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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 本报记者 李庆

穿上“老年时光衣” 共情长者的身心状态
如果有一件时光衣， 穿上

它，就能带你穿越到未来，化身
成 70 岁的自己， 体验一下爸爸
妈妈或爷爷奶奶的生活，让你对
他们那个年纪正在经历的生活
种种产生最为直接的触达和感
受，你，试不？

近日，清华大学人因与工效
学研究所在以人类福祉为中心
设计的宗旨下，开发了一套“老
年时光衣”。 穿上它，就可以体验
和感知 70 岁的自己身体各项器
官发生的变化。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体
验，让大家更共情长者的身心状
态，并引导体验者思考与老年人
的关系，从而减少对老年人的误
会或不谅解，鼓励用更体谅的态
度与老年人相处，并以行动关爱
长者。 ”饶培伦表示。

饶培伦是清华大学人因与
工效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清华
人因”） 博士生导师、 教授，自
2012 年开始，他带领团队开始进
行“时光衣”的研究。 通过反复不
断实验，该项研究成果于近日首
次发布推广，并向公众免费开放
体验。 截至目前， 已有超过 200
位体验者参与了免费现场体验。

这款时光衣究竟蕴藏何种
玄机，如何将一个生机蓬勃的青
年人变化成一位苍老无助的老
年人？

让你无法忘却的一次体验

周一，早上 9 点，清华人因所
的实验室里体验者已陆续到访。

小宇是中国矿业大学工业
工程专业大二的学生，作为今天
的第一个体验者，小宇略带兴奋
和期待的穿上了体验衣。 她穿的
这件红色马甲负重 5 公斤，脖
子、手腕、膝盖、脚腕统统被包
裹，塞上耳塞，戴上大而宽的眼
镜，整个行头穿戴完毕后的她俨
然像一位战士，等待出发。

此次体验，小宇的第一项任
务是吃药， 有治疗糖尿病的药，
还有维他命。 但没想到“吃药前
看说明书”这个动作让她举步维
艰。“我根本看不清说明书上的
字，画面是花而模糊的，看到的
东西都是黄色并伴有斑斑点点。
倒药丸时，手的灵敏度和感知很
差，并伴有抖动不稳，很难控制
药罐角度， 会不小心一次倒很
多。 ”小宇说。

第二项任务是夹豆子，用筷
子将一个碗里的豆子夹向另外
一个碗。 这一环节让小宇感受最
深刻的是关节重， 抬起费力，拿
筷子的灵敏度受限。

第三项任务是超市购物，她
需要在超市货架中找到不同口
味的饼干和蛋糕派，并找出生产
日期， 以及蛋白质和脂肪的含
量，还需要将不小心掉落的物品
拾回货架。“从高处拿东西时，关
节受限， 垫起的脚踝疼痛无力。
由于身体的重量大多集中在腹
部，站久了腰疼，而且捡东西时
弯腰更困难。 ”

第四项任务是上下楼梯，这
项任务让小宇印象最深的是下
楼时没有平衡力。 由于膝盖和脚
踝有负重，膝盖疼痛，脚步重，每
走一个台阶都很费力，因此速度
变得很慢，眼睛能够看到的范围
也很有限。

最后一项任务是看手机视
频。 因为耳塞影响了听力，加上
外界的嘈杂，她根本听不清视频
里的声音，只能将注意力放在画
面上。“双手拿手机时手臂很累，
脖子也很累。 画面呈黄色，且模
糊不清，就像镜片上有黄沙无法
看清晰。 ”

“整场体验下来，感受最深
的就是身体重，迈不动步，看不
清、听不清，情绪也开始变的急
躁。 ”小宇总结道。

同样是来自中国矿业大学
安全专业的王雪雪，体验的是清
华人因研发的另外一套 VR 体
验衣，在虚拟现实场景中的感受
上却也大同小异。

“桌子上的书本字体太小，
根本看不清，觉得生活中的很多
字体设计对待老人很不‘友好’。
看东西一片朦胧， 身体不平衡，
那个瞬间特别希望有一个拐杖。
蹲起的动作特别困难， 捡垃圾
时，不自主地会将动作分解为分
胯—弯 腰—捡 东 西—借 力 站
起。 ”王雪雪感慨道。

老年人的需求，你知道多少

“人因关注的领域和研究方
向，通俗来说就是关注社会上所
有人的实际需要。 中国人口老龄
化总量大、发展速度快，老年群
体始终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之一。
通过研究不难发现，目前城市建
筑、信息技术等领域虽然快速发

展，但其中并未体现出专门针对
老年人去做的各种设计。 眼下，
社会公众对老年群体关注度的
缺失，已经不能单靠教育和呼吁
来达到目的。 人因通过模拟老人
的身体状态研发的时光衣，可以
提前让公众体验变老后的感受，
从而更加关注和关爱老年群
体。 ”饶培伦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老年人
作为社会弱势群体， 随着年龄不
断增长，免疫功能也会逐渐下降，
生理机能逐步退化。 由于老年人
健康状况和社会角色的改变，容
易产生悲观、抑郁、孤独和焦虑等
一系列不良心理和情绪。 如今的
家庭模式越来越小型化， 子女忙
于工作而无心照料在家的老人，
更别说精神上的交流，因此，很多
老年人精神状态比较差， 他们需
要社会的关心和理解。

