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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数字鸿沟”

【现实挑战】关于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国务院出台实施方案，
全国各地如何落实
【应对策略】多地推出针对性措施，
推进
“健康码”
与身份证、
社保卡等互相关联，
日常生活场景须保留传统服务方式，
医疗机构需保留人工服务窗口等

解决老年人数字难题
全国各地如何落实？

没有条件或者不会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在如今这个“扫码”社会中可以说
是处处受阻。不过，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的实施方案》落地施行，全国各地推出多项助老举措，包括设置人工窗口、整治拒
收现金、推行凭证件出行等。根据设定目标，2021 年年底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务
更加普遍、传统服务方式更加完善，2022 年年底解决老年人面临“数字鸿沟”问题
的长效机制基本建立。

刷身份证核验健康码
广东率先推出
东北的一位老年人坐公交车，因为没有手机，无法出示健
康码，遭到司机的拒载。对于此类事件，国务院的通知明确提
出，要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状态下对老年人的服务保障。
在充分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前提下，推进“健康码”与身份证、社
保卡、老年卡、市民卡等互相关联，逐步实现“刷卡”或“刷脸”
通行。
2020 年 12 月底，广东在全国率先创新刷身份证进行出入
登记和核验健康码（粤康码）的新型服务功能。除了交通站场，
还将同步在养老院、医院、商场、银行、社区出入管理等老年人
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推广使用
该系统。广东省汽车客运站共设有两个长者绿色通道，今年 70
岁的黄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用的是老人机，上不了网：
“以

前出门我都没办法出示健康码，只能手写登记。现在刷身份
证，
几秒就好了，
对我们来说特别方便。
”
而四川省则在今年春节前上线了“离线码”，老年人通过微
信、支付宝小程序、天府通办手机客户端等入口进入，点击“下
载离线码”即可完成。
“离线码”也可以打印成纸质版，随身携带
使用，自生成之日起，7 天内有效。目前仅在微信小程序端，就
有近 200 万的老人、
儿童申领了离线码。
近日，北京市卫健委与市老龄办共同发布的通知中规定，
有条件的地区和场所要为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设立“无健
康码通道”。不得将“健康码”作为人员通行的唯一凭证，对老
年人可采取凭有效身份证件登记，持纸质证明通行，出示“通信
行程卡”
作为辅助行程证明等替代措施。

医疗机构保留人工服务窗口
鼓励平台提供电话打车服务

现金及银行卡支付
老人高频消费场所需支持
67 岁的谢大爷在超市买了 8.8 元的葡萄，采用现金支付却遭
到拒绝；58 岁大爷因为不会手机抢票，跑了 6 趟火车站买不到票，
跪地崩溃大哭……这样的新闻人们还记忆犹新。
国务院的通知中要求，在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
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条款、通
知、
声明、
告示等方式拒收现金。对此，
多省市陆续针对重点领域
和行业出台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消费等方面的针对性措施。
福建省商务厅对列入街区生活服务聚集中心的三明市沙县
小吃文化城、泉州晋江五店市美食城等 9 个福建省美食街（城），
组织福建省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和美食街（城）所在地商务部门，
向
美食街（城）管理机构和业主单位宣传动员保留人工服务、
现金支付，
切实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的困难，
在促进社区便民消费的同时，
保障老年
人生活需求。
青海省要求，
在日常消费方面，
银行、
保险、
证券机构等场所开通绿色
通道和爱心窗口，
提供优先办理服务，
引导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使用自助设
备。同时，
要加大拒收现金、
拒绝银行卡支付等行为整治工作力度。
近日，
北京市也宣布，
在全市开展拒收现金集中整治工作，
对零售、
餐
饮、
商场、
公园等老年人高频消费场所，
水电气费等基本公共服务费用、
行
政事业性费用缴纳领域重点排查，
对相关拒收现金主体实施经济处罚，
通
过抓典型案例、
新闻媒体曝光等方式，
多措并举持续整治拒收现金违法行
为。同时，对于老年人高频消费场所、基本公共服务费用、行政事业性费
用收取单位需设置人工现金收付通道，
并加强宣传；
采用无人销售方式经
营的场所应提供现金支付渠道或转换手段。

