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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数字鸿沟”

精神关心、
生活照护、
健康管理——

科技适老化产品带来
“千亿级市场”
【现实挑战】目前国内养老产业发展空间巨大，
但供需不匹配，
科技适老化产品如何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应对策略】国内独家上市公司布局市场，提供适合老年人生理以及心理需求的产品或服务，打造全面整合养老资源的
智慧养老服务系统
科技适老化产品分为生活娱乐、健康管理和日常照护三大类。研究报告显示，生活娱乐类产品可以从精神层
面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而健康管理和日常照护类产品从生理层面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检测与日常生活保障。

千亿级市场
国内多家上市公司布局

产品是入口
“平台服务”
是关键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5 岁及
以上人口为 1.9 亿人，占总人口 13%，与 2010
年相比，这一比重上升 4.6 个百分点。老龄人
口增速超过全国人口增速，且在未来 30 年内
将持续较快增长，新中国成立后首个生育高
峰群体将退休进入养老。
“适老化”
不仅意味着满足老年人基本照护
与养老问题，
还应从生理机能、
心理特征、
行为
特点、
生活方式、
社会状态等多方面进行关注。
科技化适老产品从老年用户角度出发，
提供适合老年人生理以及心理需求的产品或
服务，注重老年人的感知能力、认知能力特
性，同时利用智能硬件、物联网、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新兴技术为其赋能，最大限度地帮助
随年龄衰老而出现身体机能衰退，甚至是功
能障碍的老年人，为其日常生活和出行提供
尽可能的便利，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提
升社会参与度。
报告认为，
中国不同城市的老龄化进程配
合不同地区消费水平的差异，
使得科技适老化
产品呈现不同消费结构和热销品类，
例如上海
凭借第一梯队的老龄化进程加一流消费能力，
成为科技适老化产品的理想市场切入口。
面对科技适老化产品行业这个千亿级市
场，目前多家上市公司已布局智慧养老产业，
研发和推广相关产品，部分上市企业与政府
合作，
推动科技适老化产品普及。

报告认为，智慧养老的关键除了科技适
老化产品，还在于背后的“平台服务”。产品
仅仅是入口，真正较量的是与产品配套的平
台以及养老服务。一个完整的智慧养老服务
系统可以实现全面整合养老资源，打通康养、
医疗、娱乐等养老要素的功能，形成老人、子
女、社区、机构、服务商、志愿者、政府等共同
参与的养老新体系。
其中，
“ 产品”包括手机、可穿戴设备、血
压计、行为监测设备、智能床垫、心电监测设
备等，属于感知层；
“ 平台”则包括数据管理
后台、医疗机构系统、日间照护系统、政府监
管系统、社区平台系统、服务商系统以及老
人或亲属使用的 App，社区、服务商使用的
App 等应用层，以及语音接口、定位接口、短
信接口等接口层。
“ 服务”则是具体的运营
层，包括基础数据管理、生活娱乐、日常照
护、健康管理等。

生活娱乐产品潜力巨大
照护产品仍需
“提升”
具体到产品方面，主要分为生活娱乐、日
常照护及健康管理三类。
老年群体的生活娱乐需求带来巨大市场
潜力。其产品是指娱乐终端、陪伴机器人等，

为老年人提供人文关怀、文化娱乐、教育咨询
等服务，关注老年群体的社交需求、精神生
活。例如某广场舞 App，专注于为 60 后、70 后
的广场舞爱好者提供广场舞视频欣赏、学习
和展示平台，
用户活跃度高。
日常照护产品市场目前集中度较低，商
业模式尚不成熟。产品包括行为监测设备、
紧急呼救设备、移动机器人等，为老年人居
家、出行、睡眠、餐饮等提供便利与安全保
障。例如医疗智能床垫，通过内嵌传感器获
取人体特征数据及卧室环境数据，并将其传
输到服务器。服务器则进行分析，将异常数
据反馈给家属或监护人。不过，目前大多数
产品功能还集中在紧急呼救、定位追踪等方
面，同质化竞争严重，高端产品有限。
健康管理产品则是通过健康档案、健康
评估、健康干预等，对老年群体提供健康状况
监测、生理及心理康复、健康危险因素干预等
服务的智能健康监测产品、康复设备和远程
传感设备等，例如智能手环，心电、血压、血糖
监测设备，社区自助健康体检设备等。目前
数据监测产品较为成熟，但与之相配套的信
息化平台及服务还处于早期阶段，信息化优
势尚未被深度挖掘。
此外，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初入市场，技术
尚不成熟且价格昂贵，因此市场需求较小。
总体来看，行为监测设备、移动机器人等产品
已逐渐被消费者接受，手环等可穿戴设备已
进入成熟阶段。
文/本报记者 陈斯

