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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44至47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50周岁及以上网民群
体占比由2018年的
12.5%逐年升高，到
2021 年 提 升 至
26.3%，（见图1）这意
味着，在全国9.89亿
网民中，每4个网民中
就有1名中老年人。

从2000年起，我
国已逐渐步入老龄化
社会。2020年，我市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占全市户籍人口的
比例为24.14%，说明
我市4个居民中就有1
名60周岁及以上的老
年人。因此，如何帮助
老年人学会使用智能
手机，通过网络积极融
入当今时代，分享智能
社会红利，实现智慧老
龄化，成为社会关注的
重点话题。

天津社会科学院
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联
合本报，对我市老年
人智能社会参与度进
行了调查。借助天津
社科院“千户居民户
卷调查”网络系统，在
全市16个区抽取了
3260个样本，男性占
35.8% ，女 性 占
64.2%，平均年龄为
55.38 岁。其中，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共
1314名，职业覆盖公
务员、科技人员、企业
职工、农民、学生、退
休人员等十余项。

当我们走入智能互联的数字化时代，数字政府、电子
政务、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养老、网上支付等如雨后
春笋般应运而生，处处离不开智能手机的使用。

调查显示，我市87.7%的老年人平时上网最常用的
是智能手机，这一比例，高于全部受访者平均水平1.8个
百分点。与此同时，回答“从不上网”的老年人仅为
3.3%，是老年智能手机用户中的“少数派”。（见图2）

图2：您平时上网最常用的设备是？

智能手机丰富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从实际生活
需要角度看，认为智能手机提供“日常方便”的老年人
所占比重最高，为49.2%；其次是“不想被数字时代所淘
汰”占比17.9%；“用途多、喜欢用且时尚”占比13.7%。
“银发族”正努力摆脱“数字鸿沟”困境，跟上社会的脚
步。（见图3）

图3：您使用智能手机的最大感受是？

调查数据进一步显示，这些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使
用比较“主动”，持消极态度认为“不得不用”的仅占
11.3%。4.2%的老年人对智能手机有“依赖感”，还有
3.7%的老年人表示，产生了“手机瘾”，成了“手机控”。

案例故事：
过去，爸妈们会因为孩子玩手机生气，但近几年，随

着智能手机在中老年人群中普及，那些曾指责孩子“上
瘾”的父母辈自己却成了“手机控”。

今年68岁的吴大娘就是其中之一。一方面，利用微
信找到了多年前的旧友，偶尔聊聊家常，一方面加了各种
各样的微信群，每天都在群里聊天、看视频、抢红包，有时
甚至会“玩”到三更半夜。吴大娘的女儿说：“老妈经常陷
入‘抢红包’中不能自拔，吃饭、睡觉、看电视都是手机不
离身，做饭时都是一边看着火，一边回信息，名副其实的
‘低头族’。”

退休在家的生活轻松而悠闲，可有些老人，尤其是刚刚
退休时间不长的低龄老人们，却觉得时间过得挺快的，每天
除了看电视、听广播、种花养草、带孙子以外，他们还要上网
聊天，了解国家大事以及个人感兴趣的知识和趣闻，生活丰
富而充实。

调查中，回答经常上网聊天和喜欢网购的老年人占
30.7%，甚至有21.6%的老年人每天上网时间超过4个小时。
从生理角度说，老年人的精力和视力远不如年轻人，可是统计
结果却显示，老年人上网时长在1小时至4小时的较全部受
访者平均水平还高出2.6和1.9个百分点。（见图4）

图4：您每天上网大概多长时间？

那么，老年人主要使用智能手机干什么？他们对什么内
容感兴趣？（见图5）

图5：您使用智能手机主要用于哪些方面？

调查显示，老人们更为重视和家人及亲朋好友的即时联
系和情感沟通，选择“社会交往即时联系”的老年人最多，占
64.4%，所占比重较全部受访者平均水平高5.1个百分点；其
次是“网上购物”占53%；“乘车，扫健康码等日常出行”占
45.2%。

此外，浏览网络上的各种保健知识和调节情绪的心灵鸡
汤备受老年人的青睐，分别有22.1%和31.2%的老年用户经
常“看保健讲座，学习养生保健知识”和“百度搜索，学习各种
知识等”，这两项均高于全部受访者平均水平4.8和1.9个百
分点。

