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年网购经验
她当起姐妹圈里的“网络代购”

“这次收到的舞蹈鞋质量不错

呢！”

“是的，颜色也没有偏差。”

“还得谢谢我们的林姐，以后还找

她‘代购’。”

听着身边的姐妹围在一起讨论着

自己网购的战利品，有着五年网购经

验的林阿姨心里别提有多满足。

5年前，家住龙福小区的林阿姨在

女儿的帮助下接触到了网购，并注册

了多家电商的账号，从此便爱上了网

购。小到纸巾、牙刷、牙签等，大到洗

衣机、电视机等，她都在网上购买。林

阿姨性格外向，每次网购到心仪的东

西时，她都会跟身边的姐妹分享，久而

久之，林阿姨就成了身边姐妹们的网

购达人。

一次，林阿姨听到身边的一位姐

妹聊到想尝试网购却又害怕接触网购

时，热心肠的她不仅主动分享网购经

验，还常常帮她们代购商品。据悉，仅

“双11”这一天，林阿姨自己下了三单，

帮助姐妹们下了七单。“我也能理解她

们的顾虑，毕竟在网购世界里套路还

是蛮多的。”林阿姨说，最开始网购时，

她也曾有过挑花眼的时候，因为从某

宝里搜索某商品，至少就有数十个相

应的链接跳出来，有的价高，有的价

低，让人捉摸不透。而今有着五年网

购经验的她，已经养成了每次网购前

先看评价的习惯，尤其要看差评；另

外，她只选择品牌旗舰店下单，根据自

己的需求进行网购。

把各种优惠用到极致
买之前喜欢“拼”一下

从最初对网购抱着将信将疑的态

度，到成为“触网”新人，再到现在的网

购达人，这些年来，许多老年朋友的网

购生活在不断发生变化。采访中，不

少老人及老人的子女向记者反映，习

惯网购的老人对于网购的需求已悄然

升级，如今的他们还解锁了不少网购

技能，比如，在网购时喜欢找人拼个

团。

“我喜欢拼单团购，既便宜又能见

识新奇的产品。”60多岁的周女士告诉

记者，一年前，她在微信聊天时突然收

到朋友发给她的一条拼单信息，在咨

询朋友后，她便和朋友一起拼单，用1

元钱购买了一双家居鞋，从此便迷上

了拼单团购。“大到衣服、餐具，小到孙

子的玩具和收纳用品，我都是在拼单

网站上买的，为此我们还建了一个微

信群，互相推荐好的产品。”周女士说。

不仅如此，有些老人还懂得在某购

物软件上签到、砍价、拼团。在朋友的

带动下，58岁的刘女士学会了如何凑

单、算满减，把能用上的优惠用到极

致。她最得意的一次购物是花了不到

10元买了一件衣服。据其介绍，在她身

边还有不少银发网购族会在一些拼团

软件上买菜、买水果。有一次，刘女士

看到有便宜的黄桃拼团，她也跟着拼

团，没想到第二天中午就收到货了，那

盒黄桃不仅个头大、口感好，而且价格

便宜，是她很满意的一次网购。

当然也有不少老人反映，并不是

每次拼团都能买到实惠的好货，也有

“失手”的时候。家住龙福小区的李女

士告诉记者，她曾和朋友一起拼团买

过休闲鞋，收到货后就觉得不对劲，不

仅有色差，做工还粗糙，结果没穿几天

就脱胶了。

提防页面弹出的广告
当心陷入非理性购物陷阱

采访中，还有老人向记者反映这

样一个情况：“明明点开的是微博，想

看看新闻，却不知怎么跳出了某宝的

页面。也许是大数据的关系，页面上

推荐的还是我感兴趣的商品，就索性

点开来看。有次看到件款式不错的大

衣就买了，后来想想这算不算冲动消

费，我只是想看个新闻，没想要网购，

却被弹出来的广告给吸引了。”

