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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位于济齐路上的天桥
区逸家仁老年公寓，感受最深
的就是温馨。在这里的每一位
老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脸，
到处充满了欢笑和鼓励，这家
专门照护失智、失能老人为主
的养老机构，已经成为很多老
人温馨的家。

16日，逸家仁老年公寓院
长于弘君例行在公寓内巡视，
遇到每一位老人，于院长都会
询问老人，“今天感觉怎么样？”

“吃饱了吗？”，而遇到正在练习
走路的老人，于弘君也会停下
来向老人伸出大拇指，给予肯
定和鼓励，“阿姨，走得越来越
棒了，加油。”在鼓励之下，老人
更加坚定的练习起来。

这是逸家仁老年公寓内每

天都会发生的一幕。从院长到
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把住在这
里的老人当成自己的长辈和亲
人，给予老人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这里这么久，小王(护工)就
是我的女儿，对我可好了。”一
位老人边说边拉起护工的手。

“专业做养老，爱心为老
人”逸家仁老年公寓的服务理
念，面向社会老年群体提供基
本生活照料、护理康复、精神慰
藉和社会参与服务，重点保障
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的
日常生活服务，实行“全天候陪

护服务”。公寓内设公寓楼、餐
厅、老年娱乐广场、健身保健中
心、老年健身房、图书室、娱乐
室等；拥有24小时自动消防预
警系统、自动喷淋灭火系统。

公寓根据老年人的身体
状况和饮食爱好，为老人做科
学的营养搭配餐，做到保证菜
品的新鲜健康、营养价值的最
大化、灵活就餐的可操作性
等。公寓还和多家医疗机构合
作，为入住老人提供医疗服
务，每天为老人测血糖、血压。
院内不定期组织手工、棋牌、
音乐课、书法绘画课，请专家
进行养生课堂、老年大学课程
讲座等康乐活动，让老人在兴
趣中重拾欢乐。

“用心、爱心、耐心、细心、

关心，这样的‘五心’级服务，给
家属一个放心，给老人一个安
心。为老人们创造“老有所养、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温馨之
家，让老年人拥有一个安享晚
年的温馨之家。”作为逸家仁老
年公寓院长的于弘君还担任着
天桥区心家园老年公寓院长以
及济南市金桥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副主任，从事养老院院长工
作已经十多年时间，一腔热情
无私地奉献给她所热爱的老年
服务事业，用贴心的服务成为
老人们的好女儿，员工的好大
姐，她是专业的护理工，严格的
管理者；她是快乐的小歌手，更
是幸福的快递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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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一成老人
每天使用手机超6小时

为了深入了解老年人智
能手机使用情况，本次调查采
取了问卷和个例采访的形式，
对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时
长、目的和习惯等方面进行了
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在使用手
机上网的老年人中，55-60岁
的老年人最多，占39 . 5%；61-
65岁的老年人占21 . 1%；70岁
以上的老年人占26 . 3%。在调
查的老年人群体中，女性数量
多一些，占比55%，男性45%。

在山东老年大学开设的智
能手机培训班中，以60-70岁
的老年人居多。不少“老年学
生”表示，自己学习手机上网是
想紧跟时代的步伐，享受智能
手机带来的方便。“年龄虽大，
但不能落后于时代。”66岁的孙
秀云告诉记者。

对于老年人使用手机上网
的时间，23 . 7%的老年人每天
花费时间不到1小时；50%的老
年人每天花费时间为1—3小
时；上网时间3—6小时占比
15 . 8%；而每天上网时间超6小
时 的 老 年 人 也 不 少 ，占 比
10 . 5%。

不仅是70岁以下的老年人
用手机上网学习各种功能操
作，7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手机
上网也很厉害。今年77岁的刘
华就是智能手机的“忠实粉
丝”。老伴去世后，刘华时常感
到孤单寂寞。虽然和儿子一起
住，但由于儿子要工作，沟通的
时间很少，手机就成了刘华和
外界交流沟通的工具。

每天早上5点，刘华就醒
了，但她不急着起床，而是先用
手机浏览自己关注的微信公众
号，看一下新闻，再把自己觉得
有用的新闻分享给朋友们。“现
在手机功能很强大，是我们了
解世界的窗口，不出门就能知
道天下事。在给朋友们发新闻

的同时也完成了我和她们的交
流。”刘华说。

超三成安装5个以上软件
社交、新闻类最受欢迎

“您通过什么方式学习手
机上网？”针对这个问题，调查
显示，39 . 5%的老年人选择个
人兴趣自学；47 . 4%的老年人
选择朋友家人传授。此外，通过
老年大学和职业培训的分别占
10 . 5%和2 . 6%。

