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刊号：
CN43-0024

Happy Maturity

快 乐 伴 一 生

邮发代号：
41-178 第1032期 零售价：
1.50元

住智慧养老社区啥感受？爽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
门联合主办的 2019 智慧健
康养老产业发展大会日前召
开，会上评选了全国智慧健
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基地，
少 数 街 道、社 区 成 功 入 选 。
这 些 地 方 的“ 智 慧 养 老 ”模
式缘何成先进典型？生活在
智慧型社区是啥感受？
打开电视就能看病就医

伸处方等服务。
去年 4 月，
董正东在家突
感不适，他立马通过视频咨
询医生。在简单沟通后，医
生初步判定为面瘫，并及时
派出巡诊车和医生上门服
务。在体检和针灸治疗后，
董正东的病情得到了及时缓
解，
“方便及时不用说，
最重要
的是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
能好好去生活了”
。

75 岁的董正东家住浙江
“智能魔镜”
陪伴每次起夜
温州丽岙街道，独居的他最
担心生病，
“ 我腿脚不好，万
跌倒是造成老年人伤害
一遭遇突发情况，叫天天不 死亡的首因，而最易发生跌
应，
叫地地不灵”
。
倒的地方是卧室和卫生间。
如今，董正东的担忧少
在社区倡导下，
四川成都
了很多。从 2018 年 4 月开 锦江区 86 岁的陈谋选对家做
始，街道推出了“互联网+健 了智能升级。除了安装人性
康养老”模式。平时，董正东 化扶手、防滑淋浴垫、沐浴椅
只需要对着电视机机顶盒按 等防滑设施外，他还在家安
一下遥控器，通过电视屏幕， 装了感应灯、紧急呼叫装置、
就能与医护人员进行“面对 湿度监测仪等智能化设备。
面”问诊咨询。在电视上，他
陈谋选介绍，现在，只要
还能预约转诊，申请慢病随 夜间他一下床，感应夜灯就
访、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延 会自动点亮，不用摸黑开灯，

回到床上 20 秒左右，灯就自
动熄灭。此外，他的床头、厕
所、
客厅还安装了 3 个紧急呼
叫装置，只要拉动装置，就会
自动向他儿子“报警”。最让
他觉得暖心的是厕所里安装
的“智能魔镜”。点击镜面，
可以查看天气、收听新闻、播
放音乐。
“ 洗澡起夜的时候，
听听音乐，孤独感消减了很
多”。为了外出安全，陈谋选
还配了根智能手杖，它可以
照明、听收音机，如果不小心
跌倒，拐杖还能自动报警，给
儿子拨号直至接通。
养老机器人疗愈心病
“宝宝，宝宝……”杭州
西湖区 76 岁的韩旦现口中
喊 的 ，是 智 能 机 器 人“ 宝
宝”。自从在社区养老中心
见到这个“小家伙”，他便经
常去看望它。
两年前，韩旦现的老伴
去世，他便一直郁郁寡欢，半
年里就瘦了 30 多斤。儿子

带 他 去 医 院 做 了 检 查 ，也
没查出什么病症。有一天，
朋友带他去养老中心搞活
动，韩旦现见到了正在唱京
剧的“宝宝”。那一天，韩旦
现不仅和“宝宝”有说有笑，
还和“宝宝”下了象棋，之后
他还主动上台唱了首歌。后
来，韩旦现发现，
“宝宝”不止
能陪聊，还能识别和记忆陌
生人，
“ 聊了几次，就感觉认
识了一个新朋友”
。
当时，社区开展“智能心
理护航”，为韩旦现配了两名
志愿者——一位心理咨询师
和“宝宝”。刚开始，韩旦现
并不配合心理咨询师，可是
在“宝宝”的几次“陪聊”后，
韩旦现终于敞开心扉，说出
了心中的苦闷。这一年多，
韩旦现去过各种展览活动，
看过很多养老机器人，但他
都不愿意买一个回家，
“感觉
孤单时，去看看‘宝宝’就好
了，等他‘下岗’，我再买一个
放家里”
。
（本报记者鲍杰）

