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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对

社会而言，数字化的信息技术降低了组织运行成本，提高了组织运行效率; 对老年个体而言，

互联网技术和公共服务的相互嵌入提高了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但是，数字化公共

服务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技术鸿沟使得一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很难融入数字

世界。通过政府、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实施干预策略，可极大程度地提高老年人的数字融入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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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高速发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互联网突破了时空局限，使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组织与 组 织 之 间 通 过 网 络 连

接，为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更大的便捷和更多的可能性。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今

天，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在养老服务业的潜力和发展空间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互联网企

业以及用户的关注。

进入数字化时代之后，各国均提出了自己的数字化发展战略，以期在政府职能和公

共服务方面借助数字化的信息技术来降低组织运行成本，追求高效和灵活的工作机制，

更好地展开公共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信息和公共服务在线化固然可以提供很多便

捷的服务，但是那些不能使用互联网的人很可能并不是这种转型的受益者，尤其是老年

人，其表现出较低的互联网使用率。在过去十几年中，发达国家在数字化转型的同时，特

别针对老年人群制定并实施数字融入政策，以使更多的人分享互联网带来的便利。本文

从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趋势、数字化技术与老年生活方式的变革、老年人面临的

数字化排斥、政府与家庭的干预策略四个方面分析了公共服务数字化趋势对老年人生活

的影响，最后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探讨了促进老年人数字化融入的干预策略。

一、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趋势

在当代社会维系和运转过程中，尤其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互联网技术应

用已经必不可少。信息化和数字化在今天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公共服务数字

化和在线化不仅可以节省行政开支和时间成本，还能使服务更加灵活和有效。英国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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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于 2012 年开展数字化改革，就健康和护理制定了十年的信息战略，正式提出“数字优

先”( Digital First) 战略，作为对英国政府“数字标配”的回应。此次改革的目的在于使患

者管理其健康和护理信息，使服务变得更便捷和高效。英国 卫 生 部 提 出 了 五 大 战 略 目

标: ( 1 ) 增强政策制定的公开性和影响力; ( 2 ) 增强与听众和利益相关者沟通的效力; ( 3 )

在整个组织中发展数字技术; ( 4 ) 通过数字技术提高每日的效率; ( 5 ) 健康和护理系统转

向健康信息革命。在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未来的英国卫生部将成为一个数字化的卫

生部。并且，战略也提出，数字化不仅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更需要在公共服务部门中形

成一种文化变迁［1］，让所有民众都能自觉使用国家和地方数据与科技服务，能够管理自

己的健康数据，有效预防健康风险; 护理专业人士可以借此作出更好、更安全的决策，为

患者提供有效的护理服务; 政策制定者也可获得数据支持。
在具体政策实践上，2013 年英国公立医疗服务系统( 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 更

换了网站，创建了一个整合性的用户服务平台，包含电话、互联网、电子邮件和在线工具，

NHS 希望借此转变人们与健康和护理服务系统的互动，帮助患者对自己的健康尽最大的

责任［1－2］。在这个系统中，数字化的服务平台提高了机构的响应效率，促进了健康护理、
社会护理和业界之间的合作，降低了机构的隐性成本。对于患者而言，数字化的服务相

当于为其赋能，使其掌握自己的健康变化情况，进行自我护理。同 时，由 于 平 台 的 开 放

性，患者可以自主选择医生和护士，也增强了对医疗质量的满意程度。英国数字化卫生

服务报告特别引用了一位老年患者通过互联网改善生活质量的案例，78 岁的英国女性

Norah 通过接触和学习使用互联网提升了自己的技能，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她按照

在线医生的指导减轻体重之后，糖尿病、高胆固醇、关节炎和高血压均得到极大缓解。互

联网本身并不具有改善健康状况的功能，关键在于人们对数据和信息的有效利用，使其

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孤岛”。在线健康服务信息可以跨时空、跨地区为不同服务组织所

