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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为了使老年人不被“边缘化”，我区各街镇和部门
想方设法帮助他们——

跨越“智能鸿沟”共享数字时代
□记者 朱瑾 邢亿梓 文
数字时代的浪潮滚滚而来，海量的智能设备不断便利着人
们的生活。但是在这样的浪潮之下，不少老年人成为“被边缘化
人群”，他们对眼花缭乱的智能设备望而兴叹，更对花样繁多的
智能设备运用场景退避三舍，不但不能享受智慧城市带来的
便利，反而在信息化的浪潮下举步维艰。如何让更多的老年
人跟上时代的步伐，共享发展成果，享受数字生活，成为近些年

◆◆◆◆◆◆

志愿者面对面授课 老人同享数字时代

“有了智能手机，日子过得更加有声有色，如今，我已经离不开
手机了！”广富林街道上林居民区居民齐阿姨对记者说。不过，齐阿
姨此前却没享受到这份“有声有色”。2016 年，禁不住身边老伙伴们
的怂恿，齐阿姨买了第一部智能手机，但是兴奋劲很快就被多种使
用 不 便 所 带 来 的 困 扰 淹 没 。 全 触 摸 屏 、输 入 法 、眼 花 缭 乱 的
App……这些都让齐阿姨感叹：
“买了新手机，还是只会打电话，与老
人机没啥区别！”
住在同小区的陈阿姨与齐阿姨不同，用的是小辈的“淘汰货”，
在小辈们的传授下，使用微信等功能倒没啥问题，但是每换一次新
手机，适应新系统却成为她“甜蜜的烦恼”。为此，她俩平时没少请
教居委会工作人员，每次社区活动，都成为她们学习的好机会。
她们的困扰持续没有多久，居民区在街道的牵线搭桥下，邀请上
海立信会计学院的学生志愿者，为社区老人开设了智能手机使用
课程。在每次短短两个小时的教学时间里，大学生志愿者们被老
人们的提问“包围”。在志愿者们的悉心指导下，不少老年人都勇
敢跨出了玩转智能手机的第一步。如今的他们，扫码付款、网络购
物、微信聊天都已不在话下，唯一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是“课程太少
了”。
相比上林居民区，九亭镇复地居民区的老人们就更加幸福了，

◆◆◆◆◆◆

社会关注的焦点。
去年 11 月 24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
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
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切实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
到的困难，聚焦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的高频事项，做实做细为老
年人服务的各项工作，让老年人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日前，记者走进多个街镇，从智能手机、智能终
端服务设备使用入手，
对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情况进行采访。

◆◆◆◆◆◆

在这里，有一名多年来义务教学智能手机使用的社区工作者赵虹
辉。2017 年起，赵虹辉在复地居民区开设了玩转手机专项课程。目
前课程开设超过 6 期，参与的老年学员超过 200 人次，年龄从 68 岁到
92 岁不等。授课内容更是丰富，从手机基础设置到软件的下载与安
装，从微信聊天到滴滴打车，从百度地图到大众点评，从网上预约挂
号到百度网盘存储资料……不少老年人在课程中不但掌握了智能
手机的基本操作，还成为社区里的“网络达人”，就连日常聚会、出行
订餐也已经习惯网络预约，
真正实现了
“一机在手，
生活无忧”
。
此外，方松街道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智能手机使用培训、开
设老年居民网络安全党课，泗泾镇开展万名老人“掌上行”活动等，
越来越多的街镇和志愿者加入到帮助老年人玩转智能手机的行列
之中。
在社区为老年人打造相关智能设备的使用场景，也成为不少
行业市场下沉的重点工作。除了已经成为不少老年人每日必用的
垃圾分类绿色打卡之外，中国电信在洞泾镇海欣社区睦邻点打造
了智慧家庭体验区。在这里，家庭宽带、IPTV 和无线网络一应俱
全，志愿者也会定期指导老年居民如何将智能手机连接无线网
络。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进了数字时代的美好生活。