55岁的韩利使用智能手机
已经四年了，从一开始拿到手
机的无从下手到现在熟练使用
手机各种软件，他请教了不少
朋友和家人。“之前小女儿在外
地上大学，有时候想她了就可
以用视频聊天，很方便。”韩利
说。除了微信、QQ等普通的社
交软件外，韩利还让女儿教会
了他网购。

现在，韩利还经常给已经
工作的女儿打电话请教手机使
用问题。最近，他迷上了“全民
K歌”。除了请教女儿外，他还
加入了一个K歌群。

打开老年人的手机桌面，
他们安装的软件往往不多。根
据本次调查，有34 . 21%的老
年人安装了5-7个手机APP，
四成以上的老年人安装的软
件数量低于3个。而在这些软
件中，社交类和新闻类占比最
大，最受欢迎，为6 5 . 8%。此
外，购物类软件占比42 . 1%，
视 频 类 、唱 歌 类 分 别 为
26 . 3%、13 . 2%。

王春丽今年60岁，她每天
坐公交车去买菜时，路上都会
打开手机某个客户端浏览一下
新闻资讯。“现在有些客户端资
讯比较全面，除了新闻，有教做
菜的，养生的，还有各种节目视
频，很有意思。”

老年人用手机上网都做
什么？调查显示，沟通社交占
比最大，为71 . 1%；浏览资讯、
网 络 购 物 分 别 为 5 7 . 9 % 、
26 . 3%。通过使用智能手机，
老年人都得到了哪些益处？在
这个问题中，“与人沟通，心情
愉悦”占比79%。

此前由中国社科院国情调
查与大数据研究中心、腾讯社
会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社会
学研究所等联合发布的《中老
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数据显示，中老年
人的互联网应用集中于沟通交
流和信息获取方面。调查的微
信中老年用户中，75 . 8%会上
网 看 新 闻 资 讯 ，超 半 数
(56 . 6%)可以自己搜索想要获
取的资讯，还有一些中老年人
(45 . 9%)会关注浏览微信公众
号文章。

五成以上经常手机支付
最担心网络诈骗

如今，移动支付随处可
见。这不仅仅是年轻人常用的
手机功能，也渐渐融入到老年
人的生活中。调查显示，有五
成以上的老年人表示经常使
用移动支付。

在济南市历下区一家大型
超市内，记者观察发现，在结账
时，不乏使用支付宝、微信等移
动支付方式的老年人。62岁的
孙阿姨在结账时，熟练地打开
手机调出了支付宝的二维码。
孙阿姨说，现在自己出门消费
都是用手机付款。

虽然移动支付方便，但调
查显示，有63 . 2%的老年人使
用手机上网时最担心网络诈
骗。其中，中老年人受骗信息
类型排名前三位的是免费领
红包(60 . 3%)、赠送手机流量
(52 . 3%)和优惠打折团购商品
(48 . 6%)。

山东老年大学智能培训
班教师王鹏介绍说，在给老年
人讲某一软件时，优缺点问题
都会讲到。老人最关心的还是
安全问题，包括手机、信息安
全，而甄别网络陷阱的能力往
往也是老年人欠缺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
士陈维佳接受媒体采访时分
析，目前的移动互联网至少在
技术层面对老人并不友好，移
动互联网企业应当考虑老人的
需求，降低老人使用移动互联
网的技术门槛。

银银发发族族用用智智能能手手机机，，最最担担心心网网络络诈诈骗骗
最爱的是社交新闻软件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老年人也开始使用智能手机，公交车上随处可见“银发低头族”，
他们或浏览资讯，或带着耳机听歌。

老年人经常使用哪些软件？他们如何接触、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在重阳节到来之际，本报针
对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情况展开了调查。结果显示，在使用手机上网的老年人群中，70岁以上
的占了三成。此外，社交、新闻类APP最受老年人欢迎，他们最担心的是网络诈骗。

手机上网一般花费多少时间

不到一小时 1～3小时 3～6小时 6小时以上

10 . 53%
15 . 79%

50%

23 . 68%

手机上网主要干什么

沟通社交 看视频、听歌 玩游戏 网络购物

10 . 53%

21 . 05%

57 . 89%

71 . 05%

浏览资讯

26 . 32%

是否使用移动支付

是，经常使用 一般，使用现金较多 不会用，索性不用

23 . 68%

55 . 26%

21 . 05%


	T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