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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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方案》后，
社会各界反响
热烈。本报
“全国两会直通车”
自2月份启动以来，
关于帮助老年人破解
“数字鸿沟”
的呼声和建
议也被老年朋友频频提及。全国人大代表、
山东省泗水县隈泉村卫生室医生刘庆民对此表示关
全国两会民意直通车 注，
他认为，
政府层面应该多管齐下，
帮助老年人消除
“数字鸿沟”
。
（采访、
整理/本报记者王宇）

建议政府购买服务消除数字鸿沟
心声 智能时代要等一等老人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
我并没有意识到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能给生活造成多大的
影响。但去年疫情发生后，
我
突然发现，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
真的寸步难行。不管去哪
里都免不了扫码，
有的还要在
手机上预约，真把我给难倒
了。不仅如此，
如今，
电费、
水
费、话费都倡导网上缴纳，看
病挂号排队总是“抢不过”在
网上操作的，去银行、政务中
心办事也常常要求关注公众
号、
安装 App……希望智能时
代的脚步放慢点，
等一等我们
这群老年人。
（四川达州 刘乐
频 78 岁）

我和老伴都有慢性病，
每
个月要去一次医院开处方买
药，疫情防控期间，我尽量让
子女帮我买。去年 11 月，因
为血压突然不正常，
我不得不
去医院。进医院时，
我求助工
作人员，搞了 20 分钟才搞好
健康码。去挂号时，
我又被告
知因为疫情防控不能现场挂
号，要么通过手机预约，要么
去自助机上挂号。等我求助
别人知道了如何使用自助机，
点进去一看，
当天的号已经没
有了。现在，
老年人的很多传
统生活方式逐渐被智能化取
代，
我感觉自己即将被社会淘
汰。
（湖南长沙 王锐 76 岁）

现状 超七成老年人仍
“脱网”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人
们已身处移动互联网时代，
但
不可否认的是，
还有大量老年
人仍被挡在数字化、
智能化的
门外。新近发布的《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我国 60 岁及以上网民占全体
网民比例为 6.7%，人数约为
6056 万人。而 2019 年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达 25388
万人。照此推算，
老年人中与
■国际速读
美国
“毅力”
号火星车着
陆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
“毅
力 ”号 于 美 国 东 部 时 间 18
日 15 时 48 分许（北京时间
19 日 4 时 48 分许）进入火星
大气层，在 7 分钟内完成进
入、下降和着陆，于 15 时 55
分许在火星赤道以北的耶
泽罗陨石坑着陆。未来数周
“毅力”号将进行一系列测
试，随后开始对耶泽罗陨石
坑长达两年的探测任务。据
报道，
“毅力”号是美国航天
局迄今为止最宏大的火星车
探测任务，主要任务是寻找
火星上是否存在过生命迹
象。
（摘编自《新民晚报》
）

互联网
“绝缘”
的超过七成。
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秘
书长臧美华说，
老年人对于使
用智能手机普遍存在恐惧
感。该协会曾在部分养老驿
站做过一次试验：
老年人只要
用手机扫码支付一元钱，
就能
够购买 10 个鸡蛋。然而，在
没有旁人指导的情况下，
能够
自主完成扫码付款操作顺利
领走鸡蛋的老人，
寥寥无几。

推动 政企联手探索解决路径
事实上，在疫情期间被成 也纷纷行动起来，比如已有多
倍放大的老年人遭遇
“数字鸿 家手机厂商专门将系统进行优
沟”
难题，
已经引起了国家层面 化，
有网约车企业推出了
“一键
的重视。2020 年 11 月，国务 叫车”
功能，
有通信运营商推出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 了一键转人工服务。地方政府
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 在这方面也频频发力，比如不
施方案》，
聚焦老年人日常生活 少地方升级了防疫核验系统，
涉及的出行、
就医、
消费、
文娱、 老年人只需出示身份证，即可
办事等 7 类高频事项和服务场 完成健康码查验。广东省还在
景，
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
“粤省事”
平台上线了全国首个
随 后 ，工 信 部 宣 布 从 移动端老年人服务专区——
2021 年 1 月起，
启动为期一年 “尊老爱老服务专区”，老年人
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 可在线随时随地“指尖办理”
碍改造专项行动”。一些企业 40 个事项、
8 类服务。

