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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我们大妈最喜欢的东西是丝巾……如果把我的丝巾连接起来，可以一直连到油菜花盛开的地
方”……最近，《脱口秀大会》舞台上一位自称“黄大妈”的58岁阿姨因为说脱口秀火了。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
中，“大妈”们似乎总是被贴上“爱贪小便宜”“审美堪忧”等标签。近几年，互联网上陆续出现了一些“不走寻常路”
的中老年女性形象，她们在镜头前诉说着人生经历和内心感受，这些声音来自不同地区、各行各业，展现出了更加真实、
立体的中老年女性生活现状及心境，值得被尊重和倾听。 （详见2版）

本报讯 9 月 23 日上
午，全国智慧助老行动（青
岛站）第一场走进青岛中山
公园，在林荫鸟语中拉开了
序幕。来自青岛市的 30 余
名志愿者加入全国智慧助
老公益行动“老朋友”志愿
者队伍，一起学习助老打车
以及智能手机的应用知识。

活动开始后，大家学
习热情高涨，跟随工作人员
一步步学习网约车应用操
作，每个人都仔细聆听，还有
人拿出了笔记本，记录重点
和难点。遇到不明白的问
题，工作人员给予了耐心地
解答。

67岁的牟女士告诉记
者，她平时负责接送小孙
女上学和去辅导班，“这次
学会了手机打车，对我来
说非常实用，简直就是及时

雨。”年过八旬的潘桂芬夫妇
觉得手机打车非常便捷，“打
车小程序一键叫车，非常适

合高龄老人。”
66岁的崔洪荣课后感觉

受益颇深，“一来，我有一支
艺术团，经常外出演出，带着
演出道具、服装乘坐公交车
不方便，学会手机打车，我就
可以叫车外出，省时省力。
二来，今天，我非常荣幸成为
了全国智慧助老行动‘老朋
友’志愿队的一员，后面，我

们一定会发挥‘传帮带’的作
用，教会身边更多的亲友学
会智慧手机的操作和应用。”

据悉，8月26日，在全国
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指导
下，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
学学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
基金会等主办，青岛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青岛日报报业
集团、老年生活报承办的全
国智慧助老公益行动——
青岛站正式启动。青岛站
将以社区和基层老年群众
组织为依托，首批招募老年
骨干志愿者、活力老人2000
人进行培训，每位志愿者服
务10名以上社区老年人，至
少让2万名老年人受益，让广
大老年人融入数字时代命
运共同体，开启尊老爱老
传统美德的“智慧新篇”。
（记者 崔佳佳 王镜）

全国智慧助老公益行动（青岛站）走近老人身边

新时代“大妈”：不走寻常路 我国支持42地区建设
10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山东青岛、威海两市入选

本报讯 记者从民政部
官方网站获悉，民政部、财政
部日前下发通知，将通过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面向经
济困难的失能、部分失能老年
人建设10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提供 20 万人次居家养老上门
服务。两部门共同确定在等
全国 42 个地区实施 2022 年居
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
行动项目。山东省青岛市、威
海市入选。

通知指出，项目资金按规
定用于项目地区为 60 周岁及
以上经济困难的失能、部分失
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
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在对
老年人进行综合能力评估基础
上，对适宜设置家庭养老床位
的老年人，对其居家环境关键
区域或部位进行适老化、智能
化改造，配备助行、助餐、助穿
等老年用品。

根据老年人综合能力评估
情况，为有相关需求但未建立
家庭养老床位的老年人提供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服务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出行、清洁、起
居、卧床、饮食等生活照护以
及基础照护、健康管理、康复
辅助等服务。 （本报记者）

““智慧课堂智慧课堂””林间讲林间讲 ““数字生活数字生活””更时尚更时尚

“50+”才艺达人：我们也要拍视频开直播
中老年人争搭数字列车踊跃报名新网红大赛

本报讯 “我会唱戏，
从小就学，而且还有做手工
的技能，想通过咱们的活动
展示一下自己……”“我擅
长唱歌，特别是对民歌尤其
喜爱，有自己的特色，想通
过网红选拔大赛得到一个
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我嗓音好，擅长朗诵，希
望能够在网红大赛中取得
优 异 成 绩 ……”日 前 ，由
老年生活报、青岛大眼猫
文 化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等 单
位 共 同 举 办 的“ 绽 放 吧
50+”首届青岛市新网红
评选大赛启动以来，报名
者众多。

家住青岛市市北区、
宁夏路街道台湛路社区、
今年 50 岁鹿青不仅是一
位手工达人，而且还擅长
唱戏，黄梅戏、越剧、评剧、
豫剧都会，今年6月份她还
申报了手工盘扣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人的项目。“我

以前做过律师，当过老师，
后来自己做手工，盘扣、刺
绣、布艺、中国结、钩编等都
特别擅长，我有自己的工作
室，非常欢迎咱们评选小组
前来考察。”鹿青介绍，她
有一技之长，但是对于如
何推广，特别是音视频的
方式如何呈现，怎样适应
数字时代的发展还没有头
绪，非常希望通过参加大
赛，学到这方面的知识也
能拍视频、开直播。

家住青岛市李沧区虎
山路、今年 59 岁的梁良年

轻时就喜欢唱歌跳舞，退
休后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
唱歌上，不但单独找专业
老师进行培训，而且还经
常 受 邀 参 加 一 些 文 艺 活
动 ，社会层面赞誉很高 。

“我对自己要求特别高，歌
唱的道路上不断提升自己
水平，我特别希望通过这
样的大赛，能够让自己学
习 更 多 的 东 西 ，展 现 风
采。”梁良说。

除了个人报名外，还有
不少中老年群体也十分关
注本次大赛。只要您年龄

满 50 岁，均可报名本次参
赛。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个人歌舞、声乐、朗诵等艺
术风采，法律咨询、文学艺
术等特长，烹饪、烘焙、花
草种植、宠物饲养等绝活，
情感疏导、心理咨询、法律
服务、风景导游等专业知
识；门槛低，机会多。本次
大赛海选后，本报将开设

“中老年数字学院”，聘请
优质师资，对进入复赛的
中老年主播进行个性化、
系统地免费培训。

年龄不是问题，帅气
漂亮也不是必须，只要你
有梦想、有特长，就有机会
成为明星主播！本次活动
开通多种报名方式：1、微
信扫描二维码进入小程序
报名；2、发送简介或作品
到 邮 箱 ：qdsxwhpx@126.
com；3、拨 打 电 话 0532-
66610000进行报名。

（记者 张磊） 8项中医药健康
专项活动将开展
到 2025 年老年人中医药

健康管理率达75%

本报北京讯 健康中国
行动推进办、国家卫健委和国
家中医药局日前联合发布《关
于开展健康中国行动中医药
健康促进专项活动的通知》，
提出未来3年将开展老年人中
医药健康促进活动。预计到
2025年，65岁以上老年人中医
药健康管理率达到75%。

健康中国行动中医药健
康促进专项活动主要包括8项
内容：妇幼中医药健康促进活
动，老年人中医药健康促进活
动，慢病中医药防治活动，中
医治未病干预方案推广活动，

“中医进家庭”活动，青少年近
视、肥胖、脊柱侧弯中医药干
预活动，医体融合强健行动，
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

另外，支持有条件的中医
医院托管或举办养老机构，鼓
励创建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医
养结合示范机构。 （柴嵘）

青岛市中老年模特大赛现场青岛市中老年模特大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