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青团郑州市委指导美团深入社区开展助老活动。7 孙静 供图

支付宝启动蓝马甲行动，在郑州等城市开展智能技术培训等社区公益活
动。7 孙静 供图

在郑州一社区，警方联合社区志愿者以节目形式帮助老年人防范网络诈
骗。7 孙静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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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郭新林

“今年敬老节的捐资人是宋广明，
他出 20 万元包办 5 年，今年是第二
年。这次是重阳节期间让全村老人免
费吃饭3天，每天3顿饭，顿顿不重样，
再向每位老人发放价值40元的敬老礼
品。”林州市采桑镇南采桑村村委会主
任宋记全说，从 1997年在每年重阳节
这天举办敬老节开始，到现在该村的
敬老节已经举办20多年了。

“敬老节年年过，每年都有新举
措。”近日记者到该村采访，老人们纷
纷竖起大拇指。宋记全说，村里不少
老人当过兵参过战，斗地主反封建，后
来又劈山造田，兴修水利，年轻时出过
力流过汗，在和谐社会的今天，应当把

老人们服侍好，让老人们安享晚年。
宋记全介绍，刚开始过敬老节时，

村里仅仅是把老人们集中到一起，吃
一顿敬老餐。后来感到太单调了，就
改为“四个一”：开一次总结表彰会，吃
一顿敬老餐，发一件礼品，举行一次看
住房、晾衣被活动。

敬老节办了几年之后，村委会感
到资金紧张。怎样持续办下去呢？
南采桑村是工匠之乡，仅工队长就有
60 多名。于是村里就号召工队长们
捐资。这个一千，那个两千，每年都
筹集一两万元。到 2005 年，工队长
郭钇兵说，2006 年村上别集资了，他
出一万五千元，支持村上办敬老节。
接着工队长宋保玉说，敬老节水平应
逐年提高，2007 年他出两万元。郭
海生在工队长中是佼佼者，更不肯示

弱，2008 年敬老节他全包了。冯成
吉、冯东方等人也纷纷报名，为村里
敬老节捐资，这就形成了工队长敬老
排队的局面。

近年来，为了把敬老节办好，村党
支部、村委会都深入群众家中，提前了
解老人的意愿，然后再确定敬老节的
内容。当听到不少老人反映，改革开
放后林县改为林州市后变化很大，红
旗渠、石板岩成了著名景区，许多老人
想去看看时，村里决定在老人节租用
大巴车，载着全村老人，从林州市区到
红旗渠，再到石板岩，开展一次大型旅
游。这可把老人们乐坏了。

“俺一边参观一边想，编了一段顺
口溜：‘如今社会真不错，累赘变成宝
疙瘩。一年一度敬老节，花样多得没
法说。又管吃又管喝，唱大戏扭秧

歌。还叫旅游开眼界，你说快乐不快
乐’！”人称老来乐的郭德金老人笑呵
呵地说。

新任村党支部书记宋俊现说，除
了每年举办敬老节之外，村党支部、村
委会平时对老人也很关心，经常开展

“我为老人献爱心活动”，发动村里爱
心人士、富有家庭为需要救助的老人
捐款、捐物，为老人免费发放大米、白
面、食用油。有的老人腿脚不灵便，不
方便领取，村干部就亲自送到家里。
几年前，冯庆德老人突然患病，由于他
的儿女常年在外做工，身旁没人。村
里得知后，很快派人把他送往医院，由
于治疗及时，冯庆德转危为安。村里
还常开展孝老敬老大评比活动，倡导
全体村民孝老敬老，努力让孝老敬老
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丁昌铭

“放弃城市生活返乡创业，主
要是考虑到双目失明的父亲和患
腰椎间盘突出的母亲，他们实在
难以支撑这个家。”10月中旬，在
固始县徐集乡泉河岸边一片绿草
茵茵的草地上见到潘之保时，他
正手拿羊鞭赶着羊群吃草。

今年 30岁的潘之保是徐集
乡顺河村人。2004 年，父亲在
一家煤矿挖煤时遭遇瓦斯爆炸，
导致双目失明；母亲因腰椎间盘
突出做过手术，不能干农活；只
有一个姐姐，远嫁他乡。

