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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群聊微信群聊、、在线在线KK歌歌、、用用APPAPP录制广场舞视频录制广场舞视频————

银发族网银发族网络社交寻找新乐趣络社交寻找新乐趣

“我要赶紧发个红包，和亲戚

们报一下喜！”孙女出生后，65岁

的王女士立即在微信亲戚群里发了

20个红包。“一下子就被抢光了。

你看，亲戚们都发来了祝福呢！”

王女士一边盯着微信跟亲戚互动，

一边满脸生花地说。

像王女士这样爱用手机上网的

老年人不在少数。一家数据研究机

构统计，截至 2018年 12月，我国

50岁以上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

已经超过 5000万，其中微信月人

均使用时长接近1400分钟。

微信群聊、录制视频发布到社

交平台、手机下棋、在线K歌……

时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交际圈

移至线上，在网络社交中寻找新的

乐趣。

“孩子不在家，老伴也不在，我
一个人怪无聊的。”65岁的李风云
说，两个女儿平时工作很忙没时间
陪自己，老伴又喜欢和北京的钓友
一起去钓鱼，平日家里就自己一个
人。除了和邻居聊天、逛超市，生
活中的休闲娱乐少之又少。

“ 幸 好 有 微 信 群 帮 我 打 发 时
间。”一个月前，李女士的老同学建

了微信群把大家联系在了一起，被
拉进群的她像发现了新大陆。“群里
每天从早聊到晚，大家分享自己的
生活，发各种各样的图和表情包，
可好玩啦！”

在女儿的帮助下，她已经学会
了怎么在微信里发语音、分享短视
频。现在没事做的时候她就打开微
信群，和老同学们聊天。“看到大家

丰富多彩的生活，我觉得自己的生
活好像也跟着丰富了起来。”

最近，李女士看到朋友圈里老
有人发旅游美照，她的心也按捺不
住了。她看别人去新疆拍的照片挺
美的，就在微信里约了几个老同
学，打算10月份一起去新疆走走。

据第三方平台统计，与亲朋子
女随时联系、维系熟人圈是银发人

群使用互联网最重要的需求。《中老
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显示，超
八成中老年人都会在微信中发表情
包、在朋友圈与他人互动、接收或
发微信红包，近七成会拍摄和转发
小视频。在中老年人最常参与的旅
游、运动健身和广场舞活动中，微
信超过了电话和面对面沟通，成为
最常用的联络方式。

“幸好有微信群帮我打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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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刚退休的王女士一刻也闲
不下来。喜欢跳舞的她最近迷上一
款叫“糖豆”的 APP，每天至少要
花一小时在上面观看、学习各种广场
舞。只要天气好，她都会约上舞伴外
出跳舞，偶尔还会拍一段自己跳舞的
视频发到APP上。“还有不少网友给
我点赞呢！”王女士神色骄傲地说。

从小区广场舞到把舞蹈分享到

线上、从公园合唱团到网络 K 歌
……移动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银发人群的娱乐生活。与此同
时，网络社交娱乐需求让不少银发
族产生了新奇感和消费欲，“银发经
济”也成为不可忽视的消费新势
力。而社交媒体的兴盛与移动支付
的便利，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老
年群体的消费模式。

每天在公园跑步的李大爷是运
动 APP“Keep”的忠实粉丝。他表
示自己不仅会每天在“Keep”上打
卡和跑友分享运动成果，还会在里
面的“运动商城”里购买运动装
备。前段时间，他看中一个运动手
环，“大家都说好用，价格也不
贵”，不到几秒的功夫，便用微信支
付的方式把手环买了下来。

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
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
年至 2050年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
费潜力将从 4万亿元增长到 106万亿
元左右。有数据显示，2016—2021
年老年人在社交娱乐、养生理疗和
照料看护方面的消费增速预计分别
达到 22.0%、19.0%和 16.0%，“银发
经济”将成为消费升级的新蓝海。

多元社交生活带动“银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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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在社交上积极“触网”带
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但部分问题也开
始浮现。其中，如何分辨网络信息的
真假成为困扰他们的一大难题。

“转基因食品有毒，你还在吃
吗？”不久前，李风云在朋友圈转发
了这篇文章，而在一个星期后，这
条消息就被辟谣为假新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
布的《我国中老年人互联网生活研究报
告》显示，在互联网上当受骗过（或者