利用，从而为个体提供更多元、便捷的服务。在英国，每一位糖尿病患者在 NHS 那里的开

支为年均 5 000 英镑。通过连接网络，利用互联网的信息和服务，像 Norah 这样的患者可

以极大地减少开支。报告指出，英国有 290 万糖尿病患者，如果其中 1%的患者像 Norah
一样使用网络信息和工具，那么 NHS 每年将节省数百万英镑的开支［1］。

从英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可以看出，数字化或者信息化已经成为政府组织转型

和服务转型的一个趋势，并且近几年已经进行了很多具体的改革实践。事实上，这是一

个通盘的政府计划，而非仅针对个别部门，英国 24 个中央政府部门的信息都已被整合进

了同一个网站( 即 https: / /www．gov．uk / ) ，以便更有效地发布和提供信息。数字化或者信

息技术带来了高效、便捷的服务系统，降低了行政成本，其工具性价值是发达国家看重的

首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社会状况和人口趋势是政府采取数

字化服务的基础，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恰恰为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改革契机。
中国互联网公共服务比欧美国家起步要晚，国务院于 2015 年 7 月 4 日正式发布了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5〕40 号) ，指出要促进智慧健康

养老产业发展，呼吁支持智能健康产品的创新和应用，推广全面量化健康生活新方式; 鼓

励健康服务机构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搭建公共信息平台，提供长期的个性化健康管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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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3］。为了使养老服务适应“互联网+”的发展要求，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互

联网+”新型科技兴起，医疗信息化、移动医疗、远程医疗、云智慧处理中心和医疗物联网

等异军突起。
201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进行了“中国大城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

主要针对城市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及其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进 行 了 深 入 调 查。
调查内容涵盖了老年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幸福感与健康状况、居住模式、经济来源和医

疗保障等信息。调查发现，在中国五大城市(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 中，信息化技

术已经给公共服务带来了深刻的影响［4］。以医疗为例，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远程挂号、
远程诊疗、轻问诊等技术已经深入现代人的生活。调查问卷对互联网就医问题进行了设

置，发现老年人对于“互联网医疗资源”的使用主要集中于相对较轻疾病、健康管理和健

康知识方面，而对于需要专业医师门诊的疾病类型、医药费用结算等，老年人仍然倾向于

不使用互联网。
同时，老年人对养老照料服务的需求逐年提高。数据显示，使用过社会服务的老年

人已经超过 10%，对助残、上门家政、上门看病等服务的需求甚至超过了 20%，但互联网

能够提供的服务总量却不足 1%［4］。目前，互联网与养老服务存在两种结合模式: 一种以

“综合养老服务平台”为基本特征，主要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建立聚合型的养老服务平

台，通过信息化手段解决老人的居家养老问题; 另一种为“垂直型”的互联网养老模式，通

过智能手环、电脑终端等设备，远程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测，提前防范疾病风

险，并指导老年人健康饮食、运动。这两种服务当下都处于起步阶段，服务模式、服务内

容尚待完善，且老年消费群体也不成熟，未来随着产品和技术的逐渐成熟，互联网养老将

成为养老产业的一大增长点［4］。

二、数字化技术与老年生活方式的变革

2012 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Pew Ｒesearch Center) 对美国成年人进行互联网使用状

况的调查［5］，电话访问了 2 254 名 18 岁以上的美国人。报告的最大发现在于，超过半数

( 53% ) 的 65 岁以上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或者电子邮件。考虑到这一群体的特殊性，老年

人使用互联网的增长速度缓慢，这是第一次发现有半数以上的老年人使用网络。并且，

在老年人互联网使用者中，70%的人将使用互联网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个增长

幅度惊人 的 数 据 是 老 年 人 的 社 交 网 络 使 用 状 况，从 2009 年 的 13% 增 长 到 2011 年 的

33%。至 2012 年，34%的 65 岁以上互联网使用者会使用社交网站，其中 18%的人会在

日常生活中使用社交网站。值得注意的是，在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中，75 岁是一个关键的

年龄节点，互联网的普及在 75 岁以上的人中只占 34%。在 2010 年对“G．I．一代”( G．I． Genera-
tion，76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的调查中，68%的人缺少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的信心，认为需要在他