被问及身边接触的老人们
状态如何时，体验者小宇首先想
到的是自己的奶奶， 在她印象
中， 奶奶走路时总是弯着腰，没
走一会就嫌累， 做什么都很慢。
喜欢呆在家里， 不愿意走远，最
多在家附近的河边坐着聊聊天，
听力也很差。

同样的问题，体验者王雪雪
感受最深的是她外婆———“外婆
的眼珠看着很浑浊， 容易流眼
泪，视力模糊看不清。 走路需要
拄着拐杖， 所以总不愿意出门，
总爱坐在门口，痴痴地等待着孩
子们来看望她。 ”

小宇和王雪雪眼中的“老
人”， 或多或少可以代表大部分
老年群体的状态，比起时光衣的

“噱头”，其开发原理和科学性更
让公众关注，那么，穿上这款时
光衣，究竟能够模仿几成老年人
的真实状态？

饶培伦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老化在每个人身体上的体现
各不相同，时光衣研发的理论是
依据科学界、医学界对于老化现
象的通用记载， 通过查询文献、
相关报告和数据，走进老人群体
做实地访谈等形式以了解他们
的真实感受，同时也结合了国际
上已开发的相关体验衣作为研
究基础。

“医学界对肌肉力量的记载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力量
会逐步下降。 在时光衣中，虽不

能改变体验者的肌肉力量，但我
们可以增加关节部位体验衣的
重量，通过解锁任务来让体验者
达到感知。 再比如，多半老年人
眼睛会出现眼底黄斑，我们就通
过黄颜色的眼镜片，并将镜片进
行点状模糊等处理以达到逼真
效果。 ”

尽管饶培伦与其团队为此项
研究付出不少努力， 但他也不否
认———这样的体验相较老人身体
的实际感受还存在一定差距。

饶培伦坦言，体验活动是为
推广来设计的，有些感知确实没
法完全与现实状况相吻合，比如
随着身体的逐步老化，老人的记
忆力逐渐变弱，这样的感受和触
达是目前这件“时光衣”还不能
达到的，这也是他们继续努力的
方向。

对老年群体的关注从呼吁
转化到体验，这种落地尝试的方
式在国内还不多见，这点让清华
人因所喜忧参半。“超过 200 人
的体验者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
肯定。 然而，我们的时光衣还需
要面向社会，让更多的人知道和
参与。 由于经费有限，我们的老
人体验服现在只有 4 套，工作人
员也有限，还无法实现更多公众
的体验和参与。 此外，与社会各
界的合作推广也在困扰我们，比
如和医院医生的合作，他们其实
是很好的实践推广者，然而他们
却有永远看不完的病人。 ”饶培
伦无奈地说。

采访中，清华人因研究员刘
雪茜告诉《公益时报》记者，目前
实验室共有 4 套体验衣，自行研
发的有两套， 每套刨去人工成
本， 材料成本为 1 千余元每套。
另外两套是从国外购买，每套价
格为 1 万余元。

虽然探索前进的过程中不
乏各种困难和阻碍，但这一切并
没有使得饶培伦及其团队放慢
脚步，“除了通过实地体验和感
受来提升公众对老年群体的关
注外，我们也在尝试通过和学校
合作，以及倡导企业在践行企业
社会责任方面做更多推广。 ”饶
培伦说。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截至目前，已有 200 余人体

验了这款时光衣。 清华人因研究
员刘雪茜对每位体验者进行了
访谈，并记录在案。 她希望在深
入了解每一位体验者真实感受
的基础上， 与团队伙伴们加快
和提升对时光衣的优化和处
理。 最让她感动和欣慰的是，体
验者们从此开始懂得换位思
考，慢慢地理解了身边的老人，
因此也愿意更多的给予老人们
体谅和关爱。 而作为体验衣的
研发人员之一， 刘雪茜自己就
感触很深。

“我的爷爷奶奶已近 80 岁
高龄， 从前对于他们做事慢，说
话慢会不由自主的不耐烦，有时
会没耐心等待。 而现在，真正理
解了他们之后，就会愿意主动放
慢自己的节奏，对他们更多一点
耐心。 ”刘雪茜感叹道。

刘雪茜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 通过对时光衣的反复体验，
她不仅对身边的老人更加包容
呵护，对大街上的陌生老人也多
了几分悲悯和关心。 比如，看到
跌倒的老人，她愿意主动上前提
供帮助，因为懂得他们的艰难和
不易。

体验者小宇向《公益时报》
记者坦言， 通过切身体验后，她
更懂得老人群体的生活不便，现
在每每面对老人群体时，她会更
多几分耐心，说话也会尽量大声
一点，以方便老人听清楚；外出
乘坐交通工具时，她会更加主动
为老人让座。 她也希望通过《公
益时报》向有关部门呼吁：城市
各处的公共设施设备应更加人
文便捷，尤其应该多为老年人考
虑和设置。

体验者王雪雪与时光衣亲
密接触后，对“衰老”有了更为感
性的认识。 她说自己第一时间想
到的是父母变老时的样子，心疼
之余更倍添几分珍惜，今后也会
尽最大努力照顾好他们。“从少
变老的过程谁也不想，却无法回
避，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变老的一
天，这就是人生。 通过这次体验，
以后我在超市购物碰到老人，一
定会主动帮忙。 以前根本不会注
意： 货架上那些高低不同的货
物，老年人拿起来太费劲，而对
于年轻人却不费吹灰之力。 帮老
人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真的是
举手之劳。 ”

志愿者体验“老年时光衣”

“老年时光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