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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
老年人上网话题几度登上热搜
老年人学上网有人支持，
有人担忧

家里老人学上网

晚辈最担心什么

最近几天，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仅 23％会上
网的话题几度登上热搜，截至昨日下午 3 点，该话
题在微博的阅读量已突破 1.2 亿人次。
最开始引起话题讨论的，是央视《新闻直播间》在端午
节播放的一期节目。节目中提到：2019 年，我国 60 岁以上
人口 2.54 亿，截至 2019 年 9 月，微信 55-70 岁的用户只有
6100 万。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9 年的数据，60 岁以上老人
上网比例只有 23％，超过四分之三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未曾
接触过网络。

70 岁的赵婆婆

为了能和孙辈们视频，苦学微信

6 月 28 日，记者随机调查了身边 10 位 60
岁以上的老人，其中有 7 位用的是智能手机，他
们都有自己的微信。
同时，记者调查发现，相对于年轻人在网上
购物、消费、娱乐等多种行为，老年人的上网行
为较为单一，
多数集中在刷微信、看剧上。
70 岁的赵德卫，家住永川区，她的手机里，
抖音、淘宝等都没有下载，最常用的 APP 是微
信，她不会打字，唯一会的功能是微信视频，那
是女儿手把手教了一周才学会的，这样她就可

77 岁的李婆婆

以和在外地读书的孙子、外孙女视频了。
“不想学其他的，太费眼了。”赵奶奶说，智
能手机屏幕的字太小，她手上有老茧，老是戳不
中屏幕上的按钮，唯一的动力就是跟孙辈们视
频。
现在，除了微信视频，赵奶奶的智能机只能
打电话和充当 MP3。女儿多次要教她其他的
上网功能，但每次学不了一会，赵奶奶就放弃
了，
“一会儿点这里，一会儿点那里，看个电视剧
要点五六个地方，
找都找不到。
”

视频网站高级会员，
追剧追到半夜

每每和朋友聊起家里老人对网络的态度，
28 岁的白旭冉都只能苦笑，
“ 我外婆简直是个
网瘾少女。”
小白 77 岁的外婆李婆婆是个电视剧迷，每
天上网追剧短则两个小时，有时候看入迷了，能
看到深夜。6 月 29 日上午，外婆给小白打了电
话，让她给自己的一个视频网站的账号充值，
“要星钻会员，我看的那部电视剧，要星钻才能
看。”小白登录上外婆的视频网站账号，充了 50
块钱，
将账号等级升级成
“星钻会员”
。
为了在网上追剧，李婆婆让家里人开通了
很多视频网站会员，家人害怕她伤眼，想给她在

家安装智能投屏或者为她更换屏幕大一些的电
脑，
但都被李婆婆拒绝了，
“不方便，
搞不来。
”
成了“星钻会员”，李婆婆又忙着追剧了，小
白却担心起来，她赶紧给妈妈发了微信，
“ 你看
着外婆点，别一天都看电视剧，
眼睛遭不住。
”
每次遇到点映后续集数的电视剧，小白和
妈妈就要和外婆斗智斗勇，
“每次点映的集数少
则五六集，多则数十集，老人却总想着一次性看
完。有时半夜睡醒，她还插着电源线追剧。”害
怕外婆看久了伤眼，小白和妈妈会强制要求外
婆休息，但基本都以失败告终，
“ 我腿脚不好不
能出去耍，你要我在家里闷死吗？
”

家人的担忧

眼科专家提醒

完全不接触怕和社会脱节
玩多了又怕他们伤眼

电子产品不会引发白内障
正确使用老花镜更重要

白旭冉说，外婆是在 3 年多前开始学会用平板
电脑上网的，当时老人的腿做了手术，不能长时间
行走，大多数时间只能呆在家里。怕她无聊，家人
教会了她上网。
现在，
小白的外婆能熟练运用微信，
还会在网上
下载游戏、
看剧，
但一家人又有了新的担忧，
“网上说，
老年人电子产品刷多了要得白内障，
外婆本来老花眼
还不是很严重，
但自从学会了上网，
老花眼的症状严
重了，
我们很担心。
”
昨日，记者采访了 10 位被调查老人的家
属。他们最担心的是上网影响老人眼健康，
其
次是怕老人上网会被骗。
“我妈特别喜欢加那种
免费课程的微信群，
每次都要提醒她，
一定不要
给对方转账。”渝北区的林女士说，母亲很喜欢
网购，
已经被骗过好几次了。此外，
如果家里的
老人对网络世界一窍不通，年轻人也有担忧。
“现在，
很多业务都只在网上办了，怕老人自己
搞不定。”秦女士的母亲今年 75 岁，
“她不会上
网，
也不愿意学着上网，办点事很不方便。
”