在社会交往的主要对象中，老年网民网上聊天频率最高
的是与“老同学和老同事”聊天，占到67.5%，他们彼此之间有
着共同的经历和回忆，感情基础比较深厚，可以聊天的话题比
较多。（见图6）

图6：您经常同谁网上聊天？

专家观点：
天津市心理咨询师组织委员会主任王虹翔表示，社会

变迁改变了许多家庭生活形态，但无论何种生活形态，“家
庭情感支持”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依旧是中
国人的情感寄托。有些老人虽然不能经常和亲朋好友见
面，但在微信群中表现极为活跃，为朋友点赞、接收或分发
红包，转发自己精心制作的小视频等，既丰富了生活，又联
络了彼此情感。

有人担心老年人上网成瘾怎么办？其实不用过分担忧。
因为，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依赖感”和“上瘾”与年轻人的“沉
迷网络”有着本质的不同。“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玩网
络游戏和追剧，更多的是出于实际生活需要和情感心理需
求。他们在退休后，身边能够接触到的人一下子减少，但依然
渴望人际交往，网上互动成为他们寻找存在感和成就感的最好
渠道。因此，全社会对老年人上网应该抱着帮助、鼓励、包容的
态度。”王虹翔说。

公开报道显示，2019 年国内网民平均每个月新安
装 App3.5 款。不仅有商城 App、金融 App，还有各种
品牌App。

在某些城市，乘坐公交用1个App，乘坐地铁还要装
1个App，去医院挂号也要下载1个App，办理政务有时
也需要下载安装 1个App，有的超市要想使用折扣券也
要下载App。越来越多的App不仅让手机不堪重负，也
使得使用智能手机本就有困难的“银发族”更加困惑和不
胜其扰。

这些迷失在App中的老人们，他们在智能手机使用过程
中都或多或少遇到过困难。（见图7）

图7：使用智能手机，您遇到过哪些困难？

调查结果显示，老人在使用智能手机上遇到的最大
困难是“去医院前网上挂号和缴费等”，占 38.4%，比全
部受访者平均水平高出 4.1 个百分点。其次是坐公交
车、地铁出示“健康码”，占 35.5%。特别是这次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后，出行都需要出示“健康码”，曾使老年人
一度非常困扰。

在调查“您不常使用智能手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时，老人们认为“功能太多，不会使用”的占28.7%，“操作
步骤太复杂”的占22.8%，认为“不熟悉键盘上的字母，操
作困难”的占 19.4%，认为“网页上的字小，看不清”的占
19%。由此可见，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成为阻碍
老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则是
“担心被网络诈骗和骚扰”，“科技恐惧”程度越高的老年
人，其互联网的实际运用能力越弱，越不常使用，也就越
不敢使用。

在家里使用智能手机遇到困难可以请求家人帮助和
指导，在车站、医院、超市等公共场所，遇到困难时，老人
们也希望有工作人员给予及时的帮助和指导。（见图8）

图8：公共场所遇到智能手机操作困难时，是否有工作
人员及时帮助您？

调查显示，36.6%的老年人表示，在公共场所遇到智能手
机操作困难时，会有工作人员及时给予帮助。50.7%的老年
人表示，这种帮助时有时无。

专家观点：
当前，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需要市民利用手机进行智能

化操作，如老年人遇到操作困难时，不能提供及时帮助和指
导，会给老年人带来许多“不便”和“不安”感，加重他们使用智
能技术不自信心理。

因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陆杰华表示，
面对这些老年用户在使用智能手机上遇到的“堵点”和“痛
点”，给予他们人性化的帮助和服务显得尤为必要。比如，保
留一些传统服务项目，老年人不会使用电子支付的，可以使用
现金支付，不会操作电子设备的，可以到人工服务柜台办理，
等等。智能手机或电子设备是冰冷的，但是具有人性化的帮
助和服务是温暖的。

陆杰华认为，互联网企业要有更多的社会担当和社会责
任感，关心关注“银发族”体验情况。努力解决互联网服务中
的“三不”困扰，即“不安”“不便”“不满”困扰，尽快开发方便老
年人学习和使用的手机App，帮助他们更便捷、更简单地操作
和使用，更简明准确地获取外界信息和知识，提升他们运用网
络的自信和能力，使老年人能够轻松愉快地使用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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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正在跨越数字鸿沟——

3.7%老人成了“手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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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0周岁及以上网民群体所占比重趋势