对于老年人最为关注的就医和出行问题，
各地也推出相关举措。
首先是挂号方面，国家卫健委要求医疗机构、相关企业要完善电话、网
络、现场等多种预约挂号方式。同时，医疗机构应提供一定比例的现场号
源，保留挂号、缴费、打印检验报告等人工服务窗口，配备导医、志愿者、社
会工作者等人员，
为老年人提供就医指导服务。
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每天到门诊就诊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达到总就诊
人次的三分之一，其中慢性病患者约二分之一。日前，医院专门开设老年
患者专用人工窗口，常规配置导医人员，协助老年患者就医和打印检查报
告单。此外，与附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接，为老年患者开通看病就医“绿
色通道”。对此，湖北省卫健委表示，全省医疗机构正抓紧出台实施一批卫
生健康系统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有效措施，满足老年人基本医
疗需求，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做法值得在全省推广。
打车出行方面，多省市也在落实国务院提出的要求，引导网约车平台
公司优化约车软件，增设“一键叫车”功能，鼓励提供电召服务，对老年人订
单优先派车。例如，天津市拟加大出租汽车电召服务宣传力度，引导老年
人使用 96880 出租车电召业务。在商场、
医院、
超市、
大型居住区等区域，
设
置出租汽车扬召站点。结合“巡网融合”项目，开发“扫码一键叫车”和“智
能电召”
功能等。
最近，上海街头的“一键叫车”在社交平台刷屏。乘客有叫车需求时，
可至最近的出租车候客站，通过候客站的“信息化屏幕”和“扬招杆”快速呼
叫出租车，只要按下“呼叫键”，周边的巡游出租汽车就会接收到需求提醒，
尽快前往呼叫地接单。目前，该市黄浦区的出租车候客点已达到 30 个，未
来还将继续扩大建设，
形成规模效应。
文/本报记者 陈斯

养老话题
【发生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街道
【事件看点】因遗产分配问题家庭关系破裂，
独居老人在社工帮扶下重燃生活希望

独居老人生活遇困
社工帮扶
“一户一策”
银发生活

子女的
“间歇式”孝顺我们成全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街道困难群众救助服务所
的运营工作是由北京友方社会公益发展中心承接
的。在走访帮扶困难群众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
不同的帮扶对象，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社
工们采取各种专业的帮扶方法，因人而异，一户一
策，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给困难群众的生活带去了
温暖和帮助。88 岁的苗女士就是其中的帮扶对象
之一。
苗女士在友谊社区生活了几十年，她右手残
疾，干活使不上劲，日常穿衣吃饭全凭左手。原本
应该安度晚年、尽享天伦之乐的她却有太多的烦
心事、揪心事。独居多年的她不仅解决无门，甚至
连倾诉的对象都没有，独自忍受孤独的生活和病
痛的折磨。不久前她不小心摔倒了，导致左手骨
折，需要做手术，可她的几个孩子却不同意在手术
知情同意单上签字，这对她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
霜，无奈之下只能选择保守治疗。就在她对生活
失去信心的时候，海淀街道困服所的社工来到她
的身边。
社工接到苗女士的求助后，第一时间对她进
行走访。经过了解得知，她曾经也有一个和谐美
满的大家庭，但因为遗产分配问题使得家庭关系
破裂。苗女士有两儿两女，老伴十几年前去世，一
直照顾她的大儿子也在五年前因病离世，其他儿
女与她不相往来。多年来，她非常渴望亲情，一再
尝试与孩子们联系，均遭到对方不接电话或拉黑
等形式的拒绝。她一直将对亲情的念想放在心
里，希望儿女能回到她的身边。现在，她的身体状
况不容乐观，一方面由于左手骨折未愈再加上右
手残疾无知觉，处于半自理状态，日常生活需要专
人照料；另一方面长期存在便血的情况，医生诊断
后怀疑是肝癌或肝硬化，需要儿女配合去医院做
手术治疗。
经过一系列工作，社工了解到苗女士家问题

的来龙去脉。为了帮助她，经与街道、社区讨论
后，他们制定了四个工作目标：首先提供心理慰藉
服务，主要采取探访慰问的方式，陪伴她聊天，排
解压力，缓解心理孤独感；其次，联系她的儿女，为
他们之间搞僵的关系破冰；此外，链接法律资源，
帮助她必要时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同时，联系养老院，使她能够入住养老院享受专业
照顾服务。
社工的介入，通过多方联动，多管齐下，苗女
士的生活有了起色。社工定期探访给她送去温
暖，有人隔三岔五陪她聊天，让她重新燃起对美好
生活的希望。在社工的帮助下，苗女士还得到了
海淀法院公益法律援助，她知道自己可以拿起法
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促使儿女履行赡养老人的责
任和义务。社工还联系了一家养老院，对方表示
愿意接收苗女士入住。
虽然最终苗女士因各种原因拒绝了律师的帮
助和入住养老院，但社工知道她渴望亲情的念头
一直都在，和儿女之间的心结一直未解开，她希望
与儿女和好，能常来探望她。社工与她的大女儿
多次联系沟通，不断说明苗女士现在的艰难处境
和想法，大女儿最终同意来探望苗女士，当面解开
心结，并表示自己应该承担起应有的赡养责任、履
行好应尽的赡养义务，以后会多来探望母亲，洗衣
做饭、
协助治疗。
今年春节期间，
困服所社工的节日慰问让苗女
士高兴不已。困服所负责人说：
“虽然通过社工们
的不懈努力，苗女士的境况得到明显改善，初步完
成了预期的目标，但我们深知，帮扶之路不能止于
此，她和子女的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冰冻三尺非
一日之寒，
要想进一步改善关系，
拉近亲情，
我们还
将继续寻求更好的方式，使她能愉快地度过晚年，
这也是我们作为社工的责任和义务。
”
文/贾祥伟