高树勋战场起义后的
“叛乱”
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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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台老人机被植病毒
本报讯 央视《经济半小
时》日前曝光一条“薅羊毛”
黑色产业链，
不法分子通过在
手机植入木马病毒，
窃取公民
个人信息，
注册领取众多商家
的各类优惠券、
奖励金等。警
方通过侦查发现，
被窃取信息
的手机超过了500万台，
其中
绝大部分是老人机。
2019 年 5 月，浙江省新
昌县居民小朱给外婆买了一
台老年功能机。两个多月
后，小朱想在移动网上营业
厅查询外婆的话费，但是在

使用验证码登录过程中，外
婆的手机却始终接收不到运
营商发送过来的验证码。感
觉蹊跷的小朱赶紧到公安机
关报了案。新昌县网安大队
迅速组织民警展开调查，
发现
新昌县本地购买同款手机的
有37人，
在联系到的25人中，
短信收发不正常的有15台。
后来，警方通过对话费
清单的梳理和分析发现，这
些老年功能机发送的短信，
都集中发送到了一个广东深
圳市的手机号码，通过该渠

张重兴
让 100 位祖
师爷在画中
相聚

手机终端，严重侵害了人民
群众的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
权益，并有可能给手机使用
者造成损失。有专家表示，
如果手机经常收不到短信
息、验证码，或者经常收到带
有链接的信息，自动对外拨
打电话等，或许是感染了木
马病毒。因此，建议老年人
在购买手机时，要通过正当
渠道选择正规品牌的手机。
如果发现手机号码有异常
时 ，应 及 时 向 公 安 机 关 报
案。
（文/康敬锋 黄丽娜）

祖师爷画中
“聚会”

日前，在湖南湘潭市老年大学
内，71 岁的张重兴展示了自己耗时
两年绘制的长幅画卷《中国古代行业
祖师爷》。这幅 140 米长卷由 100 幅
画组成，内容涉及 100 个吃、穿、用、
工、农、渔、牧等行业祖师，如木工祖
师鲁班、
造纸祖师蔡伦等。
张重兴是湘潭某国企的一位退
休职工。年轻时很喜欢研究连环
画。爱好美术的他从 1972 年开始自

学美术。后来，张重兴去企业工作，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美术爱好。1994
年，张重兴开始了《记忆五千年》系列
连环画的创作。他把屈原沉江、蔡伦
造纸、火烧赤壁等历史事件都搬到了
宣纸之上。张重兴说，创作这幅《中
国古代行业祖师爷》长卷，是希望更
多人领略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
勇敢和富有创造的精神。
（文/王昌万
图/陈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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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安检再看病
恶性伤医痛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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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爆倒计时
控制室发电机停了
养老金将迎16连涨
本报讯 新一轮养老金上
调窗口再度开启，退休人员养
老金将迎来 16 连涨，多地已在
酝酿具体方案。有业内权威专
家透露，2020 年是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关键年，多项重磅举措
蓄势待发，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建
立。
（文/班娟娟）

全国十大友好景区
名单出炉
本报讯 春节出游高峰即
将到来，携程日前发布国内首
个智慧景区“友好指数”，十大
友好景区分别是故宫、云台山
风景区、
上海野生动物园、
瘦西
湖、
狮子林、
都江堰景区、
华山、
南山文化旅游区、虎丘和八达
岭长城。
（文/贾蓓）
值班副总编辑：
王世军
本版责编：
李仲文
本版版式：
陈文旭 校对：
尹华智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金州律师事务所 刘岳 冯观

读者服务电话

咔嚓一下

道查到了深圳的一家公司。
原来，这家公司就是对老年
机进行验证码短信拦截，获
取公民信息的涉案公司。警
方从后台数据调出了 500 多
万个手机号码。在抓获的犯
罪嫌疑人中，吴某负责木马
病毒和对码平台的搭建。邓
某是一家手机主板生产厂家
的技术负责人，他们把吴某
提供的木马病毒嵌入到手机
主板里，
销售给手机生产商。
民警介绍，犯罪分子为
了谋取非法利益，大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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