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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游玩、问
诊、打车、点餐……
当这些活动“线上”
全能预约搞定的时
候，年轻人直呼过
瘾，但与此同时，那
些对“线上生活”并
不熟络的老人，却
犯了愁。近日，北
京等地多家餐厅推
出的“扫码点餐”服
务引起争议，服务
员在引导顾客入座
后告知“请扫码点
餐”便转身离开，看
似便捷的服务，却
让不少老年人无从
下手。

记者日前调查
发现，“智能化”正越
来越快地在生活的
方方面面取代原有
的旧秩序，老年人虽
然也与时俱进地努
力学习跟上这个时
代，但数字生活“不
适老”的现象仍然存
在。如何帮助老年
人跨越“数字鸿沟”，
健康、安全地“连接”
数字生活值得认真
思考。有识之士呼
吁：请等一等老年
人，帮一帮他们，同
时老年人也要努力
往前“赶一赶”，在数
字时代不掉队！

””

现在，越来越多的餐馆
推出扫码点餐，甚至只能通
过扫码才能点餐。近日，年
逾 70 岁的余大爷在北京市
朝阳区立水桥附近一个商圈
连续走进 3 家快餐店，发现
都只能扫码点餐或通过特定
的网络程序点餐。余大爷告
诉记者，在快餐店内，每个桌
子上都有二维码，没有纸质
菜单，且只能扫码点餐。“这
非常不方便。我70多岁了，
哪会操作啊。”最后，在一位
年轻女孩的帮助下，老人才
用小程序成功点餐。

家住北京市昌平区龙腾
苑社区的杜大爷表示，在家
附近的麦当劳餐厅用餐时，
服务员忙不过来，会让客人
在手机上或用店内的自助点
餐设备点餐，但这两种操作
都让他犯难。“有时候接孙子
放学回家，孙子想吃快餐了，
一般得等他来了才能点餐，
我自己不会弄。”

据了解，在扫码点餐过
程中，部分商家甚至强制消
费者关注公众号，授权手机
号码等信息，或者要求消费
者下载APP后才能点餐。

扫码点餐还要
难为老人多久

近日在某网站有人发帖
问，“有没有方便老年人操作
的电视机”？在很多人的印象
中，电视是打开电源、按下开
关就能看，操作十分简单的电
器，什么时候“看电视”也变得

“难起来”了？然而，与这位发
帖人有类似苦恼的大有人在。

中国家电网去年发布的50
岁以上人群调研报告显示，超
97%的用户使用智能电视都遇
到了困扰：复杂的操作页面、多
个遥控器切换等，让很多老年人
在复杂的电视系统中“迷了路”。

“我87岁的外婆喜欢看电
视，但不会放。”一位30多岁的
女士吐槽，她家的电视开机很复
杂，两个遥控器，先打开机顶盒
的，再打开电视的。电视遥控器
上也有很多摁键。她多次教外
婆，但外婆总是记不住，“连我都
得捣鼓一阵才能找回来，别说八
十多岁的老人了。”

如今的智能电视，对老年
人来说，就像是一个“挂在墙
上”的大型智能手机，想看什
么节目都要先进入一个菜单，
然后一步一步再进行选择才
行。“什么 4K 智能、语音遥控
等花里胡哨的功能太多，其实
老人根本不需要。还时不时
蹦出来‘广告营销、会员额外
付费’的弹窗更是让老人无所
适从”，网友徐女士说。

“功能太多，频道太多对
我来说没啥用，事情越简单越
好。”青岛 82 岁的王女士独居
在家，电视遥控器的复杂功能
让她十分苦恼，为了便于操作
她平时甚至“不敢”碰机顶盒的
摁键，只是摁一下电视开关，智
能电视成了摆设。难怪有人
感叹：十年前看电视，老人只
要坐着就能享受，而现在，他
们看电视的权利似乎也被“智
能”剥夺了。记者 王丽洁

“虽然我年纪大了但也想学会
用手机打车。”青岛 70 岁的于秀芹
表示，会使用微信聊天、看视频，以
及简单的手机支付，但像“智慧出
行”这种等稍微复杂点的操作，对自
己来说还存在一定困难。