女儿打电话来说，
她生日那天要请我去看《你好，
李焕英》，
我从电视上、
网络上多多少少了解了这部电
影的剧情，加之电影票那么贵，不打算去看。我回复
她：
“看电影的目的是为了让子女
‘孝顺’
父母，
你有请
我看电影的那份心，
不如平时少让我生点气……”
我话还没讲完，老伴夺过电话说：
“ 你妈嘴上一
套，心里一套，别听她的，她早盼着要去看这场电影
了，
另外再买一张，
我也想去看。
”
这老头子，
竟然
“越级”
表态，
我刚想数落他几句，
他忙笑呵呵地说：
“女儿有那份心就得成全。
”
“她这是间歇式孝顺，逢年过节给我买点礼物就
算孝敬我了?平时老和我顶嘴，我说一句她有八句等
着我，孝顺孝顺，顺者为孝，她倒好，总嫌我唠叨。还
有儿子也是这样，逢年过节又是给钱又是送东西，不
年不节时想见一面都难，真是养了一群白眼狼，没一
个让我顺心的。
”
老伴听我唠叨完，
开导我说：
“间歇式孝顺也是孝
顺呀，
子女都有工作，
有自己的小家，
要还房贷、
车贷，
还有孩子教育方面的花费，
经济和精神上压力都比咱
们大。看他们每天忙得和陀螺似的，偶尔忽略父母，
不能随叫随到，也可以理解。至于女儿，自己养的孩
子，还不了解她吗？她就是火暴脾气，在单位受领导
的气，
戴着假面具工作，
在家若还夹着尾巴，
老对你摆
笑脸，
像对待领导那样奉承你，
岂不是累死啦。
”
老伴倒是佛系，
万事都想得开。既然答应了去看
电影，只好奉陪到底。女儿早安排好了，看完电影再
请我们吃西餐，
然后还要请我和老伴去做足疗。
都是自家人，破费啥呀。我刚想拒绝，老伴早应
声了，还悄悄对我说：
“女儿好不容易放松一天，别毁
了她的兴致。
”
一天下来，被女儿“导演”着走，走到一处还要打

◎李秀芹

卡拍照，
女儿将其发朋友圈
“公布”
孝顺行为。我称这
种朋友圈是变相自我表扬，
净搞这些虚头巴脑的。
老伴说，
这不是虚假孝顺，
也是实打实的孝行，
就
该发朋友圈晒孝顺，这是正能量，多宣传还能提醒为
人子女者，
常回家陪伴父母。
细想，我对父母的孝心又何尝不是间歇性的，年
轻时忙于工作忙于家庭，好不容易休息一天，还有一
大堆家务活等着突击处理，
去娘家走一趟屁股还没坐
热就得走，
只有节日才
“专心”
陪伴父母一天。父母在
世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也是“间歇式”孝顺，总觉得自
己太忙，
父母身体尚可，
来日方长，
却不知父母老去是
一瞬间的事情。幸亏一年之中有那么多节日，
可以提
醒自己
“过节尽孝”
。
老伴感慨：
“我算参透了子女孝顺的节奏，
想出了
应对之策，把平日要子女做的事情都写下来，节前告
知他们一一办妥，
当做过节子女孝敬我们的礼物。一
年中节日那么多，让“间歇式”孝顺延绵不断，这也是
过节的意义所在。
”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八成女儿过生日，要请
我看电影这事也是老伴让女儿做的，
他从电影上映就
想看了。
不过，
老伴这些心机用在
“间歇式”
孝顺的子女身
上，
也算双赢。

征文启事
不知不觉进入人生最美的夕阳阶段，沉淀
下来的生活、思想已是前半生智慧的结晶。现
在的您，更喜欢在家陪伴亲人、照顾孙辈，享受
天伦之乐，还是和伙伴们相约着参加文化活动、
游山玩水追寻自我？在家的时间多了，您对处
理邻里关系、维护家庭和睦氛围有什么好的经
验？最近给您感触最深的事情是什么？邀请您
和大家一起分享生活感受和生活经验。
投稿邮箱 59990127@qq.com，请注明“颐和
苑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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