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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适老化改造进展如何？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日前发布的
报告显示 ，截至今年 6 月 ，我国
网民规模达 10.11 亿 。 其中 ，50
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为 28% ，较
2020 年 6 月增长 5.2 个百分点。

“银发族 ”上网难一直是社
会关注的热点。 今年 1 月，工信
部开展了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
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 目前进展
如何？ 就此话题，记者采访了专
家和有关部门负责人。

首批改造年底完成

9月 1日，铁路 12306网站
宣布，网站的适老化及无障碍改

造相关功能正式上线运行，支持

读屏软件获取网页完整信息，支

持放大缩小调整配色、语音识读

等功能，优化了登录验证码。同

时，12306手机 app也在改造中。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工

信部已督促首批参与适老化的

115 家网站和 43 家 app 迅速开
始改造，预计到今年底将全部按

照要求完成改造及评测。

今年 4 月，工信部公布了
《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

范》和《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
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对网站和

app改造提出字体大小、颜色用
途等数十项具体技术要求，并特

别要求完成改造后的网站和手

机 app适老版、无障碍版不得设
有广告插件，付款类操作不得设

有任何诱导式按键。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部分

政府官网已经实现语音朗读、语

音导航等多种辅助功能，帮助老

年人实现无障碍浏览网站服务。

部分新闻类 app实现了全版大字
体、大图标、大按钮。部分购物类

app开发上线老年人专属服务界
面，进一步简化搜索程序。

工信部组织电信企业在线

下举办手机课堂等 1.3万余场活
动，组织互联网企业带着手机等

智能终端走进老年社区、老年大

学，为老年人提供常用 app应用
辅导，“手把手”教老年人使用智

能技术。

多措并举帮助老年人

61 岁的彭巧玲去年以来一
直在浙江宁波帮忙带孙子。“我

在这没什么朋友，没事的时候喜

欢用手机看一些育儿、做菜视

频，现在也在学习拍视频分享。”

彭巧玲说。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

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翟振武认为，不少中老年人在

数字产品使用、网络安全认知上

存在困难。企业应该以老年人

“会用”“好用”“有用”为目标，打

造老年友好型产品。

据抖音老年友好项目负责

人张笛介绍，抖音上线了长辈

模式，即大字简明模式，解决老

年用户看不清、不会用的问题，

并逐步升级时间提醒和管理功

能。同时强化了涉老内容审核

标准、提升了潜在风险私信预

警响应等级、严厉打击违法广

告，努力为老年用户打造安全

的内容环境。截至今年 4 月，抖
音 60 岁以上创作者累计创作
超过 6 亿条视频，累计获赞超
400 亿次。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与抖音日前联合发布

的《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情况调

查报告》表明，在遇到数字困难

时，超过一半中老年人首选的求

助对象是自己的子女，年轻一代

应该成为帮助家庭中老年人解

决数字困难的主力人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

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

和线下终端不同，线上 app对于
很多老年人并非刚性需求，部分

老年人不会主动去接触和学习

智能手机上的功能，年轻人要主

动指导和帮助老年人使用 app。
一些适老化改造也考虑到

了这点。比如，有的手机上线了

“远程协助”模式，月平均活跃用

户量近 2万人次。子女可通过远
程操作老年人手机界面，直接帮

助父母打车、线上挂号，以解父

母燃眉之急。

适老改造应融入设计

目前，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

造还有哪些问题？众诚智库高级

咨询师王立萍认为，主要问题是

部分企业参与程度较低，产品设

计缺乏老龄视角；适老化的产品

供应不足，操作流程略显复杂；

适老化的产品功能略显单一，适

老化的产品宣传不足等。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坦言，当前，专门针对

适老化产品及服务的标准较少，

产品服务质量有待提升。

同时，老年人个体需求不同，

适老化改造难以面面俱到。对此，

盘和林表示，要适当做一些常态

化的老年人针对性推介，介绍 app
的功能，提高普及度。同时，保留

刚性业务的线下办理方式。

据介绍，为了鼓励相关企业

参与适老化改造及信息无障碍

建设的积极性，对于适老化改造

优化落实到位、通过评测的网站

和手机 app，工信部将授予其信
息无障碍标识。同时引导各大应

用商店、各大应用市场设立无障

碍应用下载专区，将取得信息无

障碍标识的 app统一纳入专区，
方便老年人等特殊人群搜索、下

载、使用，也方便各个应用的开

发者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

提升应用的适老化水平。

（据《经济日报》）

积极走向社会

在一份调查中，受访者表

示，身边老人日常活动往往以家

务劳动 （63.72%）、照顾家人
（56.93%）、抚养孙辈（55.75%）、看
书学习（55.16%）为主，以休闲娱
乐（48.08%）和亲友聚会（47.79%）
为辅。因此公益活动（56.64%）的
吸引力、趣味性以及带给老年人