人的帮助下才能使用［5］。此后在 2014 年，皮尤研究中心继续通过电话访谈的方式，对美国

6 224名 16 岁以上的居民进行科技使用状况的调查，其中 65 岁以上调查对象的数据揭示了老

年人在互联网使用和上网方式上的特征，以及他们和其他代际群体之间的区别。调查认为，美

国已经出现了两类老年人群体。第一个群体向年轻人学习，接受过更多的教育且更加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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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相对基础的科技设备，并对线上平台持积极的态度。另一个群体则相反，他们生活困

窘，经常受到健康和失能的挑战，大部分与数字工具和信息化服务没有联系。并且，这种没有

联系不仅是物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6］。对于老年上网者而言，互联网越来越成为其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并被视为积极的因素。其中，有 27%的老年人会使用 Facebook 这样的社交软件，与

未使用社交软件的人群相比，他们社会交往更加频繁。此外，报告也指出了一些数字设备的使

用状况，比如在老年人口中，平板电脑和电子书( e－book) 成为“精英设备”，在大学毕业和高收

入的老年人中最受欢迎。
中国老年上网人群规模的增长与 QQ、微信等社交工具的发展是同步的。2016 年，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 60 岁以上老龄群

体占网民总数的 5．2%［7］。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数据，在老年上网人群中，90%的老

年人日常使用语音或者文字聊天功能，超过半数的老人会使用视频聊天、微信群、朋友圈等功

能［8］64－84。此外，互联网与社交网络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还体现于一个重要方面———信息的获

取。在互联网开放的环境中，老年人信息获取的意愿增强。调查数据表明，约有 69．4%的老年

人认为，在使用手机和社交网络的过程中获得的最大帮助就是拓宽了自己的知识和信息渠道;

近 80%的老年人表示，在网络上阅读新闻文章可以增加获取信息的渠道; 98．5%的老年人认

为，通过互联网与社交网络会带来自身知识的增加，其中超过 80%的老年人表示通过社交网

络增加了自身的生活常识，还有超过 50%的老年人表示使用社交网络开拓了自己的人生

视野［8］64－84。
虽然不同国家老年人的上网兴趣会存在差异，但是当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者达到一定比

例时，社会政策的制定显然无法忽视这一情况。互联网本身的潜能，在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

与、改善居家养老的生活状况乃至帮助老年人再就业方面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一些学者在

社会政策研究中已经纳入了信息化的分析视角。比如 Ｒeisman 在对新加坡老龄化社会和社会

政策的讨论中提到，新加坡医疗卫生支出较为慷慨，除了支持国家和家庭，社会服务国家委员

会( National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还会购买一些志愿组织的服务［9］。但是对老年人而言，

即便有国家和志愿公益组织提供的服务，他们很可能仍然无法获得相关的信息，也无法取得服

务。尤其是对那些不会使用互联网和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而言，他们有时迫切需要帮助，却

面临无法下手的困境。Ｒeisman 进而指出，面对这种资源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需要建立一个一

站式的中心系统，包括中央的数据库、专业的咨询员和志愿者，作为老年人的“领航员”，帮助

他们获得信息、资源和服务。事实上，新加坡卫生部也为老年人提出了一个整合的保健服务框

架( Integrated Health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这一框架力图实现医院、保健咨询和相关服务的

整合。
在对老年人退休生活的讨论中，Ｒeisman 指出许多老年人一旦停止工作便无法养活自己，

应当重视他们的劳动力价值。在现有政策下，政府除了提供一些培训补贴资源，还特别需要提

高老年人对数字化服务信息的可及性。具体而言，Ｒeisman 提供了一个“老年工作者数据库”
( Older Worker Database) 的案例，详细描述了数字化工具对公共部门退休人员再就业服务的影

响。另外，数字化和信息化也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弹性就业机会，比如“在家工作”，这种工

作方式节省了外出工作的时间和成本，并使得人们的家庭和工作的角色可以更好地结合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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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显然，这种弹性的工作方式对老年人非常有吸引力。
从这些案例研究中我们能看到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给老年人的生活方