教学方式一改再改 百转千回授人以渔

◆◆◆◆◆◆

在普及老年人数字生活场景应用的大量公益行动中，许多团队
习相对缓慢，
一些 App 的简单操作甚至要教五遍、
十遍。赵虹辉不得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智能手机平台，除了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
不开设多个班级、准备多个课件，按照系统分类、再根据学员的进度
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通讯工具之外，老年人生活中常用的交通出行、 随时调整授课进度，
很多时候准备了多日的课件，
却因为学员们的各
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也可以依托智能手机办理。对此，赵虹辉有着
类使用问题，一点都用不上。
“有人说老人是老小孩，真的有道理，课
深刻的体会。
上随意打断讲课，
临时改变当天课程目标，
都是家常便饭。
”
赵虹辉笑
“选择开设智能手机使用的课程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赵虹辉
着说，
虽然已经过很多次修改，
但是课程依然难以达到令她满意的程
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复地居民区纯老家庭较多，老年人的经济状况
度，
也难以形成一个可复制、
可推广的课程教案。
和生活条件也大多优渥，小辈们往往在手机、智能家居等硬件上不
就是这样看起来并不完美的课程，老年居民却学得兴味盎然。
吝投资，出现了属地老年人课程需求庞大的场面；同时，老年居民之
从前年起，该课程覆盖至全九亭老年居民，陆续有其他居民区的不
间的互相沟通、与家中小辈的远程交流更加剧了需求量。而选择开
少老年居民慕名而来。去年由于疫情停课了，但也没有阻挡住他们
设智能手机班，是出于手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重要工具的考虑，购
的学习热情，大家在网上自发组建学习群，交流照片拍摄甚至是视
物、消费、医疗、交通等，都可以在手机端找到相应的小程序，因此从
频编辑心得，群里每天好不热闹。赵虹辉也会将随申办、健康云等
一开始，她就将手机的多功能应用作为课程的重点。
老年居民常用的小程序和 App 的使用方式进行录屏教学，并在群里
有目标有方向，看起来智能手机的教学普及工作应该是一帆风
定时回复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
顺，但是实际操作下来，却并非如此。课程开设之初，报名的老年居
从使用中来，到生活中去。赵虹辉表示，老年人一开始对手机
民就络绎不绝，
而他们的手机却是各异。有苹果系统，
也有带着各品
使用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购物、信息沟通以及照片拍摄等方面，但
牌鲜明特色的安卓系统，
还有一些手机型号老旧，
就连必要的系统升
是智能手机的应用场景未来将更加广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一定
级也难以完成。此外，
老年居民对手机使用的熟悉程度也各不相同， 要把与老年人需求息息相关的程序应用讲细讲透，才能让他们从
有的上了几节课，不但掌握迅速，还直喊“教得太少吃不饱”；有的学 “赶时髦”真正变成数字生活的受益者。

◆◆◆◆◆◆

智能终端走进窗口 方便老人服务更优

社区的智能手机教学红红火火，各行各业与政府服务部门的线
下智能终端同样对老年人敞开了大门。配备必要的专业服务人员，
合理引导老年人使用智能终端设备，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常态。以
日常金融服务为例，各大银行的智能终端设备与专业服务人员如今
都能够基本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在中国建设银行松江支行大厅里记者看到，前来办理业务的老
年人不在少数，从一进门开始，大堂经理就会征询他们是否愿意使
用智能终端设备，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大堂经理会开展贴身服务，
全程指导老年人自主使用智能终端设备。不少老年人在多次操作
后都变得轻车熟路，甚至完全无需大堂经理的指引，不但有效缩短
了排队等候的时间，业务办理的速度也大大加快。
除了在服务的“基本盘”上下功夫，硬件升级同样必不可少。目
前，建行的 ATM 机已经设置了“大字体”功能，不但字体更大、对比
度与清晰度更高，同时删去了一部分老年人不经常使用的功能，使
得界面更为简洁流畅，受到了老年人的好评。记者从建行方面还了
解到，智能终端的多功能化也在逐步升级中，目前每台终端能够实
现八成以上的个人非现金业务功能迁移，就连生活缴费、社保查询
等功能也配套齐全，大大方便了各类人群的使用，老年人也逐步爱
上了这个不用排队的家门口“一站式”终端。针对部分老年人依然
信任传统柜台办理的情况，银行方面保留了柜台的叫号办理业务，