另外，还有80后孙女士向记者吐

槽，她的妈妈沉迷抖音，尤其是喜欢看

抖音上一些推荐生活便利小道具的视

频，每次看后都会发到家庭群里，问她

能不能在网上找到，想买一个。“有的

小道具确实是好，比如她曾看中的一

个厨房收纳架，能给厨房腾出不少空

间，我就给她买了一个。但有一次，她

看中了一个擦窗神器，非得让我买一

个，结果在使用的时候，因为吸力不够

掉到楼下，幸好当时楼下没人，不然砸

到人或吓到人就事大了。

对此，记者要特别提醒一些对网

购环境还不太熟悉的老年朋友，当看

到弹出的广告时，要提高警惕，不要轻

易被商家的广告和宣传语忽悠，避免

陷入非理性购物的陷阱或误操作遇到

骗局。

（记者 刘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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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套路 积累经验

网购升级 银发网购族解锁新技能

黄韵诗/画

本报讯 11月14日，由泉州市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石狮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闽南理工学院主办的泉州养老服务

产业发展研讨会在闽南理工学院举

行。会议以“创新驱动，智慧养老”为主

题，邀请国内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集智

聚力，对泉州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展开热

烈探讨。

会上，以助力养老事业的长效机制

和资源动员为切入口，专家学者们通过

主旨分享、经验分享等方式，从理论到

实践建言献策，助力创新养老志愿服务

模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会后，与

会人员还一同前往石狮市红景天雅园

老年公寓进行考察调研。

（记者 蔡怡婷）

泉州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研讨会在石狮举行
探讨智慧养老新模式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上接一版）其一日三餐需要人喂食，而
且由于大小便失禁，每天也需要有人为

她更换纸尿片等。这些事情，都是由苏

先生及其妻子来做。照看女儿“牵扯”

了苏先生大量的时间和财力，让他难以

腾出精力来做其他事情。有一位姓吴

的市民，其弟弟因病卧床多年，双下肢

萎缩，生活无法自理，丧偶后更是无人

照顾。作为哥哥的吴某便承担起照看

弟弟的责任，而同时，其家里的一位老

母亲也是由他来照顾。照顾弟弟和老

母亲让他增加了不少负担，也让他的生

活变得更加忙碌。

在石狮，很多人因为身体残疾而

成了“失能人员”。从石狮市残联，记

者了解到，截至11月13日，我市残障

人士有超6000人，包括视力残疾、听

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

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残疾等级划

分为四级，如果残疾等级为一级、二

级，往往就无法自理生活，属于“失能

人员”。据统计，我市残障人士中，残

疾等级为一级的有980多人，二级的

有1500多人。在这些残疾人家庭中，

因“一人失能”而导致“全家失衡”的

现象并不鲜见。对于他们来说，如果

没有好的经济条件，仅靠家庭自身力

量想要“脱困”并非易事。而“长护

险”试行，无疑让他们多了份“破局”