他们的时间去哪儿了——

21.6%老人每天上网超4小时
他们迷失在“App海洋”中——

28.7%老人表示“不会使用”

这些骗局已盯上“银发族”——

警惕！冲浪中的那些“暗礁”

提供更多人性化服务——

让老年人在智能时代“畅行”

老龄化和信息化是现今社会的两大趋势，面对互联网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互联网犯罪比例也在一定程度
上有所提升。这其中，“银发族”因信息获得能力、信息甄别能
力、网络安全意识和个人信息保护能力均不足，再加之缺少防
骗知识、爱贪小便宜等原因，最容易受到非法侵害。（见图9）

据我市2020年社会治安状况分析报告显示,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同比增长9.2%，冒充公检法类、网络刷单类、红包获奖
类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例如，2020年4月7日，刘某某
被冒充公检法人员诈骗，涉案300余万元。5月20日，尹某某
被网络引诱投资诈骗，涉案35万余元。

注意！这些骗局已盯上“银发族”——
1.感恩抽奖型（以举办感恩活动、抽奖送福利、发放保健

品为名，承诺一段时间后全额退款）；
2.刮奖钓鱼型（以刮奖中奖的名义，诱惑老年人拨打兑奖

热线和公证热线诱骗缴纳手续费、保证金）；
3.购药送基金型（以为老年人购买保健品、帮助办理红十

字会扶贫基金的形式骗取钱款）；
4.免费送鸡蛋型（以发放广告、赠送鸡蛋的方式，向老年

人宣传该公司的保健业务，以销售保健品骗取押金）；
5.免费旅游型（购买保健品可优惠参加旅游，购买保健品

可以入股）；
6.免费讲座型、免费体检型（以免费体检、病情诊断的方

式骗取老年人信任，骗取钱财）；
7.传销洗脑型（不断播放宣传片，对中老年人进行洗脑，

谎称购买保健品可以返钱）。

图9：您认为老年人被骗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当老年人热情拥抱“数字生活”时，也会在网上遇到这样
或那样的风险。

调查显示，在智能手机使用过程中遇到“虚假广告”的情况最为
普遍，占55.3%。遇到过“中奖诈骗信息”的有33.4%，遇到过“网络
传销诈骗”的有23%，遇到过“红包诈骗”的有16.9%。那么，遇到上
述电信网络诈骗时，老年人的防范意识和处理方法又是怎样的呢？

有43.7%的老年受访者处理方法正确，他们会选择“保留
证据，及时报警，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益”，另有15.7%的老年
受访者面对这类电信网络诈骗“不知道怎么处理”，还有
10.8%的老年受访者干脆“自认倒霉”，选择“不了了之，损失
就损失了”的消极态度处理这类问题。（见图10）

图10：当您遇到电信网络诈骗后，您是怎么处理的？

有力举措：
为全力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安全，按照公安部和市委、

市政府的部署，从2020年4月13日起，我市公安机关在全市
范围组织开展了以打防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主要内容的“雷
霆四号”专项行动。仅用两个月时间，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案件440起，为老百姓挽回了很多经济损失，为老年用户放
心使用智能手机扫清了障碍。

家人与朋友是老年人情感生活的寄托和依靠，老人们普遍认
为，天伦之乐极为重要。从他们经常参与或使用的微信群中能看
出，亲戚朋友聊天群占64.9%，子女家人聊天群占57.6%。（见图11）

图11：您经常参与或使用的微信群有哪些？

为更好帮助老年人有效有益使用智能手机，身边人应成
为他们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的“好老师”与“防火墙”。家庭和社
会共同为老年用户赋能，耐心帮助他们学习上网知识和使用
方法，允许他们适当“出错”和“反应慢”，在学习和使用中逐步
提升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能力和信心，形成一个家庭和社
会立体支持体系。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
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为破解老年人的“数
字鸿沟”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市老龄委也在各区积极开展“智
慧助老”三年行动，民政部门动员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和工作人
员、社区日照中心、老年大学等对老年人开设“免费智能手机
课堂”，免费开展智能手机使用方法培训。

智能技术的供应商和互联网企业，也针对老年群体的多
样化和特殊性需求，提供人性化产品和服务。金融企业也推
出16条措施助力老人应对金融服务智能化。一些老年网民
欣喜地表示，“从前不知微信是何物，很失落，现如今都学会网
上传视频、交话费了，感觉跟上了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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