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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App 适老“走形不走心”
银发网民跨越数字鸿沟还面临诸多难题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老年人口进一步增多，不少
企业将目光投向老年群体，对手机 App 进行适老化改
造，购物、
聊天、
打车、
新闻等涵盖衣食住行的各类手机
软件纷纷开启“老年模式”。面对手里的智能手机，老
年人能否得心应手，玩转各类手机 App？
手机 App 适老化改造走形
不走心
近年来，一些企业对手机 App 进
行了适老化改造，字体、页面布局等进
一步适应老年群体的使用习惯，但记
者调查发现，部分手机 App 适老化改
造并不十分理想，且普及率尚低，
被不
少老年人诟病。
首先，广告植入套路繁多。工业
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有关适老化通用设
计规范指出，
适老版界面、单独的适老
版 App 中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
也不能随机出现广告或临时性的广告
弹窗，但记者发现，部分手机 App 进
行 适 老 化 改 造后，广 告 植 入 依 然 严
重。一些改造后的适老版 App虽然简
化了界面，
但简化不了“牛皮癣广告”，
仍能见到广告推送和诱导类按键。
其次，界面设置徒有其表。适老
化改造关键要素之一是调整字体，解
决老年群体因视力减退影响阅读的问
题。然而，部分 App 首页字体经过调
整后适宜老年人阅读，但点进二级界
面后，界面的布置、字体与正常版一
样，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老年群体阅读
难的问题。
最后，操作难度不减反增。记者
发现，诸多手机 App 适老化模式切换
入口并未在首页展示，
而是隐藏在
“设
置”栏中，首次开启适老模式，还需寻
找一番。专为老年人普及手机使用知
识的湖北老年大学教师张雪琨告诉记
者：
“ 正因如此，常有老年同学因找不
到手机 App 中的适老模式切换入口
而苦恼。
”

多原因导致手机 App 适老
化改造推进难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信 息 中 心
（CNNIC）发布的第 48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11
亿，50 岁及以上网民占比 28%。老年
群体已成为互联网发展不可忽视的庞
大市场。
多位受访对象表示，国家出台系
列政策推动手机 App 适老化改造，但
适老化改造之所以仍停留在表面，原
因之一在于相关公司难以从中获利，
部分企业动力不足。
业界人士向记者透露，从技术层
面上，手机 App 适老化改造很好实
现，但对于企业而言，改造收益不高，
且消耗人力与运营成本，用户增长率
低，甚至还会造成已有用户流失。
“广
告是手机 App 开发商盈利的主要来
源，适老化手机 App 去掉广告后，其
盈利将大受影响。”
业 界 人 士 还 表 示 ，大 部 分 手 机
App 的服务对象是年轻群体，在开发
和设计理念上并未充分考虑老年群

体，在以年轻群体为服务对象基础上进
行适老化改造的手机App也就很难适老
了。如智能手机以触碰屏幕为主，
相较于
物理按键，
无法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好的触
摸感和按键反馈，
且智能手机本身就搭载
了较为先进的技术，
自带
“复杂”
特征，
操
作难度相较传统手机自然只增不减。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老年人依然使
用只提供打电话、发短信等手机必备功
能的可按键的
“老人机”
。他们表示曾尝
试使用过智能手机和适老版手机 App，
但面对触碰屏幕和各种复杂的操作，常
常不知所措，
甚至连如何开锁都不知道。
湖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湖北省老
年教育协会学术顾问张智敏表示，手机
App 适老化改造浮于表面的原因还在
于，相关企业调研不足，
对老年人使用手
机 App 的偏好、常用功能、难点痛点等
需求缺乏了解，存在主观臆想现象，
导致
适老化改造流于形式。此外，社会对手
机 App 适老化改造的呼吁程度还不够，
这也表明，对这一特殊群体的普遍关怀
仍然不足，
“ 数字惠老”更多停留在概念
和口头上。
张智敏表示，即使手机 App 适老化
改造适合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在短时间
内大范围推广也有一定难度。
“老年人网
络普及率正在不断提升，但网络使用率
偏低，更不用提熟练掌握度了。
”
除了不会用的情况，不少老年人还
不敢使用智能网络。张智敏表示，近年
来，网络安全问题引发忧虑，
电信网络诈
骗多发，导致老年群体产生“怵”网络心
理，谈网色变。