于女士跟记者分享了一段经
历，她说自己有一次去接外孙放学，
因为错过了一班公交车，凭经验她
知道下一班公交还要很久才能到，
于是就想打车去，但在路边等了二
十多分钟也没见到出租车，眼看着
外孙放学时间到了，于女士最后只
能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女儿。女儿
立即在自己手机上约了一辆车，然
后再电话告知于女士车牌号及车辆
到达时间。她终于坐上车按时赶到
学校接到外孙。“如果自己会手机打
车，就方便多了。”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发布的

《老年人出行现状调查报告》显示，
74%的老年人仍旧依赖在路边招手
打车。在使用过手机叫车的老年人
中，仅有 20%能够不求助于他人独
立叫车。

今年70岁的李向群告诉记者，
此前，他也曾因为不会用手机打车
而苦恼，“疫情前喜欢外出旅游，但
是一大早没有公交车，出租车也很
少，被逼着学会了滴滴打车。”李向
群兴奋地说：“学习网上打车其实
不难，学会使用过一次，第二次就
简单了，现在滴滴又推出老年版，
更方便容易了。”不仅如此，李向群
还积极学习其它线上打车方式，最
近他刚通过朋友推荐掌握了另一
种打车小程序——花小猪，“老年
人也要与时俱进，我们也要学会使
用智能手机打车，方便生活。”

记者 王镜

“我也要用手机打网约车”

互联网是公平的，但又是不公平的。
因为它产生的年代原因，青年们赶上了，
而老年人落后了，青年是主力，老年刚入
手。在这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亨的社会中，
要同步走向现代化才是发展的目标。

老年人落伍，必须赶上。学习是不
可替代的，孔子曰：不耻下问。在老年
学习中，自己要明确，“学习是能把人锻
练成钢铁的教育”“老而弥坚不坠青云
之志”。我本人己年逾古稀，畏恐过早
衰老，多年来一直勤用脑——看外语新
闻，增加记忆，手不离字典。我还将社

交圈从线下扩展到了线上，国内外的朋
友、青岛本地的朋友，大家每天都在网
上交流沟通，这大大丰富了我的精神生
活。与此同时，我紧跟时代，上网写
作。至今我的文章几乎都是在手机上
完成的，己成习惯，感觉事半功倍。

在代沟面前我们希望年轻人放慢
些脚步，多些耐心和爱心，同时也请多
关注你们的父辈，协助他们更好地融入
社会，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网络时代，
请与老年人一同前行。刘同昌 （作者
系本报特约评论员，老龄问题专家）

你放慢脚步，我努力前行

现场买电影票太贵、网
上预约挂不上号、出租车打
不到、网约车又不会……网
上各种吐槽智能化时代让
老年人生活“步履维艰”的
新闻不绝于耳。青岛的情
况又如何？近日，记者深入
影院、景区、医院等场所进
行了调查。

中国电影院是很多老
一辈人看电影的首选。据
了解，目前该影院90%以上
的票来自于网购，仅有不
足一成来自于现场购票。

“只要超过60岁现场购票，
我们都会给予‘会员价’。”
影院经理徐臻荣告诉记
者，以当下热映的《保你平
安》为例，网上购票是39.9
元/张，老年人持会员卡仅
需35元/张，是正常价格的
一半。位于台东商圈的

“星博达美”影院也对老年
观众有特惠。“现场购票，
只要是60岁以上就可享受

‘老年票价’，即半价。以
《回廊亭》为例，仅需 35
元。”前台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上网查询发现，即使老
年人不会线上购票，但只要
能享受到“老年票价”，就与
线上票价相差无几，影院的
福利完全覆盖。

3 月 15 日上午，记者
在青医附院江苏路院区的
门诊大厅看到，前来看病
的老人或自己操作挂号
机，或交由导医代替操作，

简单快捷(下图）。
一位 80 岁的穆女士

告诉记者，女儿帮她在手
机上关注了“青医附院”公
众号，“想挂哪天的号就挂
哪天的号，我今天来取号，
取了号就直接去看病。挂
号不难。就是名医的号如
果不盯着很快就没号了。”

