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的难点与重点
林 宝

【摘要】在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老年群体面临数字鸿沟成为时
代发展的产物。这一群体处于数字鸿沟中相对劣势的一端，属于比较容易识
别的数字贫困人群，应当成为数字贫困治理的重点对象。面对数字时代的滚
滚浪潮以及不断加深的老龄化社会，如何确保老年人能跟上时代步伐，建设
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智慧老龄社会，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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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还需要采取更多针对性措施。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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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习惯，相对较高的上网费用会对其

发展成为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进一步加

改 善 老 年 人 生 活 质 量 的 手 段 和 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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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将更加多样化。

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

在人群之间制造新的鸿沟，形成新的贫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决胜全面建

当然，在目前数字鸿沟客观存在的

困与不平等。建设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

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前提下，社会管理层要充分意识到这种

智慧老龄社会，是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践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即到

差异，在出台相关政策时，应当充分考

行联合国老龄化议题所达成的共识，也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

虑到部分老年人尚不具备使用数字设备

是未来老龄社会建设的目标和方向。

2050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和相关应用的条件，不搞一刀切、全盘

智慧老龄社会是一幅怎样的未来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人口老

数字化，而是应该提供多种选择，保留

图景？日本提出的“5.0 社会”构想具

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建设不分年龄

一些传统方式，尽量减小对老年人生活

有一定的启示意义。“5.0 社会”又称

人人共享的智慧老龄社会是建设社会主

的影响。

为超智慧社会，是指“能够将必需的

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

物品和服务在必需的时间以必需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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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保老年人跟上时代步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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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新技术的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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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整个社会的系统化、智能化水平以及

龄社会，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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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社会运行效率，不断优化产

地区、语言等各种差异带来的影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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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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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月异，数字生活应用场景的覆盖范

现实空间的高度融合，针对各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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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会越来越广，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

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提供细致入微的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与家庭研究中心

问题也将更加突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服务，使每个人都能过上便利、舒适

研究员）

当前，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

并充满活力的高品质生活。“社会 5.0”

化正在深入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通过物联网连接所有的人和事以共享

已经成为一项重要战略。面对数字时代

各种知识和信息，创建了新的共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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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滚滚浪潮，如何确保老年人跟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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