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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持人萨拉·罗伯逊（Sara Robertson，Xaxis的颠覆全球副总裁）和本集的嘉宾詹姆斯·哈里

斯（WPP的全球媒体战略总监）提供了关于加密货币的“需要知道”，包括詹姆斯关于加密货币的

精彩故事，名为“黄金，贪婪和善良”。 

本播客用于教育目的。本播客中的讨论和下面提供的链接无意，也不应被理解或解释为财务建

议，也不应被视为专业人士财务建议的替代品。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希望您喜欢这一集。 

#StayClassyMetaverse 

以下是詹姆斯·哈里斯在亚马逊上发表的《黄金，贪婪和善良》一书的链接。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希望您喜欢这一集。 请与他人“分享”并“关注”我们以跟上每个新剧集的步

伐，并在我们的 

Twitter社区页面上继续对话  

单击此处  了解有关创意转型机构WPP的更多信息。 

#StayClassyMetaverse 

 

00：00：04 

斯蒂芬·比勒陀利乌斯：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斯蒂芬·比勒陀利乌斯，WPP的首席技术官，今天我

很高兴欢迎您参加WPP的元宇宙和更多学院播客，在那里我们将与来自WPP网络的专家和来自

整个行业的特邀嘉宾讨论广泛的元宇宙和Web3相关主题。由于我们涵盖了既定的概念并跟踪了

该领域的新发展，我们希望这个系列是信息和鼓舞人心的。感谢您与我们一起踏上旅程。请坐下

来享受另一个关于元宇宙和更多令人兴奋的讨论。 

00：00：40 

莎拉·罗伯逊： 大家好，欢迎回到WPP的元宇宙和更多学院播客。我是你的主持人，萨拉·罗伯

逊，我很高兴今天能深入探讨我们的新主题。我们有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他将向我们

解释我们应该投资哪些加密货币，以便我们可以在下一次牛市中成为亿万富翁。很高兴你今天来

到这里，詹姆斯。 

https://twitter.com/i/communities/1553067540049526788
https://www.wp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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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5 

詹姆斯·哈里斯： 很高兴见到莎拉。不幸的是，正如他们所说，我无法在所有社交平台上提供财务

建议。我可以给你一些提示，但我不能告诉你买什么。 

00：01：16 

莎拉·罗伯逊： 我们会把小小的 NFA旗帜放在上面，而不是财务建议。 

00：01：20 

詹姆斯·哈里斯： 当然。 

00：01：21 

萨拉·罗伯逊： 让我 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什么是加密货币？ 

00：01：27 

James Harris：加密货币，所以我想这个名字本身可能看起来有点神秘，但很简单，它是数字货

币。我的意思是加密货币中有两种形式：数字货币。这就是我所说的硬币，这些基本上是拥有自

己的平台的货币。所以比特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太坊。以太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然后

你就有了所谓的代币。 因此，代币正在使用其他人的平台或区块链。我们可以稍后讨论区块链，

但很简单，如果你考虑像MATIC 这样的东西或其他人的区块链中的任何令牌，所以我倾向于打破

两者之间的描述;加密货币和代币。 

00：02：12 

Sara Robertson： 这是一个有趣的区别，我不认为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喜欢的权利，或者它可能是一

个原生代币与派生代币。 

00：02：24 

James Harris：我想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创建一个代币非常容易，这样你就可以去一个名为 

coinmanufactury.com 的网站，只需 100美元，你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加密货币，而如果你想建立自

己的区块链，你自己的完整硬币， 这需要更多的深度。我认为，随着我们向前迈进，我们将看到

很多这些代币将会消失。 所以目前人们谈论，你知道，80%和 90%的加密货币可能会消失。我认

为他们指的是人们创造的所有这些代币，所以基本上这些代币目前并没有真正的内在价值。 

00：03：03 

萨拉·罗伯逊： 区块链代币将存活下来，但其他代币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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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09 

詹姆斯·哈里斯：是的，是的。我确实认为这非常重要，特别是当我们与客户交谈时，始终考虑消

费者在这方面的效用非常重要。加密货币的实际用途是什么。 它是否有助于解决问题？它会帮助

消费者吗？因为我认为很多加密货币实际上并不是从实用性开始的。他们从一个很酷的名字开

始，也许是一个很酷的符号，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考虑效用，这就是我认为很多都会消失的地