昨日，记者就老年人上网的相关问
题专访了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院（重
庆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易虹。易虹介
绍，目前市面上电子产品使用的液晶屏
幕并不会对眼睛造成伤害，而手机、平板
电脑等电子产品的使用，不会促使白内
障产生或加重，
“ 白内障的发生与加重，
与血糖、紫外线、环境有关，与液晶屏幕
的使用关系不大。
”
在日常诊疗中，易虹经常接诊到眼
部不适的老年病人，他们大多数被诊断
为干眼症，这和他们在使用电子产品时
的错误行为有关，其中最多的是老花眼
镜的使用不正确，造成了视疲劳和干眼
症。
易虹提醒，老人年每天用在电子产
品上的娱乐时间最好不要超过 1 小时，要
多参加户外运动多锻炼，还可以适当补
充花青素。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

经营 7 年的新世纪百货南坪商都今天关店

B1 层的超市继续营业；涉及到商品三包、售后等问题，
由新世纪百货江南商都来处理
经营了 7 年多的新世纪百货南坪商都，将
于 6 月 30 日 18 点后关店，这是重百系在主城
商圈关闭的第一个综合百货商场。
新世纪百货南坪商都为何关闭？传统百
货商场是谢幕退场，还是转变求新？在退进之
间，
传统百货到底该何去何从？

丰商场和新世纪百货江南商都。

传统百货的困局与未来

今日营业结束后关店停业
昨日一早，有细心的市民发现，新世纪百
货南坪商都大门口张贴出一张醒目的《告顾客
书》，
“因公司经营调整，南坪商都百货业态将
于 6 月 30 日 18：00 营业结束后停止营业，B1
层超市业态继续经营。
”
同时，该《告顾客书》还明确：如果购买的
商品涉及三包、售后等问题，将由新世纪百货
江南商都进行解决。
昨日上午 10 点，和往常一样，南坪商都正
常开门。
记者在商场内看到，一楼和二楼仍在营
业，
但化妆品、饰品等商品大部分已搬空，一部
分夏装、凉鞋正在打折清仓，有一些市民正在
购买清仓商品。三楼以上的楼层已关闭，通往
三楼以上的扶梯也已停运。
“明天 18 点后，商场就关闭了，我们的东
西就要全部撤场，
现在是清库存。
”
某品牌凉鞋
的营业员表示，这个店关闭后，他们在重百和
新世纪其他店还有销售，所有售后、三包均能
保证。
南坪商都承载了很多南岸区居民的记忆，
听说即将关停，
不少老顾客都觉得不舍。家住南
岸区四小区的陈女士说，
这几年已经习惯了在这
里买东西，
“突然要关店了，
还有点不适应。
”

7 年连亏，
重庆百货忍痛割爱
事实上，
南坪商都关店并不意外。
这几年，
母公司重庆百货也多次发布年报

新世纪百货南坪商都大门口张贴的《告顾客书》
披露，
要关闭南坪商都等扭亏无望或租约到期
的卖场。重庆百货去年年报公布的“2020 年
度关店计划”显示，公司决定关闭扭亏无望或
租约到期的南坪商都、达州商都、D 柒商都等
29 个场店。
2013 年 1 月底，南坪商都热热闹闹地开
门营业了，这是新世纪百货在南岸区打造的
首家市级主力百货店，面积达到 4 万多平方
米，由南坪商都与盛汇广场合作，同步打造
集购物、娱乐、休闲于一体的都市时尚新中

心。
但随着电商的迅猛发展，
南坪商都从开业
起，
每年都在扭亏的路上挣扎。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南坪商都虽然地处南
坪商圈黄金位置，
但在聚客和吸客方面始终难
以形成气候，商场想尽了办法吸引顾客关注，
但效果一直不太理想。
在连续 7 年亏损后，重庆百货只能忍痛割
爱，放弃了南坪商都。不过，重庆百货并没有
退出南坪商圈，目前还有 2 家卖场——重百南

传统百货的“收缩”并非偶然。在南坪商
圈，
这样的谢幕，
已经上演了多次。
2019 年 3 月，在南坪经营了 18 年的南坪
百盛商场关门。至此，
我市第一家外资百货全
部撤出重庆市场。
而此前，南坪商圈内已有尚熙百货、元旦
百货、万达百货、东方商厦等百货卖场相继关
闭。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传统百货商场关店
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购物中心越开越
多。
据赢商网不完全统计，2020 年全国拟开
业购物中心 874 个，合计商业体量约 7923 万
平方米。
从 2020 年拟开业项目最多的 TOP20 城
市来看，成都、重庆并列排第一，各有 31 个项
目。今年重庆新开业的购物中心项目有龙湖
重庆金沙天街、重庆星光 68 二期、融创精彩
汇、重庆磁器口后街、重庆融创茂、重庆桥达·
茂宸广场等。
就实体百货而言，有的在退，但同样有的
在进，
这退进之间到底藏着什么玄机？
《中国百货零售市场分析调研报告》显示，
传统百货公司在经历了 10 年的高速发展后，
已经迎来产业调整的转型期。传统销售运营
模式已不能解决现在所面临的新消费需求变
化等问题。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传统百货必须要找
到全新的人、货、场运营模式，包括销售模式、
用户互动体验模式、大数据智能化管理、直播
等创新，
才能在与购物中心、网上商城、电商的
竞争中占据主动权，实现突围。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徐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