式和工作环境带来了深刻的变化。Ｒeisman 的专著较为宏观地讨论了老龄社会和社会政策，

互联网本身并不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但是，我们仍能发现互联网在老龄社会中扮演的积极角

色。它的信息整合能力，可以成为老年人获得信息的“领航员”［9］。社交网络的发展在一定程

度上对传统家庭构成了冲击。在工作和就业层面，老年人的信息数据库为家庭办公提供了可

能，也为老年人的再就业提供了支持。

三、老年人面临的数字化排斥

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出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并

非所有人都可以顺利搭上数字化快车，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数字化排斥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 一是信息化基础设施服务的不平等; 二是老年人在信息化知识的获得和操作技能上存

在数字鸿沟［10－11］。
首先，在信息化基础设施服务方面，不平等现象愈加突出。基于社会人口学因素进行分

析，从年龄维度来看，老年人与青年人在电脑、手机等数字化设备的占有及使用上存在着极大

的差距，青年人的数字化设备占有率、使用率远高于老年人口［8］64－84。从城乡差距来看，中国农

村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还有待改善，基础设施的障碍还没有完全突破。在数字化设备的使用

上，农村老年人多使用老年机或子女淘汰的智能机，硬件设备的不完善加大了该群体融入数字

生活的难度［12］。其次，农村老年人整体教育水平偏低，有些老年人没有接受过教育或只接受

过初等教育，缺少数字技能是普及信息化服务面临的更大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受信息服务水

平低的影响，农村偏远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数字化差距将会持续拉大，这也会进一步加剧全社会

数字化老年服务的不平等问题。
从宏观社会环境来看，数字化社会排斥现象依旧突出。尽管当前多数地区信息化基础设

施已经覆盖，但是很多老年人不会使用信息化的服务，在“数字标配”的背景下，老年人获得服

务的能力受到进一步的限制。比如，国内一线城市医院实行网上预约挂号、自助缴费，老年人

由于信息化技能较为匮乏，看病不会挂号、不会缴费，在获取服务过程中被进一步边缘化; 再

如，中国正在快速发展的“智能银行”也成为困扰老年人的难题，“湖北广水 94 岁的老奶奶行

动不便，为了激活社保卡，家人将其抬到银行抱起才通过人脸识别认证; 湖北宜昌市秭归县，一

位老人冒雨到银行用现金缴纳医保遭到银行柜台的拒绝”，人脸识别、无现金支付等新技术的

推广，使老年人在使用公共服务时遇到了新的障碍［11］。
新冠疫情发生之后，中国加速了数字化发展进程。健康码、行程码等数字化服务的推出为

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智能化、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然而，老年人对变化的适

应较为缓慢，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或小程序，老年人对外界信息的获取途径减少、进入公共

场所的途径受限，被迫中断与社会的联系，逐渐被排斥在市场以外。对于此类社会排斥现象，

老年人群体更多是归咎于自己，会产生“觉得很不好意思”“给别人添麻烦”等心理现象［13］。
公共服务数字化趋势严重影响着老年群体的自我效能感，加大了社会排斥的程度，带来了更加

严重的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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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数字化社会排斥在发达国家也很普遍，以英国为例，2012 年英国内阁办公室进行了

一项互联网使用调查( Digital Landscape Ｒesearch) ，访谈了 1 298 位成年人，其中 65 岁以上人

口在线率达到了 59%，但是仍有 41%处于未接入互联网的状况［14］。英国卡洛斯特·古本江基

金会赞助的老龄社会研究中指出了英国老年人使用科技可能面临的四个障碍: ( 1) 家庭中缺

少互联网的接入; ( 2) 对科技带来的改变认识不足; ( 3) 市场本身并没有反映出老年人的兴趣;

( 4) 科技本身的设计不合理。此外，还存在一些老年人心理和认知上的问题，如老年人认为科

技是很昂贵的事情［15］。在约克大学的一项质性研究中，学者发现老年人还存在对毁坏设备的

担忧，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障碍不仅包括缺少认知和信息，还有对做错事和安全的恐惧，尤其

是那些有过工厂经历的老年人，他们认为一个错误便可能破坏机器，甚至存在对人身安全的隐

忧［15］。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分析了美国老年人在新科技吸收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身体