方。他们成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泡沫的一部分。 

00：03：41 

萨拉·罗伯逊： 你能给我举一个具有真正效用的加密货币的例子吗？ 

00：03：46 

詹姆斯·哈里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像 XRP 这样的东西，这是瑞波实验室的代币，具有坚实的效

用。它实际上允许你转移资金。您可以非常快速地在不同钱包之间转账。如果需要，我个人会用

它来在国家之间转移资金。但同样，这是一个与许多金融机构，许多银行合作的代币。像维链这

样的东西是另一个例子。这是加密货币，它有自己的区块链，用于 B2B世界。因此，例如，它被

用来消除奢侈品中的欺诈行为，他们已经在使用它了。这是一个适当的实用程序，可以解决企业

和消费者的需求。 

00：04：30 

Sara Robertson： 你刚才提到的这两个加密货币都有自己的区块链，或者它们是建立在其他区块链

生态系统之上的？ 

00：04：37 

詹姆斯·哈里斯： 他们有自己的区块链。因此 ， 人们经常谈论第一层或第二层。第一层是它是硬

币的地方。它有自己的区块链。第二层或第三层将使用其他人的。没有效用的东西的一个例子是

像狗（狗）硬币这样的东西。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敢说，除非每

个人都开始接受它作为支付手段，否则狗狗（Doge）硬币的效用很小，这是将来可能的。 

00：05：07 

莎拉·罗伯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说“小狗硬币”。我必须  指出这一点。这绝对是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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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16 

James Harris： 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莎拉，因为加密货币和社交媒体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 在那个领域存在的东西，是非常强大的，实际上，无论目前是否真实，似乎都没有太多的

相关性。因此 ，您将再次 看到基于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所说的加密货币的大量变化。如果你看一

下，最近几周我们看到摄氏作为一个贷款平台，变得非流动性。这主要是因为社交媒体上发生的

事情。一旦人们开始谈论它并传播这些 谣言，他们就会变得自我实现，我认为这是加密货币的一

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分散的实体，它是由社交媒体驱动的。 因此 ，关于这些代币的

实际说法通常与它们在现实中实际可以提供的内容一样重要。 

00：06：15 

萨拉·罗伯逊：这与我们在股市中看到的行为有何不同？我的意思是，这不是一回事吗，你知道，

无论公司实际在做什么，社会舆论都可以改变价格？ 

00：06：28 

詹姆斯·哈里斯： 是的，我认为我绝对认为。我的意思是，这就是我认为人们谈论加密货币的地

方 ，他们认为这是 某种奇怪的 未来，疯狂的科学。 但实际上， 你可以从股市中学到很多东西。

你可以从网络早期发生的事情中学到很多东西。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它很吸引

人，因为就像股票市场泵，加密货币泵，是的，谣言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样。但有趣的是，

在加密货币世界中，社交和社区的力量似乎要强大得多。 

00：07：01 

Sara Robertson： 是的，当然，有影响力的人不断被指责为泵和转储，整个语言都围绕着地毯拉手

和狗屎硬币出现，我喜欢它，它有自己的整个亚文化。所以，詹姆斯，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些

关于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比如为什么 Crypto 风靡一时，所有的炒作？ 

00：07：26 

James Harris： 是的，所以当我谈论加密时，我倾向于用一种简单的故事来谈论它，我称之为黄

金，贪婪和善良。所以，如果我带你去看第一部分，那就是黄金元素，这就是比特币的故事。所

以如果你能把你的思绪放回去，我想大概是 2009/2008年，金融危机，银行破产了，世界正在崩

溃。作为对此的反应，我们看到了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的出现。因此，比特币大约在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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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出现，这确实是加密货币的起源。它被设计成一种反建制的机会，一种通过分散权力，将权

力交给人民来解决金融权力危机的方法。我认为有趣的是，你知道，比特币已经存在了大约 13

年，但直到最近两三年，我们才看到加密货币走出了我可能称之为极客的世界;我自己在那个极客

的世界里。我们开采了它，我们玩过它，但它不是主流。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它已经成为主流，它

