候和王凯离婚的。”

（阿拉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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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某大V的演讲，感动
到希望再听一次；看完某达人
的视频，恨不得立刻请教；打
开手机，朋友圈里某友人的线
上分享爆满，于是加入其中，
佩服到想把其作品全看一遍。

毕竟，颜值是天生的，动
刀子整容挺疼的；好身材需要
长久锻炼，一不注意就前功尽
弃。而知识、学习，立等可取，
现学现卖，颜值的缺陷都是可
以忽略的。

于是，眼下我的朋友圈
里，越来越多不再发自拍的朋
友，现在越来越多开始分享在

“得到”上付费购买的栏目，参

加某项PPT制作，演讲技能的
报名截图。仿佛沉浸在知识的
海洋里，就能荡涤一切的焦虑
烦恼。

而越来越多的人，也像下
面这样进行着每天的生活：

清晨上班的路上，他会在
喜马拉雅上听奇葩天团们好
好说话的最新音频。

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会开
始刷知乎，除了看看有没有最
新的live课程，还要在信息流
里寻找自己关注的话题有没
有牛人的解答。

而下班路上，他则会辗转
于各个得到订阅栏目的更新，
打开一篇篇推送文，然后再一
篇篇关掉。

这也是眼下付费知识经
济繁荣的写照：有基于线下主
题分享会的线上直播，以视频
为主，配合图文，也可以解答
参与用户的特定问题。也有基
于单点问题的对症回答，只要
你愿意出钱，业界顶尖人物都
可以成为你的导师。还有连续
长期的专项话题分享，以图文
和音频的形式，把以往学期式
的课堂学习，搬到线上。

无论哪种方式的付费知
识，获取的方式都显著碎片
化、零散化，随时随地，无时无
刻，都能开始学习。而在这个
知识和焦虑同等爆炸的时代，
很多人就是这样浮光掠影地
学习、紧张兮兮地竞争。

即便你根本没有获得什
么，但至少你给了自己一个学
习的状态，就像一生面壁的禅
宗高僧，虽然不知道每天在思
索什么，但没准哪一天，你就
顿悟成佛了呢。

更何况，在金钱，地位、境
界等一系列比拼中，知识PK
是最公平，也最正能量的。在
知识付费中，答主总是在苦口
婆心规劝我们“你这样下去是
不行的”“你必须得提高自
己”。

而我们愿意为知识买单，
也是因为，你比我强，我希望
通过付费学习成为像你一样
的人。就像我们争相追逐《人
民的名义》这样的热播剧一
样，我们拼命吸收信息，学习
知识，仿佛这样就可以止息焦
虑，跟上潮流。但其实，内心深
处的焦虑和黯然的孤独从未
平息。因为我们生怕错过任何
一个搭上话的机会，生怕被周
围人甩在后面。

反正这个时代，连金钱都
不能平息了焦虑，只好试试用
钱去买点知识，看看用知识能
不能去纾解焦虑吧。

【日志】

你这么焦虑

来买点知识吧

□阿三

拖延症晚期患者

还有治吗？为什么人们

对待工作不能像玩游

戏那样集中注意力？大

学生姚远和他的合伙

人Zero设想把游戏中

的一些原理带入生活，

来提高人们的做事效

率。他俩共同开发了一

款名为PlayTask的手机

应用软件，能让用户像

玩游戏一样完成当日

任务，推出一年“收割”

了20多万粉丝。

微信推出辟谣账号
“谣言过滤器”

爸爸妈妈的互联网初体
验，有欢乐也有困惑，最让儿
女们害怕的还是各种漫天转
发的“鸡汤”和让爸妈们深信
不疑的各种谣言，如何拯救
爸妈的朋友圈？微信官方辟
谣账号“谣言过滤器”新开了
中老年人辟谣专栏，聚焦长
辈们最容易上当，谣言多发
的健康养生领域。

据微信官方后台统计，
中老年人每日发送微信消息
次数达44次。与此同时，中老
年群体被冠以朋友圈谣言的
转发大户的称号。根据微信
官方公布数据，在超过50岁
的中老年人中，80%的人每
个月转发谣言数量超过5条。

面对健康谣言不断侵占
中老年人朋友圈，许多网友
呼吁拯救爸妈朋友圈，让爸
妈远离谣言。网友“纳言”在
第一期中老年人辟谣专栏下
留言表示：“老年人被朋友圈
谣言忽悠得团团转，这样的
科普栏目来得太及时！”网友

“小猫咪”感叹：“爸妈岁数大
了，对朋友圈的谣言几乎完
全相信，反倒子女的话一概
不听。”

微信为啥要专门开辟老
年人辟谣专栏？这些谣言是
怎么筛选出来的？微信辟谣
平台相关人士说，这个栏目
更多是运营层面的操作，后
台工作人员综合各种网络谣
言中老年人比较容易上当的
内容，将其整理成文章定期
推送。“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
种方式，把辟谣和用户教育
相结合，让这类信息真正触
达易感人群。”

另外微信方面也表示，
其实老年人玩微信，更多的
是增强朋友之间的联系，排
遣寂寞感，而对于老人来说，
最可怕的敌人还不是谣言，
是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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