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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抖音、 点外卖、 懂网购、
满世界旅游……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催生
了一大批紧跟时代潮流的 “新老
年人”。 如今， 越来越多的老年
人， 不再是 “退休围着儿孙转”，
而是 “努力拥抱潮生活”。

但记者调查发现， 在 “新老
年” 和 “潮生活” 之间， 仍横亘
着 “数字鸿沟 ” “观念桎梏 ”
“家庭束缚” 等障碍， 专家建议
应充分尊重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有效提升家庭内部的代际交流和
社会的创新服务， 真正让 “老有
所为” “老有所乐”。

智能社会如何更好兼顾
老年人之需

不再是传统观念中逛菜市
场、 买保健品的大爷大妈， 而是
打扮时髦、 生活讲究的 “时尚达
人 ” 。 在抖音上 ， 78岁高龄的
“只穿高跟鞋的汪奶奶”， 凭借着
与年龄形成鲜明反差的形象与气
质， 以及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
拥有1600万粉丝， 成为不少老年
人心中的 “网红”。

时尚弄潮儿的 “精致流 ”
“新老年” 备受追捧， 金句不断、
率真自我的一大批质朴可爱的爷
爷奶奶也在自媒体上走红， 秀厨
艺、 分享养生知识的 “专家流”
们更善于运用网络平台， 自导自
拍自演， 成为众多 “老年粉” 的

心中偶像。
第46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
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4亿，手机
网民规模达9.32亿。 网民中50岁
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22.8%， 互
联网正持续向中高龄人群渗透。

一方面 “新老年” 群体强势
崛起， 但另一方面， 被智能社会
抛下的老年人也为数不少。

“每天刷着抖音， 看着新潮
的同龄人的精彩生活， 心中满是
羡慕。 ”湖南长沙65岁的曾奶奶退
休后， 在儿女的帮助下学会使用
智能手机，开始了网络“追潮”生
活，但仍感觉“赶不上趟”，“现在
还只会刷刷短视频，发朋友圈、视
频聊天都还没学会呢。 ”

现实生活中， 不少老年人被
智能社会甩下。 8月， 辽宁大连
一段 “老人乘坐地铁时因无健康
码受到工作人员阻拦” 的视频在
网上热传。 3月， 黑龙江五大连
池一位老人因使用老年机无法扫
健康码， 与防疫人员发生冲突；
同月， 在江苏镇江， 多位老人因
为使用的是老年机， 无法出示健
康码， 被赶下公交车……

“不能用手机缴费， 不会上
网看新闻， 这些只能算是没享受
到智能社会带来的娱乐和便利。
但当智能设备进一步渗透日常生
活， 难以乘车、 难以挂号等困难
带来的生活空间被一再挤压， 老

年人在现代社会面临的 ‘数字鸿
沟’ 问题值得重视。” 中南大学
社会学教授李斌说。

爱玩爱秀 “潮生活” 遭
遇 “现实尴尬”

对于 “新老年” 群体来说，
“潮生活” 不只意味着能自如使
用现代智能设备、 跟上时代的步
伐， 敢于追求自我、 发展自己的
爱好 、 遵循自己喜欢的生活方
式， 也是越来越多 “银发族” 的
心中向往。

张老是一位追求高品质生活
的 “新老年”。 退休后的他成为
一名旅游达人， 每年都要花几个
月的时间去各地 “旅居”。 “闲
不下来， 我喜欢到处走走看看，
在不同的环境住上一段时间， 丰
富自己的人生。” 张老告诉记者，
多年来的工作让他积累了一定的
积蓄， 再加上退休工资， 虽然每
趟旅行要花费几千到数万元， 但
生活也算宽裕。

然而张老的“爱好”却不被儿
女支持。 “他们说老人就应该多留
点钱养老治病，少出远门，这样不
安全，他们也不放心。 ”张老说来
有点委屈， 还多次和儿女争辩：
“我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晚年只想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弥补一生的
遗憾，这样也不行吗？ ”

63岁的葛奶奶也有着类似的
烦恼。 葛奶奶是一名文艺积极分

子， 合唱、 跳舞样样在行， 经常
带着朋友们到处去参加老年比
赛。 “我觉得自己心态很年轻 ，
身体很硬朗， 但家人天天告诉我
要 ‘服老’。 在他们看来， 老人
不能 ‘折腾’， 就应该在家里喝
茶读报晒太阳 ， 好好带孙子 。”
葛奶奶非常不理解， “我也是个
成年人， 为什么老人的生活不能
自己说了算？”