出现在所有的新闻中，它出现在所有的媒体中，你知道我经常把它定义为贪婪阶段。人们看到社

交媒体，如果我买一些狗币或狗狗币，我可能应该这样称呼它，我明天就可以有一辆兰博基尼。

是的，有人说我买了两个比特币，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所以这样做是创造了这种泡沫，说实话，

这是一个泡沫。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泡沫破裂了。但我认为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主流文化，

一旦某些东西进入主流文化，你就不能真正把它放回盒子里，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加密货币是

每个人的讨论，它在所有媒体上。但我认为，一旦目前破裂的泡沫以我们在互联网时代看到的那

种方式清除，在互联网的早期，我认为我们将远离贪婪阶段，我们将进入我所说的第三阶段，这

是我们真正看到力量的好东西， 加密货币和底层技术的潜在实现。因此，需要明确的是，区块链

的底层技术确实将改变世界，我认为我们将在未来四到五年内看到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因此，当

我们使用现金时，我们使用信用卡。我认为消费者将转向使用加密货币。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事件将在今年年底开始，届时金融机构将从他们用于支付转账的 SWIFT平台转向一个名为 ISO 

20022的新平台。现在，这基本上意味着世界上所有流动的资金，在银行和企业之间流动的资

金，都将开始转移到加密货币平台。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看好使用市场上的一句话。我非常乐

观，从长远来看，加密货币将是变革性的。我能告诉你的是，XRP和 XLM帮助设计了平台，XDC

是另一个帮助设计平台的令牌，另一个令牌，Algorand 实际上也是兼容的。因此，这些是我个人

关注，使用，推荐所涉及的四个令牌，无论您想怎么称呼它。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这是世界的

根本性变化。当你现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如果你想在国家之间转移资金，或者你想付钱给另一个

国家的人，那会花很多钱。这需要四到五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一旦你搬到这些平台，你可以在几

秒钟内转移这笔钱。因此，要在 XRP分类账或 XRP流程上转移一百万美元，大约需要六秒钟，并

且花费不到一美分，一便士。目前，这将花费你四到五天的时间，可能会花费你 10，000英镑，

所以不需要火箭科学来弄清楚为什么这将是变革性的。我冒昧地说，一些银行和政府非常害怕。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直在推迟迁移，但从根本上说，它在这个层面上是变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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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46 

Sara Robertson： 是的，我个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就像在加密货币领域工作了几年，然后给我的朋

友寄钱参加各种活动，然后最近一些公司让我给他们发送电汇，我不得不，比如填写一张纸，支

付 25美元，我不得不像一个物理地址一样， 就像整个事情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不知道。这就

像一个灯泡在亮起。显然，这个奇怪的旧的，过时的系统 必须 消失。我们需要做一些更好的事

情。我不明白为什么正常的主流人类还没有感受到那种痛苦。就像钱对我们不起作用一样。它不

起作用。 

00：12：33 

詹姆斯·哈里斯： 是的！ 

00：12：35 

詹姆斯·哈里斯：我认为我认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可能会进一步加速。 所以通货膨胀的事实，我想

我在某处读到的：所有美元中有 42%是在过去两三年里印刷的。我认为我们将看到他们所说的传

统法定货币系统的衰落，以及加密货币的兴起来取代它。因此，我确实认为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

的事情很有趣，因为它会加速它。但我认为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另一件事是，很容易只关注货币

和货币，并假设它是狭窄的，它是关于金融机构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惊人的事情正在发生，帮

助那些在世界上没有银行账户的人，帮助再次改变供应链。我将回到 VeChain作为一个很好的例

子，VeChain被用来资助一个名为 ReSea的项目去除海洋塑料，该项目实际上来自丹麦。现在，

很简单，他们使用区块链来记录塑料从海洋中移除，然后他们获得 VeChain代币的奖励，加密货

币，他们可以交换现金，我猜他们现在可以支付。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例子，从卡尔达诺进入