2015 年，潘之保从北京科
技学院毕业，本打算到广州一家
公司上班，但他放心不下父母，
毅然决定返乡。“不少乡亲偷偷
议论，说我上恁多年学又回农
村，这些年学都白上了。对此我
不在乎，我决心在农村干点事
业，还能照顾父母。”

2016 年，潘之保家被确定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而此时正
在寻找致富门路的他，决定利用
泉河岸边饲草资源丰富的有利
条件，从事山羊养殖。他的想法
得到乡村干部的支持。于是他
租用近 2000平方米闲置场地建
起羊舍、饲草间等，买了 50只波
尔山羊种羊。

刚开始，没资金，乡扶贫办
积极联系农商行，为他落实 5
万元小额贷款。几个亲戚也给
予支持，有的过来帮助搭建羊
舍，有的送来木料、石棉瓦。不
懂技术，潘之保就买来书籍，利
用闲暇登录手机网页查找养殖
方法。人们常能看到他身背水
壶，手持羊鞭放羊。在羊舍旁
他的住室，屋内的灯总是亮到
很晚。那是他在钻研养殖技
术，了解市场信息。

“经过几年的养殖，我不仅
适应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农村生活，还自学成了兽医，对
羊病预防、治疗样样在行。”说
到这里，潘之保露出欣慰的笑
容。这几年，他还应邀在全乡
举办的养殖技术培训班授课 20
多场次，每到一个村庄都受到
广大养殖户的欢迎。在他的带
动下，全乡 18 个村新增山羊养
殖户 43 家，累计达 69 家，山羊
存栏总数达 2300多只。

在做好养殖的同时，潘之保
每天还要照料双目失明的父亲
和身患腰椎间盘突出的母亲，把
饭菜端到父亲手中，从不忘记让
母亲按时服药。年过六旬的邻
居冀友昌说：“潘之保是一个孝
顺儿子，他甚至比一个女孩子做
得都好，而且有志气。”

由于潘之保饲养的山羊以
吃青草为主，肉质鲜美，每到冬
春时节，在上海、苏州、无锡等
地开饭店的老乡都爱购买潘之
保养的山羊。如今潘之保不仅
还清贷款，光荣脱贫，而且受到
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和乡党委、
乡政府的表彰。近年来，他养
殖 的 山 羊 每 年 存 栏 150 只 以
上，出栏 300 只以上，年收入十
多万元。

潘之保眼下还没有对象。
“也许是缘分没到。不急，现在
家里不愁吃、不愁穿，有车子、有
房子、有钱花、有奔头，只要把事
业做好了，肯定能找到老婆。”潘
之保面带微笑，透着自信。

“潘之保是一个孝老敬老、
返乡创业的优秀青年，他已经成
为俺村广大群众乃至全乡群众
学习的榜样。下一步，俺村将号
召全村群众向他学习，引导有养
殖意向的村民向他取经，努力把
俺村变成养殖专业村。”顺河村
党支部书记陈中山说。7

□本报通讯员 张建树 乔涛

“今年夏秋，雨水太大了，现
在还有部分庄稼泡在水里，没法
收割，许多老百姓愁得睡不着，
有的妇女急得哭鼻子。镇村干
部领着咱排水、腾地、犁地、秋
种，也不容易呀！”

“是哩，你看咱镇包村干部，
还有村组干部，天天忙成啥，又
是从地里向外抽水，又是找挖掘
机挖沟放水。”

10月 13 日，又是一个大晴
天。站在村南边地头对话的老
人，一个叫曹振清，一个叫胡茂
支，都是永城市卧龙镇余庄村农
民，都在等着用播种机播种小
麦。

曹振清南地那块玉米地，地
势洼，就怕下大雨。这几年，玉
米价一个劲儿涨，他将这 13 亩
多地都种了玉米，计划收了玉
米，再接着种麦。谁知秋庄稼全
泡在了水里，麦子种不进去，他
天天急得头上冒火，嘴边起了一
溜水泡。