上的挑战，身体状况和健康问题对他们使用新科技构成了问题; 其次是对科技带来的益处持怀

疑态度，虽然有 49%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认为缺少互联网接入会导致在信息获得上处于弱

势，但是仍有 35%不使用互联网的老人对此不以为然，不认为自己会错过什么重要信息; 最

后，老年人在数字设备的学习使用中存在困难，77%的老年人认为自己需要在他人的帮助下使

用数字设备，56%的老年上网者需要在朋友的帮助下才能使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6］。
事实上，对于未接入互联网的人而言，信息或者数字鸿沟带来的挑战不仅是一个经济上的

贫困或富有问题，也不仅是一个空间上的中心或边缘问题，年龄问题在数字鸿沟中才是一个值

得注意的关键变量。尤其是对边远地区的老年人而言，他们的科技和信息技能在当代可能会

遭遇更大的挑战。他们在经济、行动能力和空间上都处于较为不利的位置，这也使得这一群体

往往被排斥在信息化公共服务之外，带来许多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为此，对于政府而言，提高

这部分人的信息技能成为社会政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弥合数字鸿沟: 政府与家庭的干预策略

如何弥合数字鸿沟，改善老年人群的社会排斥状况，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需要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提高老年人口互联网可及性需要突破三重障碍: 一是改善网络服务基础设施，让老年

人具备接触互联网的可能性; 二是提高老年人的数字化实践能力，让老年人可以根据需求选择

互联网工具; 三是改造网络环境，在界面设置和服务内容上更契合老年人的需求。三个方面相

辅相成，家庭、社区、企业和政府互相协作，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提高老年人的数字化实践能力。
在英国，社区和社会组织承担着帮助老年人提高互联网融入能力的重要任务。在实现数

字融入的具体措施中，英国主要以社区为基础单位［16］，通过公共图书馆的参与，持续为那些家

中没有互联网接入的人提供免费入口，或者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上网帮助。“威尔士数字社区”
( Digital Communities Wales) 计划通过合作组织的一系列活动，为残疾人、廉租房住户、老年人

和失业者提供廉价的网络产品和服务。数字融入战略针对威尔士的特点，扩大了这一计划所

涉及的地理范围。针对安格尔西岛的老年人展开的数字技能计划，便是一种有针对性的政策

支持。老年人通过学习的方式获得数字技能，对老年人而言，这也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此

外，这一计划还包括私人、公共和第三方组织的参与以及志愿者服务。他们通过开展“上网

周”( Get Online Week) 和“成人学习周”( Adult Learners Week) 这种集体学习活动，鼓励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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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网络。在信息融入的措施背后，政府还设定了具体的计划。例如，每

年支持和帮助 15 000 人摆脱数字排斥，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成果; 每年帮助 500 人克服信息

技术使用的障碍，提高他们的受雇佣能力; 加强与志愿者和志愿者网络的合作，利用他们的力

量来帮助人们实现与网络的连接。2011 年，计划施行之初，威尔士 34%的成年人口不使用互联

网，50 岁以上老年人占 43%; 到 2015 年，不使用互联网的成年人口降低到 19%; 50 岁以上人口

占 35%。通过这项计划，越来越多的人融入了数字世界。

除了社区、图书馆和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互联网接入的帮助，社会组织也是重要的力量。

但是，对孤立的个体而言，如何将他们的需求传递给相关的社会组织并针对性地提供服务，是

需要解决的难题。这需要依托于一个庞大的信息整合网络系统，使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和位置寻求帮助。在英国，有一个名为“在线中心网络”( Online Centres Network) ①的组织发

挥了类似信息整合的作用。它由约 5 000 个社会组织组成，每一个组织都致力于帮助人们使

用数字科技，获取基本的服务，并有效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机会［17］。

自 2010 年 4 月起，“在线中心网络”这一超本地化的网络系统帮助了约 200 万人使用互联

网并获得基本的网络技能，其中，65 岁以上老人占 21%［17］。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了信息整