疑似上当受骗过）的中老年人比例高达
67.3%，受骗的类型主要是免费领红包
（60.3%）、赠送手机流量（52.3%）和
优惠打折团购商品（48.6%）。

“老年人对谣言的分辨能力较
弱，很多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这点
以及老年人勤俭节约、重视健康的
心理，编造谣言，进行诈骗。”常年
从事老年人服务的社区工作者罗旭
说，在自己的朋友圈内，经常能看
到中老年人朋友转发诸如《伏天喝

热水可逼出深入骨髓的寒气》《喝牛
奶会致癌》之类的消息。这些谣言
虽多次被辟谣，但一些中老年人仍
旧频繁转发。

李风云的女儿安晓奇表示，有
时看到长辈转发的这类文章，会提
醒他们这是假新闻，可长辈不听，
还说自己没认真看。安晓奇坦言，

“每次我好心提醒，却都以争执收
场。我再也不愿意管了。”

在罗旭看来，子女不应该对中老

年人轻信朋友圈里的谣言表示斥责和
鄙夷，而应该给予父母更多的理解和
关爱，在教会他们使用新科技的同
时，提醒各种不良信息的存在，不断
增强他们抵抗谣言的免疫力。

“尽管网络社交在老年人生活中
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老人
也仍应把生活的重心放置于现实生
活中，在生活中找寻真正的乐趣与
享受。在这方面，儿女可以做得更
多。”罗旭强调。

分辨网络信息真假成一大难题

据相关研究显示，长
期孤独是一种病，会给人
带来严重伤害，研究甚至
表明一个爱交际的人比一
个孤独的人的生存率要高
出 50%。可见，社交活动
不但能增强人与人之间分
享经验的机会，更能大大
提升身心健康。这项研究
对老年人同样适用，而且
随着身体健康的变化以及
对社交活动的关注，老年
人在这方面的需求会越来
越强烈。然而，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老年
人的社交活动渠道不可避
免地发生着转变。

毫无疑问社交活动的
重要先决条件是个人关系
网，然而，随着社会生活
的发展，经济结构灵活性
的增加以及城镇化进程的
发展，个人关系网的表现
形式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

家族结构作为社交活
动的第一层关系网遭到冲
击，灵活的经济结构、城
镇化的进程以及网络信息
的交流，使得走街串巷、
面对面聊天的社交方式已
经不再适用，互联网工具
成为维系家族、老乡或同
学这类社群关系的纽带。

习惯于传统社交结构
的老年人，很难适应这种
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新社
交时代，老年人更容易产
生孤独感，为了冲破这种
孤独感，增加和子女、亲
友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选择加入这种新型
社交形式，灵活运用智能手

机、社交软件已经成为很多
老年人的必备技能，而借助
互联网进行社交互动成为老
年人新的选择。

也许转变的开始存在
被迫的成分，但是打破这
种 思 维 模 式 和 使 用 障 碍
后，老年人却以惊人的速
度迅速跟上了移动互联网
的社交步伐。他们开始疯
狂迷恋上微信，并用这种
新时代的工具维系分布在
各地的老友，与离家在外
的孩子聊天，分享相册，
甚至开始使用购物等功能。

调 查 显 示 ， 2018 年 ，
我国 55岁到 70岁的老年微
信用户日均使用微信的时
长为 1.37 个小时，仅比青
年人少 0.49 个小时。在老
年人掌握的微信功能中，
社交功能占 85%，信息功
能 占 65% ， 支 付 功 能 占
50%。所以，在未来一段时
间内，在中青年群体中或
许 可 以 出 现 微 信 的 替 代
者，但是在老年人群体中
微信的地位几乎无法取代。

虽然微信不能取代老
人 面 对 面 社 交 的 真 实 需
求，但它填补了老年人的
社交空白，而且微信作为
老年人重要的信息来源，
可以提升他们参与任何事
物的可能性。因此，在不
久的将来，老年产品与服
务行业必定会通过微信社
群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他
们精神宣泄与健康管理的
窗口，同时作为家属也要
特别注意，时刻关注与保
护家人合法权益。

网络社交
再也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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