更为普遍的， 是家人、 社会
对老人情感生活的 “囚禁”。 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
国丧偶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27%
左右， 约为4748万。 许多丧偶老
人的情感生活一片荒芜。 “年轻
人离异再婚已经能被社会接受，
老年人丧偶找老伴却有极大的社
会阻力 。” 一位老人非常无奈 ，
中年丧偶后的他孤独寂寞， 曾经
有合适的对象想要再婚， 家人却
极力反对。

解放 “新老年” 还需家
庭社会协力

李斌认为， 传统家庭赡养功
能的弱化和网络社交媒体的快速
发展 ， 让老年人群体对网络社
交、 娱乐、 陪伴和精神慰藉的需
求更为强烈。 尤其是退休之后的
老人离开了工作岗位， 比一般人
群有着更高的社交需求， 生活、
精神的空虚更需要 “自我实现”
“自我满足”， 而现在信息技术的

数据鸿沟、 传统观念和家庭的束
缚却让 “新老年” 无所适从。

不少老人被排除在网络智能
社会之外， “没人教、 学不会”
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
题 。 “我一让孩子教我使用网
络， 他们不是说 ‘你这年纪学这
个干什么’， 就是 ‘教了你也学
不会’， 有的还担心我们学会后
会被网络诈骗。” 一位老人感叹，
“我感觉自己不是被时代抛下了，
而是被社会的偏见 ‘孤立’ 了。”

《快乐老人报》 社长赵宝泉
认为， 对于老年群体而言， 不管
是 “数字鸿沟”， 还是 “观念屏
障”， 最终都拷问着家庭内部的
代际交流和社会创新服务。 解放
“新老年”， 既需要家庭支持， 也
需要社会共同努力， 家人不仅应
提供技术操作层面的指导， 更需
要给予老人情感层面的鼓励和支
持 。 社会则可以紧跟老人的需
求 ， 组织老年大学 、 技能培训
班， 为老人提供交流活动平台。

多位专家指出 ， 如今高学
历、 高收入的老人越来越多， 开
始思考如何让自己更加快乐与充
实。 他们崇尚 “自我价值”， 和
年轻人一样有自由意愿， 也有归
属、 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家
人应当打破社会对老人的固有认
知， 充分尊重他们的多元差异性
需求 ， 支持他们 “老有所为 ”
“老有所乐”。 据新华社

“新老年”距离“潮生活”还有多远？

“双11”在即，小到隐形眼镜、
体温计，大到血压计、减脂仪，这
些常用的健康美体产品你加入
“购物车”了吗？实际上这些产品
都属于医疗器械范畴， 人们在购
买和使用时容易出现误区， 需要
学会鉴别产品质量、 确保使用安
全。由国家药监局主办的“全国医
疗器械安全宣传周”25日闭幕，普
及安全使用常识，守护公众健康。

血压计等产品要查看注册证号
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明日星城社区居民陈淑琴今
年60岁了，由于血压高，她让孩子
从网上买了一个电子血压计，测
了几次结果都不一样， 又跑到药
店里检测了几次，还是有误差。

“选个血压计、血糖仪选得头
都大了。品牌很多，关键是能不能
测量准，能不能用得住。”陈淑琴
说， 很多老年人对于血压计产品
的精准度、使用寿命等表示疑虑。

康泰医学系统（秦皇岛）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家医疗器械制造企
业， 该公司研发中心项目经理王
辉介绍， 一款合格的电子血压计
需要经过20多道生产工序， 包括
原材料的选择、基板的生产、机器
的组装到产品包装入库， 需要逐
台检验， 并且在出库前进行二次
抽检。

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技术评
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一些常
见的产品比如电子血压计、 电子
体温计、 超声雾化器、 家用呼吸
机， 包括一些理疗设备等都属于
医疗器械。

“获准上市的医疗器械都会
有一张注册证或备案凭证。 虽然
消费者看不到这张证书， 但是却
能找到对应的注册证号。”这位负
责人说，消费者需要在产品标签、
说明书或者产品包装上找到它，

并通过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如
果该证号是真实的， 搜索结果就
会出现该产品的注册信息， 与注
册证上的内容一致。 如果找不到
注册证号，无法判断其合法性，则
不能购买。

减脂仪产品需明确使用风险
“全面塑形、安全无创、舒适

无痛”，近来一种声称“躺着就能
瘦” 的聚焦超声减脂仪产品吸引
了很多爱美人士。 这种仪器用高
能量的聚焦超声， 破坏腹部皮下
脂肪层的脂肪细胞。 从产品原理
看仿佛人人适用，那么，传说中的
“爆脂黑科技”真的安全有效吗？