合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它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允许不同地区的社会力量加入这一网络。而这

种开放性和网络属性，本身便体现了互联网的特征———复数形式的中心所构成的网络( net-
work) 。事实上，与这种超本地化( hyper local network) 的组织网络相比，较常见的是一些地方

性的社会组织，它们也为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提供了诸多服务。例如，莱斯特郡议会 2001 年提

出的“关爱在线”( CareOnline) ，不仅提供地方服务的信息，也帮助和培训待在家中的老年人，

通过分享信息和互动减少老年人的社会孤立感，促进老年健康和幸福生活，同时提高护理质

量，确保在有限资源下实现其最大化价值。但是，任何形式的数字融入都有一定的局限，不可

能普及所有的老年人，其中有一类人被称为“永远不会上网的人”，他们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使

用最新的信息技术。英国政府意识到，不能将这一部分人彻底地抛弃，而需要尝试使用其他的

方法，为他们提供可以获得商品和服务的通道。

在中国，帮助老人介入互联网的社区和社会组织都非常欠缺，但是中国有重要的优势资

源———“政府”和“家庭”。二者分工不同，但却相互补充，在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消除社会排

斥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首先，在政府层面，中国各级政府近年积极推进适老化改造项目，旨在从外部生活环境上

为老年人创造友善的数字化环境，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问题。如 2020 年底，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 国办发〔2020〕45 号) 的

通知，将政策聚焦于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的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 7 类事项和服务场

景［18］。随后，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便利老年人

日常交通出行的通知》( 交运发〔2020〕131 号) ，要求细化交通运输领域的相关政策措施，确保

“数字时代”老年人日常出行便利［19］。西安市尝试推进“人工实名制验证台”“出行不便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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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通道”“重点旅客站车交接”以及疫情期间推出的“老人无码登记处”等服务，进一步优化

老年人购票、进站、乘车、出站等环节，提升老年人的出行质量［20］。此外，2021 年 4 月，工业和

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抓好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实施工作的

通知》( 工信厅信管函〔2021〕67 号) ，明确了《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和《移动互联

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等内容。该通知要求相关互联网网站、APP 在 2021 年 9
月 30 日之前参照文件要求完成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并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评测; 首批适老

化和无障碍改造 APP 涉及通讯、购物、出行等多个领域［21］。银行等相关部门也积极参与打造

“适老化”智能环境，如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济南分行等皆立足于老年人的支付需求，通过

完善支付 APP、开展适老化培训和宣传等方式，着力解决老年人的“数字化排斥”难题，让老年

人共享支付服务市场创新发展成果［22］。由此可看出，各级政府近几年来已经将适老化改造、
提升老年人数字化能力作为重要扶持项目，积极完善相应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适老化

的智能化环境，帮助老年群体融入数字化生活，共享数字化时代的红利，破解数字鸿沟难题。
其次，在家庭层面，家庭成员通过直接引导学习的方式，帮助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环境，解决

老年人信息获取不足、操作技能缺乏等问题。根据我们以往的调查，在现代家庭中，90%以上

能熟练使用手机或电脑的老人，其互联网技能都是由子女或孙子女教会的。子女或孙子女充

当老年人“引路人”的角色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所谓直接“引路人”指的是，子女

或孙子女为方便老人与其联系沟通或者为了增加老人的生活乐趣等原因主动教老人如何使用

互联网。而间接“引路人”是指，老人在子女或孙子女使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影响下，对互

联网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想要学习如何使用互联网，进而主动找子女或孙子女学习。无论是直

接还是间接，子女或孙子女都在老人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8］165－192。
由此可以发现，中国老年人学习互联网的场景与国外老年人有显著差异。国外老年人对

互联网的学习都是在专业化或半专业化的场景中完成的; 而中国老年人的互联网学习通常在

家庭场景中。中国老年人在帮助子女料理家务的过程中，会与子女在特定的环境下形成长期

的互动，而在这种长期互动的过程中，子女会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互联网和社会网络，给老年人