便民餐桌开在家门口
老人吃上
“暖心饭”
【发生地点】海淀区西三旗街道
【事件看点】一间 120 平方米的便民餐桌小餐厅，每个
工作日中午为老年人提供“暖心饭”，菜单可提前预订，老
年居民可享敬老优惠价
每到中午用餐时间，海淀区西
三旗街道北新集团社区 120 平方
米、能够容纳约 50 人同时就餐的
便民餐桌小餐厅里，都会传来老人
们开心的交流声。自 8 月 2 日正式
开业以来，这里已累计服务 2000
余人次。
为了让社区的老年人吃上方
便营养的放心餐，自今年 4 月开
始，北新集团社区工作人员便着手
筹划便民餐厅事宜。推进过程中，
社区居委会、物管会积极与物业公
司、海淀区曜阳养老服务中心洽谈
沟通，通过开展居民座谈会、四方
联席会、实地考察、试吃老年餐等，
最终选定由曜阳养老服务中心作
为便民餐桌的供餐方，在每个工作
日的中午 11 点至 12 点，为社区居
民，尤其是社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
提供
“暖心饭”
。
每到中午就餐时间，便民餐桌
小餐厅的 5 名工作人员便有序地
忙开了，有的在门口为每位前来就
餐的居民测量体温，有的负责盛饭
盛菜，
整个过程秩序井然。
“我们前一天通过微信群，就
能看到第二天的菜谱。每天三个
荤菜、三个素菜，还有单独的小份
菜，很好地满足了我们的需求。”

社区居民许女士感慨地说：
“ 外面
餐馆的菜大多重油重盐，吃完不
舒服。而便民餐桌的饭菜少盐少
糖，特别适合老年人，我们吃着也
放心。”据了解，便民餐桌的餐饮
经过精心配制，每天保证三荤三
素，确保营养和健康，口味更适合
老年人，价格也比较亲民。曜阳
养老服务中心配送人员安立斐介
绍，为了让服务更具针对性，且兼
顾节约不浪费的原则，社区专门
建立了便民餐桌微信群，工作人
员每天都会将第二天的菜谱提前
发到群里，供居民选择性预订，送
餐人员也会根据大家的预订情况
进行定量配送。
此外，便民餐桌针对老年居民
推出敬老优惠价，享受标准荤菜
12 元一份、
素菜 8 元一份、
米饭 1.5
元一份、馒头 0.6 元一个、汤免费的
优惠服务，且在办理用餐卡时，同
时享受“充值送现金”的优惠，为老
年居民提供最大实惠。
“ 有了社区
老年餐桌，我们顿顿都可以吃新鲜
的，荤素搭配、营养充足，这不仅解
决了我们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还
让儿女们省心。”居民许瑞萍竖起
大拇指夸赞道。
文/贾祥伟

养老资讯

老人生活无依
社工为其找
“家”
【发生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
【事件看点】社工帮助 64 岁脑梗老人完成特困供养人员
申请和审批，顺利入住养老机构

银发生活

母亲的菜 PK 父亲的鱼

母亲种菜，父亲钓鱼，这两件本是风马牛
不相及的事儿，却因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碰
撞出许多
“火花”
来。
母亲喜欢种菜。她在乡下种地多年，地
里的农活大多难不倒她，后来随我们进了城，
但她始终改变不了对土地的热爱。我家的门
前屋后，但凡有空闲的地方，母亲都会想办法
开辟成菜地，种瓜点豆，瓜棚豆架，忙得不亦
乐乎。母亲的辛勤付出，自然有丰厚的回报，
我家的时令蔬菜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且绿
色环保。用母亲自己的话说，想吃什么菜地
里都有，
锅头起火了再去摘也不迟！
父亲退休以后迷上了钓鱼，稍一有空，他
便会约上三五钓友，奔着江啊湖啊而去。父
亲钓鱼水平高，一行人同去一片水域，他总能
最先找到鱼儿最多的地方。更让人啧啧称奇
的是，即便两个人同在一个地方垂钓，父亲的
鱼竿始终起得比别人勤，钓的鱼自然也比别
人多。一个同去的钓友就觉得很奇怪，明明
去的地方、放的鱼饵都差不多，可最后钓上的
鱼就是不一样。鱼儿好像认得人似的，钓友

逢人便说。
父亲每次去钓鱼，几乎不会空手而归，除
非半途把鱼儿送了人。鱼钓回那么多，家里
肯定是吃不完了，父亲就会把余下的鱼杀了，
放在冰箱里冻起来。更夸张的是，为了冻这
些鱼儿，我家还专门换了一台大容量冰箱。
江湖里的鱼，自然生长，味道鲜美，煎炒烹炸
皆宜，我也特别爱吃。但鱼儿吃多了也会腻，
加之父亲的鱼儿源源不断，于是冰箱里的鱼
儿就越积越多，
冰冻层几乎被鱼儿占据了。
母亲一看那么多鱼儿，她可烦了：
“ 吃又
吃不了这么多，整天把鱼冻在冰箱里，可耗电
了！”这大概是母亲的借口。父亲年纪渐渐大
了，还经常外出钓鱼，脚不粘家，母亲真正担
心的是这个！有一次我忍不住问父亲：
“这些
野生的鱼儿应该很受欢迎的，干吗不拿去市
场卖呢？”我心想，这既不耗电还能补贴家用，
一举两得多好啊！父亲只是淡淡回应我一
句：
“有什么好卖的，
好东西留着自己慢慢吃。
”
后来我了解到，其实不止我父亲，许多钓鱼人
都有同样的秉性，钓的鱼除了自家吃外，基本

