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乐活10 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 责编：谭教园

延伸阅读

新闻1+1

■相关链接

中国大妈惊艳亮相

在2019年中国国际时尚周
上，100位中国大妈惊艳亮相。
这群平均年龄 55 岁的中国大
妈，以中老年“超模”造型亮
相开场大秀，表达中国女性的
强大和时尚无龄感，也改变人
们对“中国大妈”的印象。

近年来，中国的一些艺术
家，更是常为中国老人推出相
关的主题摄影展。湖北宜宾90
后女孩为奶奶拍艺术照，湖南
长沙女大学生给奶奶拍时尚写
真等新闻裹挟着温情而来。年
轻人用手中的镜头，展现其生
命厚度。那些镜头下“银发一
代”的影像，向人们展示了这
一群体的另一面。厦门的摄影
师小野杰西，为85岁的爷爷拍
摄了一组帅气时尚的照片，使
其被喻为中国最帅气的老伯伯。

小区大爷发出不老宣言，
摇身一变雅痞绅士；晨练大妈

街头暴走，秒变朋克公主刷爆
眼球；白发爷爷原力觉醒，演
绎嘻哈休闲风；气质奶奶变身
原宿少女，演绎从森林中走出
的文艺女青年；燃爆的街舞和
广场舞表演炸响 C 位舞台；老
年模特酷炫的快闪视频，走秀
过程还有肌肉爷爷大秀腹肌。
中国老人“触网”后，出现许
多典型的时尚样本。

常玩抖音的人，一定会常刷
到张双利，他在电视剧《甜蜜暴
击》中饰演关晓彤的爷爷，这位
个性老人每天都打扮得很酷
炫。“小顽童爷爷”装扮成小黄
鸭，或与奶奶合跳蹦迪，童心未
泯、玩性大发；80岁乌镇老妇胡
晖，不仅会网购、微信支付、在线
交流养生穿衣搭配，直播和抖音
也被她轻松玩转，“网红奶奶”名
不虚传。

杜拉斯 《情人》 的开篇，
有一段家喻户晓的作家自白。
男子在公共场合向女子表达爱
意，此时的女子已然老去。但

男子坚称：“对我来说，我觉得
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
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
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
摧残的面容。”是啊，不管活到
什么年纪，都不要让外在的刻
板印象把老人捆绑住。余生只
要时尚打扮活出自我，照样能
为你爱的人而绽放美丽!

网红老人玩直播

直播架、iPad、充电宝……
看到这些物品，多数人脑海里
都会浮现出年轻的网络主播在
直播的画面，很少会将它们与
老人联系到一起。而过去 3 年
时间里，62岁的王金香几乎每
周都与 k 歌、直播相伴，被粉
丝亲切地称为“金香奶奶”、

“香妈”。
金香奶奶在全民 k 歌平台

上已拥有超过22万的粉丝，是
名副其实的“网红老人”，也是
老年人精神生活的代表。她最
初只是喜欢唱歌，经常在微信
群里给大家唱歌，经人引荐，
才开始接触在线唱歌平台。后
来随着直播平台兴起，金香奶
奶也“玩”起了直播。

“我刚开始不太会操作手机
和这些软件，但是我喜欢尝试
新鲜事物，刚好有平台的老师
教我流程，所以我后来在直播
的时候，也会分享体验心得，
希望大家能通过更流畅的操作
实现更好地歌唱效果。”为了直
播和作品能不断进步、带给粉
丝新鲜感，她常在其中加入一
些亮点，比如精心搭配的服
装、编排过的手势动作和配合
演出的道具等。当“网红”之
余，金香奶奶还在几家企业做
兼职会计，“网络不是我生活的
全部，每个月上半个月工作，
下半个月唱歌直播，我觉得这
样生活才会充实。”

鸟巢、北海、前门……这
位家住在北京的“朝阳大妈”，
依托地理优势，用直播的方式
为粉丝们展示着京城的美景。
听歌、聊天、跟着金香奶奶

“逛”北京，有趣又独特的互动
方式，不仅使金香奶奶受到大
批粉丝追捧，还让金香奶奶从
众多“网红老人”中脱颖而出。

据《北京青年报》

我国社会老龄化步伐加
快，被称为“银发经济”的
老年产业也呈现蓬勃发展之
势。可穿戴式智能助力机器
人、老年人辅助药理水杯、
心肺复苏仪……越来越多的
为老年人设计的高质量智能
产品被研发出来。

这些智能产品设计体验
不仅为老年人带来了便利，
他们在学习使用方法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参与了
互联网。

智能产品将在老年人生
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智能产品最关键的是改

进产品的设计，提高老年人
使用智能产品的获得感。

有专家表示，在引入新
技术时要充分考虑到年龄多
样性，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
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要多
走进老年人的生活，了解他
们的真实需求。在对老年人
的互联网体验进行设计时，
进行包容性的治理和创新必
不可少。