做示范，即扮演直接或间接“引路人”的角色。从调查数据来看，帮助子女照看家庭和做家务

的老年人的上网人数占比要高于不帮助子女照看家庭和做家务的老年人，和子女有日常互动

的老年人上网的可能性要高于和子女无互动接触的老年人［8］165－192。
美国人类学家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中提出，原先处于被教化者地位的晚辈之所以能够

“反客为主”，充当教化者的角色，是因为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够像他们一样经历如此巨

大而急速的变化，也没有任何一代能够像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

迅猛的社会变革”［23］。伴随数字化、信息化的发展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使用电脑和电子

设备就如同呼吸空气一样自然; 而对年龄较大的一代，数字化技术是全新的知识体系，这种社

会环境对他们而言如同刚刚迁徙上岸所要面对的新大陆，不可避免地会使他们步履蹒跚、畏缩

不前。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传统家庭通过“文化反哺”［24］的方式向老年人潜移默化地传播着

信息化的知识，提高老年人适应信息化社会的能力。
结合前面的分析，老年人获得互联网技能的水平和方式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在欧洲发

达国家，“个体主义”文化盛行，社区、社会组织充当一种中介，将老人与社会联系起来，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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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互联网的知识和技能，提高老年人的数字融入能力。在英国的个案中，政府以及不同的社

会力量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同时社会力量本身也在利用互联网的特征进行重组，以更有效地提

供信息和帮助。而在中国，为老年人赋能的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不足，且现有的社区、社会组织

行政化色彩浓厚，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动力不足。“政府+家庭”的服务模式正好实现了功能

互补，为破解中国“数字化排斥”难题积累了诸多经验。国家层面根据老年群体的需求，针对

性地制定政策，积极营造适老化智能环境，通过信息化基础设施完善、教育培训等策略，为老年

人融入数字化时代提供了诸多便利; 家庭恰好充当了信息化技术传播的弹性中介，老年人掌握

移动互联网技术之后迅速扩大自身的社交和资源获取范围，提高了生活质量，共享技术带来的

便利。

五、结论与展望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发达国家进入工业

化时期较早，在信息技术应用上也领先于发展中国家。进入数字化时代之后，各国纷纷提出了

数字化发展战略，其根本动机还是借助数字化的信息技术来降低组织运行成本，提高组织运行

效率。而对民众个体而言，互联网技术和公共服务的相互嵌入，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公共服务

的可及性和便利性。特别是对于老年人，传统的公共服务以机构为主体，而互联网养老、医疗

服务突破了空间的限制，通过在线服务、远程服务赋能于老年人，使他们可以更自主和独立的

生活，延长居家养老的可能性。在与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卫生和健康政策方面，欧洲社会通过拓

展信息技术，努力为患者和老年人提供更好、更灵活、更便捷的信息和公共服务; 同时，为了提

高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可及性，制定了一系列数字融入措施，使得整个社会“数字标配”成为

可能。
但是，国家数字化公共服务标配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互联网技术鸿沟使得一部分受教

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很难融入互联网世界。这就导致了一个与传统认识相悖的局面，数字化

程度越高的地区，互联网技术能力低的人越容易被排斥在服务体系之外。为了缓解这个问题，

欧洲国家社会政策的重点逐渐从互联网服务标配转向提高弱势群体的数字融入能力，特别是

提高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可及性，在医疗、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积极鼓励老年人使用互联网

服务，同时对不能上网的老人保留原有的服务渠道，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会进一步强化公共

服务的不平等性，给原本就存在可及性困难的老年人又增加一道新的门槛。
以中国老年公共服务数字化的现状来看，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微信、QQ、微博等

社交平台工具走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以微信、QQ 等社交平台为端口，医疗健康、城市服务、
生活缴费、预约出行等各类公共服务功能嵌入平台软件中，以使老年人可以足不出户便享受到

数字化带来的福利，但前提是老年人能够突破数字鸿沟，掌握具体 APP 的功能。恰恰在这一

点上，老年群体面临着巨大的瓶颈。从政府对老年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干预策略看，随着 2015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各地创建了大量的居家养老服务