◎李庆益

是只送不卖。
母亲烦，父亲也烦：
“ 青菜能吃多少？每
天早早晚晚都去菜地，那么辛苦干吗？”父亲
常去买菜，知道市面上蔬菜值不了几个钱，随
便几块钱就够吃上一两天。他见母亲每天在
菜地里忙个不停，又是浇水又是施肥，挖这挖
那，都是力气活，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咋办？就
这个事儿，父亲不止一次跟我提起，他还采取
过实际行动，直接到菜市买青菜回来煮。母
亲一边吃一边咂嘴：
“ 这菜的口味咋那么寡
淡，好像跟我种的不是同一个品种。”话里有
话，母亲说的却是实情，自己种的菜自然生
长，
确是清甜一些，
父亲自无话可说。
这些年每次我带家人回家，父母都格外
高兴。尔后离家时，父母也不用我特别交代，
一个拿鱼一个拿蔬菜，步伐一致往我车后备
箱里塞，每每都有不塞满誓不罢休的架势。
可这个架势，却是我乐观其成的。两个老人
两个“宝”，平时为种菜、钓鱼 PK 不断，可就这
两样东西，却在他们儿子的后备箱里完成了
完美的融合——父爱与母爱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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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清回家的路，没关系，
“我
们陪您回家”。换乘三次公交车、
历时两个半小时，冯先生所居住的
昌平区某村内临时宿舍有了居住
环境评估。找不到遗失的证件材
料，没关系，
“ 我们陪您补办”。冯
先生有人陪同前往中关村派出所、
婚姻登记处、法院、北太平庄派出
所等地，补办了户口本、婚姻证明
等相关材料。放不下疾病带来的
恐慌和焦虑，没关系，
“我们陪您缓
解”
……
“冯先生”
是谁？
“我们”
又是谁？
“冯先生”是海淀区中关村街
道的一位困难群众。
“ 我们”是中
关村街道困难群众救助服务所社
工。正是在社工的帮助下，冯先
生摆脱了生活困境，有了安心的
住处。
“ 我 要 找 领 导 …… 我 不 会 说
话了……找最大的领导……”这
是冯先生第一次到困服所时说的
话。他一脸急切，话语不清。
“叔
叔，您别着急，您找领导想办理什
么业务呢？还是有什么困难？”困
服所社工王丽丽急忙接待他并询
问情况。
从含糊不清的话语中，王丽
丽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冯先
生今年 64 岁，多年前离异，无子
女，父母过世多年，有一姐姐，长
年无联系。老人依靠打零工维持
生计，无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半
年前，他突发疾病导致半边身体
不能动弹，出现语言功能障碍，疑
似脑梗。因经济较为困难只能自
行在药店买药以缓解病情。患病
后，由于无法工作，老人彻底没了
生活来源，生活、看病就医等方面
陷入了困境，几经辗转才来到中
关村街道求助。

对社会救助政策不了解，不清
楚救助渠道……让这位处于困境
中的老人在面对社工时仅能用“我
要找领导……找最大的领导”，来
表达内心对生存和健康的强烈渴
望。望着老人两鬓微霜、发黄的口
罩以及斜挎在身上装满全部“身
家”的挎包，一股无名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在王丽丽心间油然而生。
与社区居委会、冯先生的姐
姐及朋友咨询和了解后，社工与
街道民政工作人员初步判断冯先
生符合申请特困供养的条件。可
申请材料不齐全、言语沟通不畅、
不知道去哪里补办成为困扰服务
对象的难题。困服所社工王丽
丽、凡茜主动出击，将冯先生纳入
到精准救助个案帮扶对象系统
中，迅速协助他解决吃饭、看病、
住所等问题。经过社工的协助，
冯先生成功补办完成户口本、开
具母亲死亡证明、法院调解书（离
婚诉讼）等材料。社工同时积极
与冯先生暂时居住地的负责人沟
通，为老人解决特困供养申请期
间的住所问题。
在中关村街道民政科、冯先
生户籍所在社区居委会及困服所
的共同努力下，老人顺利完成特
困供养人员申请和审批工作。王
丽丽协助他挑选了适宜的敬老
院、陪同完成入院前的健康体检
后，将老人送到了敬老院。临走
前，冯先生一再和她说：
“ 记得多
来看我，不要忘了我！”
解决了老人的居住问题，但
困服所社工并没有完全放心。后
续，王丽丽等社工将持续关注冯
先生入住敬老院后的适应情况及
精神状态，为他提供相应帮助。
文/闻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