的满足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受访者普遍认为，多参与社

会活动让老年人受益良多。在老

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回报方面，

丰富生活占 59.88%，活跃思维占
56.64%，融入社会占 54.57%，娱
乐身心占 54.28%，结交朋友占
46.61%，贡献社会占 46.02%，实
现个人价值占 44.25%，运用经验
智慧占 41.59%。

老年人需要精神寄托

今年 76岁的李海城，3年前

做了结肠癌手术，他不仅没有意

志消沉，反而更加积极地投身社

会公益事业。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年轻的社区工作者怎么也不

肯安排李海城值班。他就自己给

自己“排班”，定时去社区大门

口，陪其他志愿者站岗、工作。

李海城组织的剪报俱乐部

（后更名为“艺术剪报研究会”）

已走过第十个年头。在这十年

里，他四次修改剪报讲义，带领

年龄 65 岁至 84 岁的数十名成
员将粗糙、随意的报纸收藏，整

理成标准化、规范化、系列化、艺

术化的剪报作品，组织成员参

赛、参展，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李海城表示，组织公益活动

让自己在退休后获得社会认可、

彰显人生价值，而参与活动的老

年人也因此获得了精神寄托。

与社区公益适配度高

根据 2015年进行的第四次
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

查结果，45.6%的老年人经常参加
各种公益活动，这个数据较 2000
年的 38.7%已有大幅提升，而正在
进行的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

活状况抽样调查可能将再次刷新

老年人公益参与率。老年人对参

与社会公益活动热情高涨，在全

国，老年群体正在大踏步地迈进

社会生活、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老年人适合参加哪些公益活

动？在占比最高的社区公益活动

中，老年人通常被认为比较擅长

居民议事（48.67%）、社区管理
（48.08%）、青少年教育（46.61%）、
环境监督（42.77%）及民事纠纷调
解（39.82%）等方面的公益志愿服
务。同时，老年人对养老帮扶类公

益活动（33.63%）的参与度尚未得
到充分重视。个案采访显示，老年

人对养老事业关注度高，参与此

类公益活动的意愿也非常强烈。

“为老服务”让生命闪光

居住在南开区华苑天华里

社区的张洪池每月都要组织公

益演出、参与为老服务。2007年
从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退

休后，他就报名老年大学的乐器

课程，学习吹奏葫芦丝，结识了

很多本地葫芦丝爱好者。此后，

他开始参与公益表演，包括到部

队慰问，到企业、社区进行慰问

联欢，在商业街区开展“参军光

荣”公益宣传等。

从 2013年开始，张洪池和
他的志愿者朋友们开始为养老

机构、高龄老人提供文艺志愿服

务。多年来，张洪池有意引导老

年志愿者与青少年志愿者互动，

还曾带自家晚辈一起探望、陪伴

住养老人，帮助年轻人融入老年

群体，为养老事业带来活力。新

冠疫情居家隔离期间，他和志愿

者们坚持“云慰问”，通过网络为

住养老人们送去欢乐和祝福。

老人做公益的优与忧

老年人做公益既有利于身

心健康，也能服务社会，但对老

年人做公益的质疑声从未平息。

调查中，受访者罗列了老年人参

加社会公益活动的优势与可能

引发的问题。

在老年人做公益的优势上，

几乎全部选项都得到三成以上

的支持率，其中包括耐心、热情、

有时间、擅长调解矛盾、社会关

系广阔、具备专业知识等。而在

由此引发的问题方面，也存在对

老年人固执己见、无法团结以及

轻信他人而受骗、不小心泄露个

人隐私等问题的担忧。

如何让老年人放心做公益？

中级社工师朱慧长期从事为老

服务工作，也主持和组织了大量

老年人参与的公益活动。在她看

来，老年人参与公益事业主要有

两方面“障碍”：在主观层面上，

老年人面临身体机能下降等健

康问题，出于自我保护意识不愿

意出门，同时由于本身属于需要

帮助的弱势群体，因此帮助他人

的意愿和动机不够充分；从客观

环境来看，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

性质、动机不明的“伪公益活

动”，如果老年人参加这些活动

后发现上当受骗，也容易倾向于

拒绝信任其他公益活动。

朱慧认为，想要鼓励老人多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就要从正面

引导，让老人看到、明确公益活动

的可信度，在有典型示范、社工引

导的基础上放心“做公益”。朱慧

举例说，在天津市南开区航天北

里社区开展的“爸妈食堂”公益助

餐服务中，受惠的 60岁以上困难
老人和 80岁以上空巢老人中约
半数成了志愿者。身体健康的老

年群体对高龄老人的生活状态、

生活质量非常关注，很多人愿意

参加相关技能培训，为身边的高

龄老人提供基础服务，他们或将

成为打通社区互助式养老模式的

重要环节。 （据《今晚报》）

老年人缘何成为公益“新力量”

� � 9 月 1 日，铁路 12306 网站宣布，网站的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
相关功能正式上线运行

老年人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 事实上，很多老年人
有着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一份关于老年人参与公

益志愿服务的调查显示，老年人既是社会公益事业的受益者，
也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