多方力量助力老年群体乐享
适老版 App
多位受访对象表示，
在智能化、数字
化、网络化的大趋势下，
“数字惠老”
并非
一日之功。消减老年人的“数字鸿沟”，
让老年人共享乐享互联网红利，需社会
多方力量共同努力。
张智敏认为，在能够尽可能地扩大
老年群体智能手机使用率的基础上，相
关部门应该做好老年人互联网需求调
研，研究相关政策，
建立
“数字惠老”
的长
效机制和强制性、统一性的适老化改造
标准，并落实监督、测评责任。对主动参
与适老化改造的企业采取奖励措施，通
过补贴推动企业自发实施公益行动；对
拒绝参与、打着适老化改造幌子牟利的
企业设置黑名单，有效惩处企业有违社
会公德的行为。
多位老年大学受访教师认为，为助
力老年群体智能手机应用，
企业、社区以
及相关部门可定期开展适老版 App 培
训课程，组织老年大学、社区服务人员、
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力量，成立志愿者
服务队伍，及时指导老年群体手机应用，
帮助老年人安全使用网络，消除“怵”网
络心理，更快适应各种成熟优良的适老
版 App。
新华社记者田中全 邓楠

2022 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昨起兑换
14 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2022 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开始兑换。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采取预约兑换方式发行，
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相同，
与同面
额人民币等值流通。图为当日，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兴融支行的工作人员展示
2022 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
新华

公安部发出 2022 年春运交通安全提示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2022 年
春运将于 1 月 17 日开始。公安部 14
日发出春运交通安全提示，在错峰放
假开学、错峰返乡返岗、错峰出游出行
政策引导下，今年春运道路交通流量
将相对缓解，
但局部地区、重点时段人
流、车流、物流仍相对集中，交通拥堵
和交通事故易发高发。
综合交通出行特征、道路货运流
量、气象预测预报、疫情防控形势等情
况，2022 年春运道路交通安全依然面
临严峻挑战。自驾拼车出行持续增
长，私家车肇事易发多发，2021 年春
运期间私家车肇事占比达 73%，成为
春运突出风险点。春节前和元宵节后
货运高位运行，超限超载、超速、疲劳
驾驶等违法肇事风险不容忽视。农村
地区交通流量增大，群死群伤交通事
故风险高，去年春运期间农村地区发
生 3 起一次死亡 5 人以上交通事故。
城市道路出行强度高，
酒驾、不按规定

让行等违法多发，去年春运期间城市
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占比达 50.4%，创
下历史新高。另据气象部门预测，今
年 1 月至 2 月冷空气活动频繁，易造
成路面湿滑、结冰、能见度降低等问
题，
车辆失控翻坠、追尾甚至连环相撞
等事故风险增大。
公安部提示，
自驾车辆出行，
应合
理安排出行路线，
驾车时要集中精力，
不超速行驶、酒驾醉驾；行经高速公
路，要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穿插，不
占用应急车道，遇事故“车靠边、人撤
离、即报警”
；
行经农村道路，
要降低车
速，礼让行人；恶劣天气出行，要“降
速、控距、亮尾”，通过急弯陡坡、积雪
结冰路段，
要提前降低车速，
不急打方
向、急踩刹车；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
选择正规营运客车，
全程系好安全带，
不乘坐
“黑车”
、超员客车，
发现违法行
为主动举报。
任沁沁

江苏八部门联合发文：

企业开办全流程“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新华社南京 1 月 14 日电 江苏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等 8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推动
企业开办“一件事”改革，凡是企业开
办一表采集、一次性提交的材料，
不得
要求申请人重新网上填报或线下分次
提交，
确保实现企业开办全流程
“一件
事一次办”
。
通知明确了部门间数据交换机
制，
打通企业开办数据传输堵点，
企业
开办将压缩为 1 个环节，最短半天就
可以完成企业开办事项。

为减少企业的重复登录认证和跑
动次数，江苏省将迭代升级企业开办
全程电子化登记功能，根据企业开办
不同需求，
推行
“全链式通办”
“分链式
选择办”
“ 单链式单独办”3 种服务模
式，
构建多场景企业开办服务新模式。
通知还要求江苏各地加强协调合
作，
推动落实企业开办
“全省通办”
、长
三角
“一网通办”
“跨省通办”
，
实现电子
营业执照异地数据共享、
远程身份核验
和异地帮办授权，
切实解决群众
“多头
跑、
跑远路、
跑多趟”
的问题。 郑生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