◆◆◆◆◆◆

遇到老年人集中领取养老金等情况，银行还会开设专门的单一同类
业务通道，
从而最大限度满足他们的需求。
区行政服务中心则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有一群老年人，他们
不但在使用各类智能终端时不需要别人帮忙，还能指导年轻人如何
使用设备，他们就是区行政服务中心志愿者。志愿者服务团队成员
平均年龄在 60 岁左右，
担任志愿者大多在两年以上，
不但熟悉区行政
服务中心的窗口分布、业务办理流程，对各类智能终端更是了如指
掌，就连一些简单的故障，他们都能进行维修，成为区行政服务中心
不可或缺的一支服务力量。许多年轻人面对终端机时需要他们的帮
助，
老年人前来办理业务时更是信任他们，
甚至有人还将密码告诉他
们，请他们直接替自己操作。这支志愿者服务团队，多年来不负众
望，
为大家便捷地使用智能终端设备、
减轻窗口服务压力提供了巨大
的帮助。区行政服务中心宣传科科长顾月萍告诉记者，
每次智能终端
设备的更新，
中心都会集中培训志愿者，
确保他们
“走在前沿”
，
而他们
也用实际行动证明，
老年人使用智能终端设备并不是想象中的
“天堑鸿
沟”
，
相反经过一定时间的熟悉，
都能顺利掌握。
“如今这些老年人不但
成为重要的服务力量，
同时也是重要的榜样，
一方面他们在这里提供服
务，
就是无形中告诉更多前来办理业务的老年人，
智能设备使用并不复
杂；
另一方面，
这些志愿者回到社区，
对于推广普及网络办理业务，
也有
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
顾月萍说。