在整个社会迈向老龄化
的当下，互联网的设计更加
需要关注老人需求，避免将
他们遗弃在科技的洪流中。

晚综

老年人更需要智能产品

在现在的年代，上网不
仅仅是青少年喜欢的东西，
很多家长老人也对上网有了
兴趣。如果老年人合理上网
的话，对身心健康也会起到
很大的帮助的。

有益头脑 老年人通常
都会出现记忆力衰减的情
况，更为严重的情况就会变
成老年痴呆。合理健康的上
网就会对老年人起到一定的
作用，上网可以对老年人的
思维得到提升，让大脑更加
灵活。因为上网的时候是会
处在一种比较兴奋地状态
的，对头脑的神经会起到一
定的调整作用，短时间合理
健康的上网对头脑的锻炼起
到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所以
说，老年人上网并不是没有
好处的，只是需要合理的控
制好上网方式和时间。

有益“开眼” 这里的
“开眼”是指开阔视眼，从
网络上我们可了解到很多平
时不知道的东西，不仅是老
年人，所有人都是如此。对
于 老 年 人 来 说 ，
通常情况都是待
在家里，了解外
界情况的方式除
了 报 纸 广 播 外 ，
网络也是一个便
捷的方式。所以
说，上网可以让
老年人更加“开
眼”，同时可以提
高老年人的日常
生活质量。

有益交往 如

果家里没有小孩的话，家人
都外出工作上班去了，留在
家里的只有老人自己，这个
时候老年人是非常无聊孤独
的，而且更易产生消极情
绪。所以说，老年人适当的
上网可以对身心起到作用，
而且还可以让老年人认识到
更多的朋友，在网上老年人
可以通过网络和别人交流，
可以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充
实，这样老年人就不会感觉
自己孤独不会感觉无聊了。

有益生活 有了网络以
后，老年人在晚上可以体会
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在网
上玩游戏看电视，而且生活
中的象棋娱乐这种适合老年
人的放松方式，大家在电脑
上都是可以实现的，会对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起到一定的
提升作用。所以说，为了老
年人的身体，为了老年人生
活的质量，大家完全可以合
理的给老人安排上网时间和
方式，让老年人最晚年生活
里更加充实。 晚综

虽然说上网对老年人虽然说上网对老年人
有好处有好处，，但合理上网才是但合理上网才是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老年人上网时老年人上网时
一定要以健康为主一定要以健康为主，，上网上网
时间不宜过长时间不宜过长，，而且上网而且上网
期间也应适度休息期间也应适度休息，，不要不要

让身体太过于劳累让身体太过于劳累。。同时同时
不要沉迷在网络游戏上不要沉迷在网络游戏上
面面，，否则会让老人更快的否则会让老人更快的
引发一些疾病引发一些疾病，，不论从身不论从身
体上还是身心上只会加快体上还是身心上只会加快
老年人退化的危险老年人退化的危险。。 晚综晚综

老年人上网应该注意什么老年人上网应该注意什么
■小贴士

暮年的欧美老人不走寻常
路，向往说走就走的旅行。他
们在退休后，没有工作家庭的
压力，带着老伴边走边玩。据
了解，美国目前房车保有量已
超过百万，车主大多是退休老
人。而法国老人同样热爱生
活，他们在退休后，用工资享
受美食旅行。法国政府规定，
老人享有高额退休金、老年保
障金和医疗费报销等，这使得

他们在退休后就开启了度假模
式。他们热爱美食，也很在意
身体健康，健身房、游泳池、
城市周边的森林，常能看到他
们矫健的身姿。

欧美老人的时尚生活还体
现在穿着打扮上。可可·香奈
儿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潮流时
尚，老年的她凭借一身黑西
装，搭配珍珠项链，实力演绎
何为优雅地老去。 晚综

网 红 是网 红 是 ““ 网 络 红 人网 络 红 人 ””
的简称的简称，，是指在现实或者是指在现实或者
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
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
注从而走红的人注从而走红的人，，或长期或长期
持续输出专业知识而走红持续输出专业知识而走红
的人的人。。他们的走红皆因为他们的走红皆因为
自身的某种特质在网络作自身的某种特质在网络作
用下被放大用下被放大，，与网民的审与网民的审
美美、、审丑审丑、、娱乐娱乐、、刺激刺激、、
偷窥偷窥、、臆想臆想、、品味以及看品味以及看
客等心理相契合客等心理相契合，，有意或有意或
无意间受到网络世界的追无意间受到网络世界的追
捧捧，，成为成为““网络红人网络红人”。”。

中国网红老人刷屏

活到老 美到老
老人时尚起老人时尚起

来来，，年龄也只是年龄也只是
数字问题数字问题。。因为因为
时尚不只是年轻时尚不只是年轻
人的专属名词人的专属名词，，
它对任何人都没它对任何人都没
有设限有设限。。不同年不同年
龄层的人龄层的人，，只要只要
不放弃对美的追不放弃对美的追
求求，，都能成为都能成为
人群中最闪亮人群中最闪亮
的的星星。。

欧美老人爱时尚爱旅游

■■名词解释名词解释

老年人上网

让晚年更加充实

6969岁老人王沛在岁老人王沛在TT形台上表演形台上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