的希望。

从石狮市长期护理保险领导小组

办公室，记者了解到，近段时间，我市已

逐步对全市1900多名“长护险”参保对

象的失能等级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和评

估确定。“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导

致身体功能全部或部分丧失，生活长期

无法自理的，这类人都是‘长护险’可以

保障的对象。”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我市“长护险”试点阶段，重点保障对

象主要有三类：石狮区域内低保人员、

“边缘地带”困难户家庭成员、特困人员

（含孤儿）。以后，保障对象的覆盖范围

将逐步扩大。

“长护险”会提供哪些贴心
服务？

那么，“长护险”可以为失能人员提

供哪些贴心的服务呢？石狮市长期护

理保险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我市试行的“长护险”目前提供

三种类型的服务：机构护理、居家护理、

个体服务提供者护理。对于选择哪一

种类型的服务，失能人员或其监护人可

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这三种类型

服务中，“机构护理”是指失能人员入住

定点服务机构，并享受长期24小时连

续护理服务；“居家护理”是指失能人员

住在自己家中，由定点服务机构的护理

人员到其家中，为其提供生活护理、健

康护理、中医适宜技术服务；“个体服务

提供者护理”与“居家护理”类似，只是

提供服务者不是定点服务机构的护理

人员，而是个体服务提供者。

为规范“长护险”护理服务内容，

保障服务质量，我市还制定出台了《石

狮市长期护理保险服务规范管理规定

（试行）》，其中规定，我市“长护险”服

务项目分为三大类，共72项，其中，中

医适宜技术服务项目10项、生活护理

服务项目37项、健康护理服务项目25

项。

“将中医适宜技术服务引入‘长护

险’，这是我市‘长护险’的一个特色。”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市“长护险”中

可提供的10项中医适宜技术服务项目

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包括：耳穴

压丸、艾灸、推拿等。

生活护理服务项目主要与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比如面部清洁、口腔清洁、

手足清洁、理发、洗头、沐浴、协助如厕、

失禁护理、开塞露通便，以及一些简单

的医疗物品使用，比如冰袋的使用、冷

湿敷、脉搏测量、血压测量、安全保护用

具使用等。“这些生活护理服务项目看

上去可能觉得普通，但真正要做好不仅

要细心，还要有相当专业的知识和技

能。”

那么，失能人员如何才能享受“长

护险”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呢？

对此，相关负责人表示，失能人

员或其监护人提出申请后，相关部门

将组织专业人员对失能人员的失能

等级进行综合评定，符合条件方可办

理“长护险”护理服务签约手续，并制

定相应的服务计划，确定护理服务项

目，安排相应的护理人员。对于选择

机构护理的，失能人员入住的专业机

构将根据服务协议内容，为失能人员

提供护理服务，并准确、及时、完整地

记录失能人员的服务项目、服务时长

和护理人员信息。对于选择居家护

理和个体服务提供者护理的，定点服

务机构护理人员或个体服务提供者

也将根据预约时间上门，按服务计划

开展相应护理服务，在服务前后进行

打卡。

选择不同的服务类型，护理服务的

标准也有所不同。选择机构服务的，定

点服务机构根据制定的服务计划执行，

服务频次为生理需求频次。选择居家

服务或个体服务提供者提供上门护理

服务的，定点服务机构护理人员、个体

服务提供者按服务计划执行，每月上门

服务4次，具体时长根据项目清单标准

工时核定每次总时长。

相比于市民自己到市场上请保姆

或护理人员，“长护险”提供的护理服务

优势十分明显，不仅其费用极低，只需

要十多元即可享受数百元的服务，而且

多了政府的监管后，其服务质量、服务

频次、服务方式都有保障。

探索建立互助共济方式
筹集资金

推行“长护险”，如何保障有足够的

资金呢？国家医保局在其印发的《关于

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

见》中提出，要探索建立以互助共济方

式筹集资金，为长期失能人员的基本生

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

供服务或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力

争在“十四五”期间，基本形成适应我国

经济发展水平和老龄化发展趋势的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框架，推动建立健

全满足群众多元需求的多层次长期护

理保障制度。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我市“长护

险”资金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

略有结余”的原则，实行多渠道筹集，

鼓励企业、单位、慈善机构等社会团体

和个人资金捐助。据介绍，在我市“长

护险”试点阶段，筹资标准暂定为380

元/人�年，其中个人缴费标准12元/
人�年、财政补助368元/人�年。试点
阶段特定参保人员个人缴费部分由市

财政全额补助。根据长期护理保险的

运行和我市实际情况，酌情调整筹资

标准。

“作为一种保险制度，‘长护险’的

筹资机制肯定要多元化，仅靠政府，或

者失能人员两方是远远不够的。一定

要建立一个三方或多方的筹资机制，

以确保‘长护险’的运行有足够的资

金。”石狮市长期护理保险领导小组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认为，要让“长护险”

真正发挥保障作用，让失能人员得到

贴心的护理服务，筹资的多元化将是

一个基本发展方向。所谓“多元化筹

资”，即除了个人、政府出资外，也要建

立社会各方面的筹资渠道，以实现互

助共济责任共担。据其介绍，目前，我

市相关部门已经与市慈善总会协商，

拟建立长护险慈善专项基金，届时，社

会爱心人士、爱心团体和机构，就可以

通过捐助该基金为我市的“长护险”助

力。

（记者 林春凯 通讯员 陈志笃）

“长护险”即长期护理保险，是

指对个体由于年老、疾病或伤残导

致生活不能自理，由专人陪护所产

生的费用进行支付的保险。这主要

是为被保险人在丧失日常生活能

力、年老患病或身故时，侧重于提供

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的制度安排。

2016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印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办公厅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的原则性要