建议 政府购买服务可适当扩围
对于老年人遭遇“数字鸿
沟”的现实尴尬，全国人大代
表、山东省泗水县隈泉村卫生
室医生刘庆民深有感触。
“很
多老人来我这里看病，不会用
手机扫码支付，他们也不会网
购。有老人要找我反映情况，
我让他在微信上发给我，可他
连微信是啥都不知道。
”
在刘庆民看来，在智能化
时代，在政策层面鼓励企业推
出适老化产品、要求保留人工
服务通道等，都十分必要，但
真正要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

字鸿沟”，除了在技术上予以
支持，更需要有长效机制来帮
助 老 年 人 学 习、掌 握 这 些 技
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我将通
过全国两会建议加大政府购
买服务力度，激发全社会帮助
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的活
力和动力。不少地方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解决了不少居家
养老的难题，
那么，
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推出公益性网课、由老
年大学提供实操性强的数字
产品课程，甚至将智能化培训
送到家，
我相信也是可行的。
”

茅台女总工被推荐参选院士引争议
最近，各地陆续公示中国
工程院院士推荐人选，列入贵
州省科协推荐人选名单的茅
台集团总工程师、首席质量官
王莉，由此被网友调侃为“白
酒院士”
，
身陷舆论漩涡。
现年 49 岁的王莉，1994
年从西北轻工业学院（现陕西
科技大学）食品专业毕业，被
分配在贵州茅台酒厂科研所
分析组工作。王莉在白酒风
味研究、食品安全控制、产品
开发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先后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
家白酒评委、国家酿造高级评

酒师等多个荣誉。2018 年，
由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财贸
轻纺烟草工会共同组织的轻
工“大国工匠”活动评选出 42
名
“大国工匠”
，
王莉位列其中。
对于王莉此次被推荐参
选院士，支持者认为，如果科
研人员的研究确实卓有成效，
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不能
磨灭其贡献。但反对者认为，
酿制白酒更多的是靠经验传
承，是否有足够的技术含量值
得商榷。在大众认知中，白酒
和烟草一样，属于非健康消费
领域，从该领域产生院士，也
容易产生不好的社会导向。

根据院士增选工作相关
规定，中国科协提名是院士候
选人产生渠道之一，
具体程序是
经地方科协推荐、
中国科协组织
遴选、
报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审议
通过后方可成为有效候选人。
中国工程院有关部门负责人称，
目前，王莉尚处于地方科协推
荐公示阶段，
还不是 2021 年院
士增选有效候选人。中国工程
院将继续关注相关情况。
另据报道，由山东省科协
推荐参选院士的山东黄金集团
董事长陈玉民，日前同样引发
热议。陈玉民曾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摘编自《华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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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出版的《求是》
杂志发表了一篇“中共国
家乡村振兴局党组”的署
名文章，这是国家乡村振
兴局首次亮相公共媒体。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竹立家表示，国务院
扶贫办有可能完成历史使
命，其主要职能可转向乡
村振兴。同时，国家乡村
振兴局的成立，不会是国
务院扶贫办的简单更名，
有可能统筹多项职能，如
拟定涉及乡村振兴的发展
规划、制定财政资金分配
计划、协调解决乡村振兴
工作中的重要问题等等。
（摘编自《成都商报》
）

增强免疫力
中老年朋友养生佳选！
灵芝孢子粉自古以来
都是扶正固本的传统进补
上品，价格也一直居高不
下。本月会员专享的灵芝
孢子粉，
是获
“小蓝帽”
认证
的优质孢子粉，现大促降
价。温馨提示：
本特惠低于
成本价，
为让更多中老年朋
友有机会享受，
新会员每人
限一年量（10瓶）！
破壁技术要求高，吸
收是关键
秋冬早晚温差大，更
需要保养身体。免疫力尤
为重要，强身健体，吃灵芝
孢子粉！灵芝孢子粉是灵
芝在成熟期弹射出的极其
微小的种子，双壁结构，格
外坚固。通过现代破壁技
术提取的灵芝孢子粉，才
容易被人体肠胃吸收！
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
高品质灵芝孢子粉，呵护
身体，乐享健康生活，厂家
推出特卖活动，10 瓶原价
3690 元，现特价推广 10 瓶
369 元。此次活动提供的
是高品质、高含量产品，产
品吸收好，生物活性好，营
养均衡。
12 瓶 8 折 26 瓶 7 折
市场价 369 元/瓶 促销价；
36.9 元/瓶
申购热线：
400-1568-786
国食健注：
G20120436 鲁食
健广审（文）202004030 本品不能
代替药物 威海紫光
科技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