3月10日在海底世界
售票口前，记者了解到，逾
70岁无须预约，60岁以上
的可让家属帮忙预约，现
场刷身份证就可进入。离
海底世界不远的海军博物
馆需网上预约，但在线下也
设有咨询服务窗口。“老人
如不会操作，可以来现场预
约。上午来没问题，下午就
不能保证是否还有票了”，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崂山风景区的客服人
员也向记者表示，景区虽
然只接受游客提前网上预
约，但对于不会网上预约
购票的老人，可由亲友代
预定，或到窗口咨询。如
有余票，可拿手机找工作
人员办理。客服也强调，
线下并不保证会有余票，
所以还是建议提前在网上
预约。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青
岛各大景区、影院、医院等
虽然鼓励线上预约，但线下
为那些不谙线上操作的老
年人亦有“兜底”服务。

智能化的青岛“适不适老”？
鼓励线上预约，对老年人亦有“兜底”服务

直播间里的“苦情戏”让
不少老人沉迷其中，声嘶力竭
的主播们通过编造低俗夸张
的剧情博取同情，在一口一声

“爹妈”中，收割老年人流量。
但实际上，直播间带货的剧本
套路远不止这些。

上演苦情戏只为卖货

在“3·15”晚 会 曝 光 的
案例中，李先生的母亲和杨
女士的母亲被一帮人解决
纠纷、调解家庭矛盾的情感
类直播所迷住。主播们通
过设计好的桥段，与雇来的
演员进行荒诞的表演，上演
着一幕幕“苦情戏”，只为利
用老人的同情心。“我妈整
天 买 他 们 的 东 西 ，我 说 什
么，她都不信了，就相信主
播。”“我姥姥沉迷看这个，
说也不听。”直播间苦情戏
骗老人买“神药”被曝光后，
不少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表
示，自家也有“同款”老人深
陷其中。

除了装出一副正气凛然的
样子帮“爹妈们”解决纠纷,主
播在直播间的另一个常用称呼
就是“家人们”。品牌方给一个
价，直播中主播却突然抛出一

个更低价格，品牌方不同意，于
是双方吵了起来，主播说自己

“倒贴钱”也要卖给家人；还有
的是故意标错产品价格，如将
原本99元的产品，被助理标成
59元，主播现场大骂助理，最终
忍痛“亏本”卖给家人。

这些看似“狗血”的低劣
桥段，却常令老人看得入神。
几天前，知名带货主播“辛巴”
曾炮轰过这一现象，称情感主
播编排剧本坑骗老年人消费，
导致退货无门，而平台则纵容
情感主播，制造虚假人气和虚
假数据。

主播“亲测体验”也有脚本

记者调查发现，直播间的
剧本，远不止“狗血”情感剧。

“这款芦荟胶是我自己一直备
着的护肤品，镇静作用特别
好”“这款护肤水吸收快，我用
后完全不堵毛孔”“我抹过这
款唇膜后，原本的干皮、起屑、
干纹都有明显改善”……直播
间里，主播们举着一款款产
品，不遗余力地向观众推荐并
描述自己的使用体验。

“都是有台词脚本的。”某
内容和电商整合营销平台负
责人告诉记者，这已成为一个

成熟的产业链，有写剧本的、
提供带货话术的，还有接受主
播定制口播文案的。就连主
播张口就来的“骨折价”，也是
早已备好的话术套路。比如，
观众经常在直播间里听到的

“惊喜福利部分”，如“这价格
是主播真正回馈粉丝”“亏本
销售，总代都拿不到这个价”

“不用想，直接拍，只有我们这
里有这样的价格”等，都是主
播必备话术的培训内容之一。

相关账号已被下架

目前，被央视曝光的“马
洪亮”“小张说事”等账号已被
平台下架。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李旻表示，直播骗局
是互联网经济大发展过程中
的阶段性产物，对消费者权益
的损害极大。他建议，一方面
监管层面仍需进一步加强法律
法规的制定和落实，加强对整
个行业，包括直播平台、直播从
业人员的监管和规范；另一方
面，直播平台应当进一步完善
平台规则，从直播从业人员的
入驻、直播活动的开展和进行
等角度，加强监管和整治。

孙杰 张楠

上演苦情戏 就为卖“神药”

直播间里的“儿子”装孙子

2月27日，安徽亳州一位
84岁的老汉在村里为自己举
办了一场特殊的“葬礼”，百余
名村民参加。当事人向记者
表示，自己平时比较孤独，活
着办“葬礼”只为图个开心。