胡茂支回忆说，9月 25 日，
瓢泼大雨下了一夜，天还没亮，
镇包村干部孙如华就打着伞跑
到村里，正要推开村党支书的大
门，碰见村党支书胡振峰披着雨
衣回来。“南地千把亩地，水都膝
盖深了。”

刻不容缓，第二天上午 8点

多，村组干部集合起来开会，统
一安排部署后，立即组织水泵向
外抽水，调来挖掘机，在低洼处
的地头上开挖出一条新沟放水。

孙如华和胡振峰一直站在
地头上，雨还在下，他们全身几
乎被雨水打湿。傍晚，雨停了，
新沟贯通了，庄稼地里的积水开
始一点点退去，他们这才觉得又
冷又饿。

10 月 8 日一大早，各村大
喇叭又响起来了，是镇里利用
村头大喇叭，让广大村民抓紧
时 间 抢 种 小 麦 ，不 要 耽 误 农
时。许多村民一听可熟悉，在
广播里讲话的是镇党委书记蒋
靖山。

村党支书胡振峰说，这场罕
见的秋雨共计导致余庄村 3200
多亩庄稼不同程度被淹，田间积
水最深处达 55 厘米，村里动用
100 多台中小型抽水机日夜排
涝，到9月 30日上午田间积水才
算全部排完。

“ 这 次 涝 灾 ，共 造 成 全 镇
21600多亩庄稼，主要是玉米被
泡，田间严重积水。为此，镇党
委、政府安排17名干部分赴全镇
17个行政村，组织各村干部群众
日夜作战，生产自救。截至10月
12日，全镇已经有42000余亩秋
庄稼腾茬完毕，15600亩水淹田
已经犁地结束，播种小麦 12500
亩。”蒋靖山对记者说。4

干群齐上阵 排涝备麦播

返乡当羊倌，
尽了孝道发了羊财

百姓故事

让银发族共享数字红利

南采桑村的敬老节

热点关注

连线基层

□本报记者 孙静

10 月 15 日，郑州市 69 岁的王梅
枝老人打开手机里的淘宝 APP，点击

“扫一扫”，将镜头对准手里常吃的钙
片瓶体包装，页面立刻显现出一列相
同药名、包装和厂家的钙片产品。“这
是我闺女买的，我也不认识字，以前都
要拿着瓶子去药店问，现在多方便啊，
扫扫药瓶子，下单就能送到家。”老人
说。

“拍药瓶买药”是淘宝于日前刚刚
上线的“长辈模式”中的一项功能。记
者观察发现，今年以来，包括淘宝、美
团、支付宝、微信等在内的多个常用
APP都专门推出了适合老年人使用的
操作模式。同时，围绕助力老年人掌
握智能手机，多家平台还积极联合政
府相关管理部门、社区组织等，在线下
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助老活动。

多方联动，积极助力银发族尽快
跨越“数字鸿沟”，在信息化发展中拥
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正
成为社会共识。

缩小“数字鸿沟”势在
必行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全国 60岁及以
上人口为 2.64 亿，占比达到 18.7%。
然而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第 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 60岁及
以上网民群体在网民整体中的占比仅
为11.2%。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速暴露出
老年人在数字技术浪潮中所处的尴尬
境地。“不会扫健康码，不会查行程，也
不会用手机买菜、打车、挂号看病，生
活确实不方便。”65岁的张力老人是郑
州市一社区活动团体的负责人，他告
诉记者，有些老人没有智能手机，有些
老人因担心学不会或容易遗忘密码等
原因而不愿学着使用智能手机，还有
些老人没人教或怕互联网诈骗而不敢
用智能手机。

在整个社会正与数字技术飞速融
为一体的现实背景下，如何不让智能
工具成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障碍，让
老年人敢学敢用，成为社会共同关注
的焦点。