非洲的巨大举动，这是 ADA代币，旨在帮助没有银行账户的人。这是关于给予身份，为非洲大陆

数百万无法获得身份证件，无法获得银行账户的人提供资金。我认为，如果你看看南美洲，如果

你看看像萨尔瓦多这样的地方现在允许比特币成为法定货币的情况，虽然由于比特币的下跌，这

在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举动，但当你看到下面时，它实际上是相当革命性的， 因为它

从根本上消除了他们数百年来对美元的依赖。我认为我们将在世界各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将看到

那些一直依赖美元，日元，传统对冲货币，英镑，欧元的人将开始消失，然后，一旦发生这种情

况，那么我认为我们将开始看到消费者采用加密货币。实际上，消费者的采用和理解将是基本的

支点。因为目前存在一个挑战，甚至我自己和你自己 Sara，我们考虑加密货币，然后我们尝试以



WPP元宇宙和更多学院播客 

第 1 季，第 1 集 

加密货币 101 - 黄金，贪婪和善良的故事 

简化中文 - 已翻译 

美元和英镑来评估它。但是，如果我举个例子，我的儿子，他没有。他用加密货币拿零花钱。现

在，他重视瑞波币、比特币或以太坊中的东西。因此，有整整一代人不会回到那些法定货币，我

认为这将再次发生变革。 

00：15：27 

Sara Robertson：是的，我发现我对 NFT 领域的了解越深，我就越开始重视以太坊中的东西，就像

它变得本能一样，以太坊最近崩溃了  ，我甚至不在乎，因为 NFT的价格在以太坊估值时保持稳

定，所以我仍然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行事。 真的很有趣。我没有金融背景。我不了解政府货币，但

看着这些动态的发展类似于网络爆炸和社交媒体爆炸的方式。这真的很有趣，真的很令人兴奋。 

00：16：09 

詹姆斯·哈里斯： 这就是我要对每个听众说的话，想想互联网的早期。你知道，我前几天在《社

会》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 2002年的文章重新浮出水面，一家报纸说互联网，时尚已经结束，每个

人都在放弃它。你想想社交媒体，这是一种时尚，现在每个人都在说同样的话。加密货币泡沫破

裂。加密货币将消失。我敢说这是完全一样的，这真的是在一天结束时 为什么 我们需要关心。我

们需要了解我们的客户，因为这对文化和消费者的影响是重要的。我们不需要了解区块链如何工

作的所有内在特征，所有编码，但我们确实需要理解和接受的是，这将如何改变消费者的互动方

式，不仅仅是我在金融领域所说的那样，而且 实际上是在其他 方面。因此，例如，区块链和加密

货币可以消除欺诈行为，因此，如果您考虑 我们所有的 奢侈品 客户。如果我们可以通过连接到

区块链来消除欺诈行为，那肯定是 非常强大的。 

00：17：16 

Sara Robertson：考虑到Web3 领域关于黑客攻击和漏洞利用的所有新闻，这是一个相当高大的说

法？当已经有这么多不良行为者进入这个领域时，我们将如何消除欺诈？ 

00：17：34 

詹姆斯·哈里斯：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独特的问题。我认为，从根本上

说，理解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关键是实际的分类账，如果你想这样称呼它的话。数据不会受到欺

诈。 所以你 说的是人们滥用界面，入侵人们的数字钱包来拿走他们的钱。但是，由于区块链而发

生的交易的实际验证意味着这是无可争议的，这就是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真正力量。 所以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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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经历我所说的，初期的麻烦，在互联网的早期，我们有一个类似的事情，人们被黑客入

侵，人们学会了适应。我们将看到类似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认为这又是关于消费者的理解，消费

者的采用。我有时会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人们发布有关他们钱包的事情，并分享他们有多少加密货

币代币。我就像你疯了一样，对吧，这是消费者。所以我认为，一旦我们到了那个阶段，那么这

些事情就会得到解决。但是，使用区块链来验证供应链并因此验证某些东西是否真实（例如奢侈

品）的基本原理并不是一个问题。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些用例并应用了这些用例，我们将看到这些

转换。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有像路易威登这样的人积极地这样做。这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实用案