信息化平台。但这些平台主要以单向搜集老年人信息为主，真正延伸到老年人家庭并实质性

开展服务的寥寥无几，老年人更没有从这些信息化平台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或提高自身的数字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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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数字化政策对中国老年服务政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随着中国使用互联网的

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高，如何在政策设计上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是需要政府着重考量的政

策方向。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中国政府未来应在三个方面着力。

首先，必须逐步提高老年人口的数字化融入能力，提高其适应信息化服务的能力。随着中

国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老年人更迫切的需求在于能够在信息化社会中利用数字化

工具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应通过家庭、社区、社会组织等的各种干预策略，帮助老年人尽早

适应数字化工具，提高自身福利水平。

其次，政府需要提供一种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精细化、个性化、全覆盖的数字化公共服务。

应改变当前以“供给侧”为主的信息服务提供方式，逐步向“需求侧”转型，以解决老年人数字

化服务需求为目标，创新服务提供方式，弥补老年群体享有公共服务的不足。

最后，数字化公共服务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公共服务的种类和数量，但是没有一个渠道评

估公共服务的质量。数字化老年服务之所以发展程度较低，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数字化服务的

难以鉴别性。政府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在于建立信用体系，完善监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可

信任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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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andpoint of Chinese Culture in Ｒesearch o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 ZUO Pengjun)

Abstract: In the new era，new requirements and expectations centering on stronger confidence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standpoint of Chinese cultural value have been raised to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In such circumstances，the task of
learning 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research，correcting biased opinions，and making up shortages in order to
return to the standpoi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academic level in the related research is becoming pressing and im-
portant． To be more specific，it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cademic system and a value standard based on the knowledge linage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the spiritual core of the exquisit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of a academic
concept of cultural compatibility and reference，of an academic path integrating the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cultures，of an academic standpoint of learning 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of research methods with the core of Chi-
nese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and supplement of western methods，of a discourse system with the foundation of the exquisite Chinese tra-
ditional cultural spirit enriched by western academic concepts and discourses，of an academic objective of assisting the progress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scholarship and culture by investigating the law of history and realistic possibility for the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of
literature，and of an academic pursuit of making profounder and broader academic contributions to culture，literature and art． It is as-
pired that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will be pushed to a new level by the unremitting efforts in the academic contribu-
tion，the essence of which is the return to the standpoint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research o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subject construction; academic history; future development; standpoin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Mixed Urban and Ｒural Elderly Care Welfare System in“Village－to－Community”Cases
( GUAN Bing，WANG Hong)

Abstract: The suppl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has both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articular ones． The eld-
erly service system in the“village－to－community”case of Guangzhou is studied to analyze the mixed urban－rural welfare system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t is found through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that the suppl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the“village－to－commu-
nity”cases has multiple subjects，which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pure urban communities and of standard rural villages．
The providers of the elderly services in the“village－to－ community”cases include local governments，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
zations，residents’committees and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that maintain the operation of old－age insurance． Among them，the first
two provide very unique services，typical of the“village－to－community”cases; the last two reflect the generality of urban communi-
tie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multiple mixed system depends upon a path of loc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dynamics of top－down
and bottom－up change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elderly care; multiple system; urban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welfare right

Digit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Strategies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 WANG Jing，HE Yijin)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supply of traditional public services．
For the society，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reduces the cost of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and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For the elderly，the interpenetr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public services improves the accessibility and convenience of
public services． However，digitalized public services also bring some social problems． The digital gap makes some elderly and disabled
people with low－level education difficult to access the digital world．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of families，communities and so-
cial organizations，the ability of the elderly to get integrated into the digital world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Key words: public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default digital equipment; digital gap; integration into the digital worl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Harmonious Psychological Contract in the Chinese Context of Popu-
lation Ag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 LONG Junwei，CHEN Qiujin，HU Zhongfeng)

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population aging，perceived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es，such as mutual blame and
complaint as to life attitude，interactive mode and social priority，have appeared between the aged and the youth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is situation cal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intergenerational psychological contrac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
chology，three approaches might be followed． The first is to build a positive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favors the welfare for the aged． The
second is for both the aged and the young to form a positive personality． And the third is to experience happiness in soci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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