求，明确河北省承德市、吉林省长春

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等15个城

市作为试点城市，标志着国家层面

推进全民护理保险制度建设与发展

的启动。

2020年5月，国家医疗保障局

发布的《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提出扩大试点范围，拟在原来15个

试点城市的基础上，按照每省1个试

点城市的原则，将试点范围扩充为

29个城市，试点期限两年。9月，经

国务院同意，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

部印发《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将长期护理保

险试点城市增至49个。

■相关阅读

关于“长护险”

“长护险”来了！
失能人员有了“贴心护理”

网购对于时下的老年群体来说，已不再是陌生或遥不可及的事。相反，在网购的刺激下，不仅
改变了老年朋友传统的“轻消费、重积蓄”的消费观，还促进了他们的消费需求朝着高水平、高层次
及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连日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老人在网购中不断熟悉套路、积累经验，
有的不仅成了身边姐妹圈里的“网络代购”，还学会了把各种优惠用到极致，成了”省钱能手“。

石狮老干综四党支部：志在暮年献余热
石狮老干综四党支

部充分发挥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认

真落实市委老干

部局“五联共

建�乐龄先锋”
计划部署，组

织老同志积极

参 与 社 会 服

务，充分发挥余

热，投身老年奉

献事业，为推动石

狮发展贡献力量。

2019年该党支部获评

“泉州市示范离退休干部党

支部”，2020年获评首批省级离退休

干部“示范党支部”。来，一起听听

这个党支部的先进事迹。

打造“学习型”党支部

石狮老干综四党支部针对老同

志的特点和需求，围绕“形势教育”

“发挥正能量教育”等主题，开展形

式多样的思想政治学习，引导老同

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积极为老同志自学创造条件，

在支部党建活动室建立党员学习书

库，坚持每年为每位党员征订1份报

刊，定期在支部党员微信群推送学

习资料，方便在家自学。

注重形式多样开展学习活动，

坚持每年组织党员参加老干党委

“缅怀之旅”“发展之旅”，定期联合

小教支部组织石狮一日游，引导党

员畅谈发展变化，感受美好生活。

积极发挥支部党员优势特长，经常

联合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举办书画作

品创作和鉴赏活动，引导老同志用手

中的笔，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

品鉴书画作品过程中学习理论知识。

助力“文化养老”融入社区

今年8月份，一场弘扬国粹主题

文艺展演活动在宝源社区活动中心

举行。紧随其后又举办了为期一周

的老少同台演出活动，给宝源社区

的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活

动的成功举办都离不开

综四党支部老同志

的出谋划策与付

出。

每逢节假

日，来自综四

党支部的老同

志就会组织

社区居民排练

节目，有的亲

自参与演出，有

的则担任节目主

持人，成为宝源社

区里最活跃的一批

“文化养老”倡导者与参与

者。不仅如此，他们当中，还有不

少人主动加入社区居委会组织的

广场舞队伍中，发挥党员引领作

用，推进全民健身事业。

心系青少年健康成长

“五老”有优势，育人作用大。来

自综四党支部的部分老同志受聘成

为市关工委“五老”队伍中的一员，他

们充分发挥“五老”优势，积极发挥余

热，用心关爱社区青少年健康成长。

活动期间，有的老同志深入校

园，开展关心下一代主题活动，将他

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通过不同

的表现方式，变成孩子们喜闻乐见的

“好故事”，潜移默化对孩子们进行理

想信念教育、道德教育，引导小朋友

在听故事中懂得珍惜生活，珍惜当

下，健康成长。

用情温暖困难老干部的心

综四党支部致力于打造“关爱

型”党支部，坚持“进家门、知家情、

解忧难、送温暖”，支部委员分工合

作，挂钩联系支部24名党员，定期联

系。每逢年节，支部成员都会前往

困难老干部党员家中慰问，了解关

心其生活和家庭情况；若老干部党

员因病住院，支部委员也会组织到

医院看望慰问，鼓励安心治病，祝愿

他们早日康复。

（记者 刘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