例。有些人在奢侈品领域使用区块链来改变他们的业务。 

00：19：17 

莎拉·罗伯逊： 所以 听到路易威登走进这个空间非常令人兴奋。对于有兴趣探索的品牌，或者至

少了解他们是否应该探索这个领域，你有什么建议？ 

00：19：32 

詹姆斯·哈里斯： 是的，所以我认为，说实话，我认为每个品牌都应该考虑这个问题，至少就未来

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而言。我的意思是与更广泛的元宇宙问题相同。您不应该只是为了它而这

样做，但是您应该考虑的是，这会如何影响您的业务？我认为对于我们的很多客户来说，这将影

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客户关系和客户忠诚度。所以再一次，你认为我们的很多客户可能有客户关

系计划，忠诚度计划本质上是相当老式的。你会得到积分，但你只能把积分花在某些东西上。我

们已经看到的是加密货币中一些重要的事情。一种是使用代币为这些客户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和奖

励 。举个例子，我有一张 crypto.com Visa卡。现在，我从我购买的任何东西中获得 CRO代币的奖

励。然后，我可以将其用于其他加密货币，也可以将其转回法定货币或现金进行购买。如此简单

的例子。但是，考虑一下， 代币作为奖励客户的一种方式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第一步。我认为除此

之外，我们还看到了空投的出现。现在，凭借您对 NFT的热爱，您将了解空投。 

00：20：51 

莎拉·罗伯逊： 哦，我有很多空投。 

00：20：54 

詹姆斯·哈里斯：简单地说，你可以把免费的东西送给人们。您可以通过他们的数字钱包发送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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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现在我认为我们开始看到一些非常聪明的游戏进来了。 所以我认为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将看

到 Hex的创始人，一个叫理查德·哈特的人，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你要么爱恨他，要么爱他，但你

落入了其中一个阵营。他正在推出一种名为 PulseChain的东西，它基本上是以太坊区块链的完全

复制，适用于持有以太坊代币的任何人。现在，这很重要的原因是整个事情将以空投方式发射。

如果您持有以太坊或以太坊代币，您将收到该区块链上的副本。但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生

活在一个谈论品牌和需求的世界里。如果你看看 PulseChain，我会  冒险他们正在做的是品牌和需

求在一起，对吧？他们基本上删除了漏斗。他们已经共同创造了品牌和需求，或者将一起创造。 

因此，如果你把它带回我们的世界，那就是我们必须开始与客户交谈和思考的地方。创造需求然

后席卷需求不再是旧世界的权利。新平台。人们将要持有的数字钱包将使我们有机会以非常非常

不同的方式与消费者互动。所以这真的是关于进行这些对话。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客户应该潜入

其中，只是为了它而做事。我们正在考虑这是什么意思？ 对于像 CRM程序这样的东西，你知

道，甚至供应链，甚至他们如何与我们作为一个机构互动，都会很快改变，因为再次，我们应该

能够验证我们购买的各种东西的媒体，如你所知，但你比我更了解萨拉使用区块链技术。 因此，

实际上可以改变的方面有很多方面，但我认为，这是几个好的开始。 

00：22：49 

Sara Robertson：是的，我对未来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所有忠诚度计划积分都是区块链上的一个令

牌，我可以将其交换到其他积分，这样我就可以把我的航空里程转换为目标积分并去购买一些东

西，我认为人们不知道的是，世界已经存在于加密货币中， 就像我在 OpenSea上的购物习惯而从

LookRare 获得了免费的空气投递，然后将 LookRare 转换为另一个令牌，我用它来购买其他东西。

我的意思是，这就像成人视频游戏。这真是太有趣了。 

00：23：27 

James Harris：人们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件事是，包括我在银行界认识的一些朋友，当你持有加密货

币时，通过押注其中一些货币，你实际上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收入。 因此，如果你现在把钱存入银

行，这笔钱每年将损失 10%，你可能会得到 1%的利息。如果你拿像 CRO代币这样的东西，这是

一个 crypto.com 代币，只是为了质押，平均而言，你每年可以赚 12%。在实际持有奖励你的加密

货币方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模型。因此，关于区块链和比特币对环境的影响，人们再次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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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噪音，但你知道现实情况是它只是比特币。现在，大多数区块链都是关于权益证明的，这就是