据了解，老人的“葬礼”除
了去殡仪馆火化和下葬的环
节，整个过程基本按照当地举
办葬礼的流程来。消息传到
网上，网友也是啧啧称奇，认
为老人思想前卫，敢想敢做。

对于死亡，不少老人比较
忌讳，谈到与此相关的话题时
会觉得不吉利，这位老人能看
淡生死，心态值得肯定。但一

位84岁老人给自己办“葬礼”，
肯定不是“行为艺术”，多半还
是孤独所致，找个乐子让自己
乐呵乐呵。但是，我们依然能
从他的“高兴”中看到孤独。

据了解，老人姓张，有四
个子女，但都在外地工作，自
己独自在村里生活。他表示，
自己平时比较孤独，活着办

“葬礼”只为图个开心。老人
办“葬礼”的事，他并没有告诉
孩子，也没有通知亲戚朋友，
都是自发来的村民，竟然达到
了百人之多。“葬礼”是表象，
其实也起到了村民聚一聚、乐
一乐的作用，缓解的恐怕还不

是他一个人的孤单。
但是，“喜庆”之后呢？其

实还是更长久的孤独。人活
着，需要情感的滋润，亲情、爱
情、友情之类。特别是老了，
对亲情的渴求就更强烈一些，
需要亲人的慰藉。虽然不知
道他和四位子女平时有什么
样的交流，但不管怎样，不管
是谁，还要与老人多联系，看
他有什么愿望，有什么想法，
一家人多沟通多交流，形成满
满的亲情氛围，必然会让老人
觉得日子有盼头，而不是一眼
看得到的结局，大概就不会有
什么“惊世”之举了。吴双建

84岁老汉为自己办“葬礼”：豁达背后是孤独

智能化时代:请你耐心等一等 让我努力赶一赶

看个电视为啥变得这么“难”等一等等一等

李沧金山皮肤病门诊
地址：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2357号（重庆中路与金水路交汇处）
健康热线：0532—686 22222

李沧皮肤病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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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内的氨糖软骨素是可以自身
合成的，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氨
糖软骨素含量不断降低且不再生成。
等到年龄越来越大，氨糖软骨素含量越
来越少，逐渐出现驼背、走路无力、关节
时常疼痛的现象。

氨糖在自然界中主要存在于蟹壳、
虾壳、贝壳等壳类生物中，软骨素主要存
在于像鸡皮、鱼皮以及鸡、牛与鲨鱼的软
骨内，所以与软骨素比起来，氨糖较难补
充。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家将氨糖
从壳类生物中提取出来，更方便补充。

如果你人到老年，骨密度降低，经
常出现不明原因的扭伤、抽筋等现象，
不妨用上氨糖软骨素吧！

为了帮助骨关节不适的读者朋友
及家人，老年生活报康康商城限时团
购海之圣博力氨糖软骨素 3 瓶只需 99
元，由于此次优惠力度大产品数量有
限，活动时间仅限 7 天，还望广大读者
朋友抓紧时间报名申购，售完为止，谢
谢您的合作和理解!不能到店的读者可
免费邮寄货到付款！

人到老年增加骨密度 还得用氨糖软骨素

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鲁食健广审（文）第251026-02996号

83 岁的张先生退休
后跟随儿子定居青岛，在
享受团圆幸福的家庭生
活的同时，每年一次的退
休认证让他颇费周折。
原因是他需要在手机上
下载“民生山西”的APP，
需通过这个软件来“人脸
识别”作认证。

这对于上了年纪的
他来说，下载手机软件并
不是件容易的事。后在
儿子的帮助下终于通过
认证。“但第二年又出了
问题。根据软件上的提
示，让我眨眼我就眨眼，
让我扭头我就扭头，但不
知是什么原因，一直通不
过，后来反反复复了好多
次才成功。”张先生的认
证经历让他觉得通过“人
脸识别”的方式认证复杂
又繁琐。“青岛当地的老
人，无需人脸识别，只要
有过就诊、乘车，或是去
银行办事的经历，大数据
就可验证退休人员的生
活，无需个人再额外做什
么。这多简单啊！”张先
生希望山西的退休认证
也能变得更简单快捷。

记者 王丽洁

退休认证，
希望能简单点

赶一赶赶一赶

记者 王丽洁 许瑶 臧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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