◆◆各种问题依然不少

前景美好任重道远◆◆

智能终端依托大量的线下人工服务与引导，目前已经可以满足老年人的基本需
求，而智能手机的使用，正在通过大量的公益课程逐步铺开、不断普及。但是在此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老年人需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同样突出。
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年人在掌握智能手机使用方法后，过度使用手机甚至产生依
赖症的问题。市民沈先生在采访中向记者大倒苦水，自己的母亲在孙女的指导下，
学会了使用微信和抖音等手机软件后，整日沉迷其中，日夜不停刷手机，不但与家人
的沟通变得心不在焉，就连一些简单的家务也时常忘记，
“长此以往，我担心会影响
她的健康”。在记者的采访中，与沈先生有着相同遭遇的市民不在少数。如何引导
老年人合理使用手机，
已经成为摆在不少志愿者面前的问题。
随着近年来老年人生活水平与经济收入的提高，再加上对网络购物等应用场景
的熟悉，老年市场已经成为不少商家重点关注的目标，针对老年人的网络促销、推荐
络绎不绝。购买力的提升与过度消费的问题逐步显现，老年人“买多了”的案例同样
屡见不鲜。对此，上文提到的齐阿姨就深有体会。
“身边不少老伙伴，时常东西买多
了账户上就缺钱，经常让我发个红包代付款，之后再还我现金。”这种“线上借款、线
下还款”的方式，已经发生多次，不得不使她关注网络购物的“适度问题”。除了经常
和老伙伴们一起“逛而不买”
“货比三家”之外，她还将自己网络支付用的银行卡与工
资卡分开，每次定存一定金额。
“如果没有到自己限定的时间钱就花完了，那就是买
多了，
这样就可以提醒自己要理性消费。”齐阿姨说。
而陈阿姨则更关心信息安全与金融安全问题，
在她看来，
如今动不动就要填写个
人信息认证的 App 多少有些“不靠谱”，网上银行过多同样也是隐患。陈阿姨的担忧
不无道理。近年来，不但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针对手机的信息盗取
同样日益增多。对此，我区许多街镇和部门曾多次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和网络诈骗的
系列活动。除了社区民警不间断的警情通报与安全提示外，社区干部也将防范网络
诈骗、电信诈骗纳入重点工作。比如，洞泾镇海欣居民区就通过社区干部、反诈骗志
愿者、
外来人口协管员等多支力量，
挨家挨户上门普及反诈骗知识，
务求居民尤其是老
年居民了解和防范新型诈骗。此外，
利用社区电子屏、
宣传栏等阵地开展反诈骗宣传，
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不过最有效的还是告知
“网络诈骗防范”
的方法，
利用楼组长微
信群、
业主微信群等发布相关防范信息和普及材料，
不但受到老年居民的欢迎，
同时还
起到了
“长辈提醒晚辈”
这样意想不到的效果。海欣社区服务站站长姚强表示，
随着智
能手机使用的普及，
社区工作与居民之间的黏性正在不断加强，
突破原有工作场所与工
作时间限制的网络交流正在日益体现效应。
“用网络宣传的方式来防范网络诈骗，
也算
是另一种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吧。
”
姚强打了一个非常幽默的比方。
让姚强担心的是“沉默的小部分”。在他看来，老年人面对各种智能设备时，永
远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真正需要进行普及指导的老年人，恰恰是那些工作中交
流较少、年龄较大、居家时间较多的老年人。因此在近年来志愿团队多次进社区的
服务中，他们一直都属于积极性不强、覆盖面不广的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
老人的普及难度将日益增大，居委会打算采用志愿者上门服务、
“小老帮老老”等老
年人互助模式来推广普及智能设备的使用。
更多的社区干部则将目光放在了公益团队的持续性上。广富林街道上林居民
区工作人员刘新玲告诉记者，目前老年人对智能手机使用的志愿服务需求缺口依然
巨大，同时老年人对授课志愿者的依赖性较强，偏好较为熟悉、能够长期服务的公益
志愿团队。单纯依靠大学生志愿团队，除了在项目立项、资金支持上存在一定的难
度外，课程的延续性和人员的相对固定依然难以保障，志愿服务只能处于“零敲碎
打”的状态，难以大规模复制推广。对此，顾月萍也深有同感。她表示，区行政服务
中心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与青年人更习惯与设备打交道不同，老年人更依赖传统的
面对面人际交流，即使使用智能终端设备，也希望有工作人员从旁辅助。
“ 类似于
增添安全感”，顾月萍这样总结道。因此，区行政服务中心采用专职志愿者与轮岗
志愿者相结合的双重服务模式，增加一线人工服务，帮助更多人方便地办理业务。
“从运行情况来看，智能终端的使用不但减轻了窗口工作的压力，也方便了前来办事
的市民，起到了快捷高效的作用。但是更好的方法还是依托随申办等手机端程序和
网络平台，不用特地到中心办理，而这需要更多的社区推广和基层服务来支撑。”顾
月萍说。
已经在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教学上“先行一步”的赵虹辉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在目前的教学过程中，不同于青年人的“功能思维”，更多的老年人在使用过程中依
然遵循“步骤思维”，即一板一眼地按照记忆的步骤使用，一旦程序界面更新或添加
过多全新功能，他们基本就要重新学起，费时费力且效果并不明显；
部分常用程序贪
大求全，在一个界面中设置了过多内容，也让老年人无所适从，难以快速上手。因
此，她希望未来的常用程序尤其是公共服务平台，能够特别为老年人开发简化版，并
在每次更新中相对固定界面，方便他们的使用。正在推进中的“一网通办”是赵虹辉
特别推崇的。
“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不需要太多功能，更不需要每个部门每个业务
一个 App，他们需要的是相对简便，又能够在一个平台上可办理常用业务的优质程
序。”赵虹辉说。
无论是志愿服务的推广、教学模式的复制，还是人工线下服务的贴心，这些都包
含着对老年人享受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浓浓关爱。而真正让老年人融入智慧城市、
共享发展成果、共迎美好未来，
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本版图片由记者邢亿梓、
被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