您可以抵押代币以帮助验证交易并获得奖励的地方。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模型，它将改变

我们与储蓄的关系，实际上将东西作为资产持有。 

00：24：30 

Sara Robertson： 我很想和你一起再做一集，特别是关于产量农业，然后也许再做一集，只是关于

共识算法。就像我想深入一样。在这一集中，我们甚至没有说过这两句话，但对于听众来说，这

是詹姆斯刚刚提到的两件事。在一个完整的收益农业世界中，人们试图通过这些不同的抵押策略

将他们的加密货币转化为更多的加密货币，然后共识算法是可能破坏环境的东西，值得单独讨

论。但是，在我们安排这些进一步的对话之前，我想为客人包括一个我称之为废话宾果游戏的片

段，这是您告诉我们一些您知道的废话声音片段对于这个主题是什么，并帮助消除听众的神话。 

那么 ，您认为对加密货币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00：25：35 

詹姆斯·哈里斯： 我认为对我来说，我认为完全错误的两个概念是一个：它正在破坏环境。 所以 

如果你，如果你采取。 

00：25：43 

莎拉·罗伯逊： 是的，这是最糟糕的一个。 

00：25：45 

James Harris：如果你拿比特币，把这个问题留给任何听众，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

文  ，在我们的网络上公开发布。如果你找不到它，给我发邮件，我会把它发给你，但从根本上

说，一旦以太坊转向权益证明共识算法，我就会把它发给你，我想我刚刚通过使用废话宾果游戏

关闭了所有观点。实际上，您知道加密货币对环境是一件好事。这实际上是一个好处，你知道有

区块链和像 Algorand 这样的加密货币实际上是碳中性的，所以我想说，首先是加密不会杀死地

球，它不会杀死地球。 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使用它，它实际上会对地球有所帮助。再说一遍，

你知道我之前提到的应用，VeChain在海洋塑料中的应用实际上正在以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使用。

我认为另一个神话是，这是一个高度非法，狡猾的行业权利。每个人都在谈论加密货币，并立即

想到暗网。但是，加密货币在暗网上的实际使用明显低于那个世界中传统货币的使用，并不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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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里存在。我读过这篇文章，因为我认为它真的很有趣。这是消费者采用的另一部分。人们

接受这不是一门黑暗的艺术，一门黑暗的科学，一些有点可怕和狡猾的东西。这就是这些企业现

在正在推动它向前发展吗？ 他们是大公司，成长中的公司。他们非常专业。例如，像 Hedera 这

样的人发明了一种称为哈希图的区块链的新版本。他们得到了像波音这样的人的支持，像谷歌这

样的人，IBM也参与其中。认真的参与者正在构建这些技术，即使它们是分散的，他们也可以控

制。他们有能力非常专业，所以，我认为，这是另一个神话，以消除这是一群人在他们的卧室

里，你不能信任，永远无法承担任何责任。 

00：27：48 

萨拉·罗伯逊： 哦 ，那些正在统治世界的阴暗的超级程序员。我喜欢这两个。让我重复一遍，这

样我们就不会忘记。 因此 ，首先是加密货币并没有真正破坏环境，假设你忽略了比特币，我们可

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00：28：05 

詹姆斯·哈里斯： 这也将消除他们的问题，因为比特币是一种价值储存手段。对我来说，比特币在

未来不是一种交易货币，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问题。 

00：28：15 

Sara Robertson： 第二个问题是，加密货币不仅适用于暗网，尽管我的第一笔加密货币交易是在暗 

网上 进行的，这非常令人兴奋，有点可怕。 

00：28：31 

James Harris：我们可能不应该很快去那里，因为第一个是用 10，000个比特币买一块披萨。这实

际上是有史以来第一笔比特币交易。我想，从那以后，那个家伙一直后悔不已。 

00：28：45 

莎拉·罗伯逊： 是的，我们仍然庆祝拉兹洛的披萨日。 

00：28：48 

詹姆斯·哈里斯： 是的 ，拉兹洛的披萨日。 



WPP元宇宙和更多学院播客 

第 1 季，第 1 集 

加密货币 101 - 黄金，贪婪和善良的故事 

简化中文 - 已翻译 

00：28：49 

Sara Robertson： 我想包括的最后一段 ： 我想给你们一个机会，给我们的听众一个收获，就像他

们只记得我们引人入胜的对话中的一件事：什么是一件事，它可能不是关于共识算法的。 

00：29：09 

詹姆斯·哈里斯：不应该是因为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将用我前几天与之交谈的一位客户的一个