2020年 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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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老年人日常生
活涉及的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
等7类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为老年人
运用智能技术遇到的种种“痛点”“难
点”提出了解决方案。其中指出，要推
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适老化改造，
使其具备大屏幕、大字体、大音量、大
电池容量、操作简单等更多方便老年
人使用的特点。同时，医疗机构、相关
企业等要保留人工服务窗口，零售、餐
饮、商场、公园等老年人高频消费场
所、水电气费等费用缴纳应支持现金
和银行卡支付。并要求组织推出专门
培训，帮助老年人掌握一定数字技术。

紧接着，工信部去年底印发《互联
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
方案》，明确要求三大通信运营商、互

联网行业等针对老年人加快推出适老
产品。

线上适老改造加速推进

在政府部门强力推动下，今年以
来，多款常用 APP 都做出积极响应。
微信、支付宝等陆续推出“关怀模式”

“长辈模式”。今年 10月，淘宝正式上
线“长辈模式”，其官方介绍称，该模式
的改造主要凸显 3方面：信息简化、字
体放大、上线语音助手。

适老模式是否真的适老？记者在
“我的淘宝”右上角“设置”中，点击
“模式切换”，选择了“长辈模式”，发
现首页的信息结构变成了单列，无论

是商品图还是商品名，都做了放大处
理。首页入口只保留了“金币抵钱”

“领水果”“消消乐”等 4 个最受老年
人喜爱的互动功能。除了视觉上的
改变，商品供应也做了调整，鱼竿、广
场舞用品等老年人喜欢的商品更容
易被推荐。

同样，外卖平台也专门开发了全
新的关怀版页面。打开美团外卖搜索

“关怀版”或在我的设置中进入到切换
页，可看到界面字体更大，点餐流程更
加简单，整体减少了营销活动的干扰，
只保留了满减活动。更为重要的是，
在支付操作上也减少绑定银行卡等复
杂操作，支持微信和支付宝支付，大大
降低了老年人的使用门槛。

票务预订、娱乐活动类产品客户
端也都推出适老化改造。铁路 12306
上线了爱心版，增加了一键拨打订票
功能；美团推出的“线下门票预订关怀
版专区”，老年人关心的价格、预约时
间等信息被突出显示，预约流程也较
之前的三步缩短为一步；喜马拉雅听
书则推出了“健康养生”“学唱曲艺”等
免费课程。

“老年模式带来的改变十分明
显。”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经统计，在
今年老年模式上线后的中秋假期期
间，美团外卖 60岁以上的用户同比增
长了130.46%。

线下助老行动逐步推广

平台在线上做出改变后，如何手
把手地教给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依
然显得至关重要。

10月 11日上午，郑州普罗旺世社
区的活动中心里，正举办一堂教老年
人使用智能手机和防诈骗的课程。支
付宝的工作人员联合社区的老年艺术
团，编排了小品课程，现场教老年人如
何用手机扫二维码、网购、点餐、挂号，
如何辨别诈骗行为等。

“这是我们蓝马甲行动中的一项
活动。”蚂蚁集团数字金融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5月 17日，支付宝在郑州
等城市启动了蓝马甲行动，主要开展
数字助老、防骗知识普及、金融安全知
识讲座等社区公益志愿服务活动。

深入社区开展助老行动的做法正
在进一步推广。今年 5 月，共青团郑
州市委与美团优选合作，在郑州市落
地了社区青年志愿服务站项目，并向
首批遴选出的美团优选团长青年志愿
者进行授牌。“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做
法，充分发动互联网行业力量参与到
社区助老行动中，依托他们遍布社区
的站点，在家门口为老年人提供手机
培训、上门送货等服务，真正打通助老
的‘最后一百米’。”共青团郑州市委
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支付宝已将蓝马甲行动
设置为一个开放性的公益活动，呼吁
认同行动理念的互联网企业、互联网
生态伙伴、公共服务机构等积极加
入。目前首批加入的企业已覆盖哈啰
出行、淘宝、天猫、高德、饿了么、银泰、
大润发、菜鸟、盒马等。2021年全年，
蓝马甲行动在杭州、郑州等数十个城
市开展的活动，预计可服务全国超
5000万人次老年人。7

潘之保正在泉河岸边放羊。7 丁昌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