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技术评
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聚焦超
声减脂不同于一般的瘦身或减肥
手段， 使用聚焦超声减脂仪产品
属于医疗行为， 必须在医疗机构
中由具有资质的临床医师使用，
否则风险无法控制。

我国对医疗器械按照风险程
度实行分类管理， 从低到高依次
是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一
类医疗器械的风险程度较低，很
多产品可以家用。 二类医疗器械
中有一部分产品可以家用。 三类
医疗器械使用风险高， 少部分可
以家用， 但应严格按照产品注册
证书适用范围和说明书要求使
用。

目前， 市场上有部分商家用
免费体验的方式推销， 夸大宣传
医疗器械产品适用范围或预期用
途。这些产品大多为二类、三类医
疗器械，如温热理疗仪、经络通治
疗仪以及各种激光治疗仪等。消
费者如操作稍有不当， 极易造成
安全隐患。

河北省宁晋县市场监管局药
品医疗器械监督管理股股长张勇
说，按摩仪、美肤仪等产品在使用

中通过电源作为动力驱动机器，
这类产品称为 “有源医疗器械”，
在使用中有较高的风险， 建议消
费者从合法的医疗器械经营和生
产企业购买。

隐形眼镜等产品网购需谨慎
近年来，美瞳眼镜、隐形眼镜

受到消费者青睐， 不仅产品品种
多，线上销售也成为主流，各种网
购平台、 微商销售的产品质量鱼
龙混杂， 这让消费者在选购时几
乎挑花了眼。

河北省邢台市市场监管局医
疗器械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张凯
说， 隐形眼镜产品属于三类医疗
器械，风险程度高。消费者购买隐
形眼镜时， 需要做多项检查才能
确定是否合适佩戴和佩戴哪种隐
形眼镜，不建议网购。

我国对医疗器械网络经营有
明确的法规要求。 针对一些网购
平台的入驻商户无证销售和销售
无证医疗器械问题等网络销售乱
象，今年以来，国家药监局加大对
医疗器械网络经营企业的日常检
查力度， 对投诉举报等途径发现
的违法违规线索及时调查。

截至目前， 全国有医疗器械
网络交易服务第三方平台268家、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企业9.7万多
家，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监督检查
第三方平台企业180家次、责令改
正87家，检查网络销售企业超过3
万家次、责令改正2470家。

河北省药监局医疗器械监管
处处长张伟建议， 消费者通过网
络购买医疗器械时， 首先查验销
售方的资质， 如医疗器械网络经
营备案； 其次要查验产品的合法
性，如注册证号、生产许可证号；
最后要留意的是一定要索取票据
或者销售凭证。

据新华社

血压计、减脂仪、隐形眼镜：公众如何用得安全？

10月25日， 求职者在参加招聘会。 当日， 海南大学2021届毕业生
秋季供需见面会在海南大学举行， 170余家企业提供了近8000个岗位，
吸引了数千学生前来应聘。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近日， 上海市总
工会、 江苏省总工会、 浙江省总
工会、 安徽省总工会在安徽泾县
签订 《长三角地区职工疗休养基
地互认共享协议》， 长三角地区
开启职工疗休养 “共享模式”。

据悉， 长三角地区的工会组
织 将 全 面 加 强 职 工 疗 休 养 工
作交流， 构建全方位 、 多层次
的 合 作 交 流 机 制 ， 推 动 形 成

相对统一的长三角地区职工疗
休养基地管理和服务规范。

根据协议， 长三角地区将打
造一批具有工会特色的职工疗休
养基地， 定期发布优质职工疗休
养基地名录， 推出主题鲜明的职
工疗休养特色线路。 长三角地区
的工会组织将以职工疗休养基地
为平台， 相互提供规范、 优质的
职工疗休养资源服务。

毕毕业业生生求求职职忙忙

长三角地区职工疗休养基地互认共享

新华社电 记者从市场监管
总局获悉， 市场监管总局等14部
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 决定于10
月至12月开展2020网络市场监管
专项行动 （网剑行动）， 集中整
治网络市场突出问题， 保护消费
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 维护公平
有序市场环境。

网剑行动将围绕重点任务开
展： 落实电商平台责任； 重拳打
击不正当竞争行为； 集中治理网
上销售侵权假冒伪劣商品； 严厉

打击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非法
交易行为 ， 全面禁止网上非法
野生动植物交易； 强化互联网广
告监管； 整治社会热点问题， 规
范 “直播带货” 等网络经营活动
秩序。

市场监管总局等14部门将充
分发挥网络市场监管部际联席会
议各成员单位职能优势， 积极开
展部门间协作， 形成监管合力，
持续推动网络市场经营者自觉自
律、 规范经营。

14部门开展网剑行动集中整治网络市场突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