小故事来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被要求和一些客户谈谈加密货币以及我们今天谈论的内容。右。这

是什么？为什么它很重要？你为什么要关心？我在房间里有一两个人真的很兴奋。我有几个人在

房间里说“请告诉我们要买哪些”。显然，我拒绝这样做  ，我有一个真正的怀疑论者的权利。谁？

你知道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士，可爱的客户，但她就像“我不明白这个”和我说的话。 “你今天是怎么

来的？你是来伦敦的地铁还是地铁？”她说“当然”。我说：“我能问你是怎么付车费的吗？”她说，

“嗯，我用了我的苹果手表”。我对她说的只是：“看，如果我 12年前坐在这里，说你会来和我开

会，你会通过敲打你的手表来支付费用，你会不相信我，对吧？”对此，她说“不，一点也不”。好

吧，这就是挑战所在。是的，我敢说，从现在起的 10年内，你用来支付这段旅程的钱将是加密货

币。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让我们的头脑清醒，那就是理解这是未来。所以我想对大家说的是，如果

你像我一样年纪足够大，不要那么快就再驳回它，记住互联网的早期，当我开始参与互联网时，

我总是他们在会议结束时带来的那个奇怪的家伙，因为他们没有， 10分钟后向右填充。他们会说

“嘿，互联网人，来谈谈这个”，每个人都会像没事一样。 

00：30：56 

莎拉·罗伯逊： 我的工作也是。相信我，网络很重要 

00：31：00 

詹姆斯·哈里斯： 想想电子商务。如果我在 12年前告诉你，你会在网上买所有东西，在过去的两

年里，你不会相信我。 因此 ，我想对人们说的是：在你经历了阅读，理解和拥抱的过程之前，不

要愤世嫉俗，最后我要说的是萨拉：不要害怕它。它听起来很复杂，听起来很技术，是的，你知

道区块链在编码方面可能相当复杂。你不需要知道这一点。你只需要想想这对文化有什么影响。

再说一遍，网络中有很多材料值得一看。您知道谈论文化影响，这对我们的客户和消费者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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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所以我 的建议是：参与进来。快来与人交谈。我保证，如果你来和我谈谈，我不会谈论共

识算法。我会和你谈谈黄金，贪婪和善良，这更有趣。 

00：31：57 

萨拉·罗伯逊： 除了我，我 肯定想 谈谈算法。 

00：32：00 

詹姆斯·哈里斯： 我们可以把那个离线。 

00：32：04 

萨拉·罗伯逊： 好的，我想这一集的结尾就是WPP元宇宙更多学院播客。如果您碰巧在WPP工

作，我们很乐意收到您的来信。如果没有，请分享您对我们社交网站的想法和评论，并让我们知

道您对我们今天谈话的看法。我想对詹姆斯说声谢谢，感谢你们与我们分享你们的专业知识。你

是一个可爱的客人。 

00：32：28 

James Harris： 非常感谢你邀请我，很高兴，我们确实谈到了共识算法，但除此之外，太棒了。 

00：32：35 

莎拉·罗伯逊：是的，我认为这将是这一集的标题，只是为了让我们吓跑尽可能多的  观众。共识

算法 101.好吧。好吧，非常感谢你，对于那里的每个人，保持优雅的元宇宙！ 

00：32：56 

斯蒂芬·比勒陀利乌斯： 感谢您收听WPP元宇宙和更多学院播客。不要忘记订阅，这样您就不会

错过未来的剧集。如果您想了解有关创意转型公司WPP的更多信息，请在 WPP.com 找到我们，

或向我们发送说明以 newbusiness@wpp.com。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期待在元宇宙中见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