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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 ， 智能手机给
人们的生活带来更方便的操作体验 。 但部分
老年人因为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 ， 似乎成了
数字时代的 “边缘群体 ”，出门打车 、网上挂
号、 在线缴费……这些日常生活中我们熟悉
的操作，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却成了难以跨
越的“数字鸿沟”。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老年人的居
住需求日益受到关注。研究表明，社区内居家养
老或将是未来主流的养老方式。 随着家庭结构
日趋变化，不少老年人选择独立居住，社区服务
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贝壳充分发挥多年深耕社区的优势 ，自
2018 年即发起“我来教您用手机”项目，为社区
有需要的老人定期提供手机培训课程和门店咨
询答疑等便民服务， 帮助老人体验更美好的数
字化生活。截至今年 3 月底，“我来教您用手机”
项目在合肥市已走进 48 个社区，累计开展课程
200 节，覆盖 3000 多名老龄学员，数百名经纪

人成为志愿者，担任公益课堂“老师”。 2021 年
12 月底，“我来教您用手机”项目共覆盖全国 48
个城市，走进 2017 个社区，累计开展手机学习
课程超 9000 节。

“我来教您用手机”
老年生活智能化

当今社会科技发展迅速，人口老龄化现象
日益凸显。 如何正确使用智能手机，成了老年
人群体中的生活难题之一。 “之前一直很想学
习智能手机如何使用， 但不知道哪里能学习，
看到社区组织的贝壳公益课堂‘我来教您用手
机’活动后，我立马报名了。 现场志愿者人员
多，还很热心耐心。 ”合肥市滨湖明珠社区 86
岁的王大爷说。 为了方便王大爷到店咨询求
助，贝壳合肥站的讲师经纪人向他详细指明链
家门店的具体位置，“别看我八十多岁了，需要
学的东西还很多，更要活得丰富精彩。 ”王大爷

乐呵呵地说。
贝壳公益项目负责人介绍， 贝壳公益课堂

旨在进一步关注老年人与数字社会接轨的需
求。通过挖掘新时代老年人与手机的故事，展现
真实丰富的老年生活， 让更多人关注到老年人
群体， 了解人口老龄化与生活智能化之间存在
的“数字鸿沟”，共同探讨老年生活与社区服务
更好结合的可能性。

互联网时代， 贝壳公益课堂为老年人群体
搭建了更多更好的学习平台。 参加贝壳公益结
课仪式的张阿姨， 在疫情期间将之前的老年机
更换成智能手机， 但买回之后不知该如何操作
使用，子女平日工作繁忙且不在身边，只能靠自
己慢慢摸索。“出门坐公交、进店、去景区都要扫
健康码，没有智能手机，真是寸步难行。 现在有
了贝壳公益课堂， 我们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方便
多了。 ”张阿姨笑着说。

提供高品质服务

跨界“老师”进社区

贝壳门店生长于社区，服务于社区，贝壳为
社区老人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也让更多贝壳人
体验到公益活动的快乐。 贝壳 “我来教您用手
机”公益项目，不仅让老年人们“老有所学”，也
让越来越多的志愿者走进社区， 成为讲堂上的
跨界“老师”。

曹煜是在贝壳链家工作多年的老员工，也
是贝壳公益项目的组织者之一，社区居民都亲
切地称呼她为“小曹老师”。 “我在社区待的时
间比较长，这些老人常让我想起自己的父母。 ”
在组织参与这一项目的过程中，曹煜从这些被
手机“困住”的老年人身上，更能切身体会和理
解自己年迈的父母。而像“小曹老师”这样的年
轻志愿者， 在贝壳公益课堂项目中还有很多。
“我们给叔叔阿姨提供帮助和指导， 教学讲授
的都是智能手机使用的基础知识，帮助他们破
解生活中的小难题。 每当他们学会一个新技
能，露出真诚温暖的笑容，这是我最有成就感
的事。 ”曹煜说。

贝壳安徽省总经理王忠福在公益项目中，
新添了一个身份———合肥滨湖明珠社区手机
课堂的“老师”。 “让职工从业时间更长，让企业
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让贝壳人成为高品质的

服务者，让市民体验更美好的居住，是贝壳的
美好愿景。 ‘社区邻里因我们更美好’是重要内
涵，‘我来教您用手机’项目则是一项关键的基
础性工作。”王忠福介绍道。贝壳立足社区需求
和自身优势，主动作为，积极担当，自觉践行社
会公益和责任。 “让居住更美好”是贝壳升级后
的全新定位，也是贝壳“向上向善”企业精神的
延伸。

开展线上教学

手机课堂助公益

今年 3 月份以来，因疫情影响，手机公益课
堂的进度被按下“暂停键”，很多“银发学员”的
教学课程也因此中断。 贝壳社区公益项目组不
断探索和创新讲课方式， 在 4 月份及时推出全
新的线上课堂， 让社区老人足不出户便能参与
手机课堂线上学习。

手机课堂的讲师们提前收集汇总学员们的
需求，结合之前教学进度，录制好教学视频，开
展线上教学。“采用视频录课的方式而非直播的
方式，是考虑到老年人的学习接受能力，观看录
制好的视频，也便于资料保存和及时复习。 ”线
上教学老师黄琴说。

2021 年 ，合肥市文明办 、蜀山区文明办 、
蜀山团区委共同启动 “冬暖合肥 ”项目 ，为贝
壳公益授牌“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颁发“志愿

者证书 ”，为贝壳公益志愿者团队授旗 “青年
志愿服务队”。参加“我来教您用手机”的老年
人 ，年龄范围为 65 岁—80 岁 ，年龄最大的学
员达 93 岁。 通过社区公益课堂学习 ，学员们
的生活质量切实得以改善， 幸福感和获得感
进一步提升。

王忠福介绍，贝壳扎根于社区，聚焦社区需
求，关注老龄人群，经纪人及门店都是社区服务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贝壳公益的愿景正是从
社区出发，“连接更多公益资源， 让社区的每个
人成为公益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贝壳公益课堂进社区 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贝壳公益“我来教您用手机”冬日暖心课堂。

贝壳“我来教您用手机”社区公益课堂。 贝壳志愿者现场指导老年人使用手机。

关键技术验证圆满完成！
中国空间站将于今年完成在轨建造

■ 新华社记者 张泉 宋晨 胡喆

随着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三位航
天员顺利返回，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
取得成功，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
证阶段圆满完成，并将进入建造阶段。

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取得
了哪些突破？ 建造阶段有哪些计划和安
排？ 国新办 17 日举行中国空间站建造进
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圆

满完成 空间站建造关键技

术全面突破

“自 2020 年以来，我国成功实施了长
征五号 B 运载火箭首飞，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神舟十二号、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天
舟二号、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共 6 次飞行任
务，圆满完成了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任务
目标。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
淳说。

郝淳介绍， 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
段，我国全面突破了空间站建造的关键技
术，包括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的生活和工
作保障技术、再生式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
技术、机械臂辅助舱段转位技术等，为后
续空间站的建设攻克了技术难关。

“神舟十二号和神舟十三号两个乘组
驻留期间，天和核心舱的再生生保系统为
航天员提供良好的载人环境，满足航天员
在轨的物质代谢需求；大型柔性太阳电池
翼及其电源技术，在出舱活动、交会对接、
机械臂转位等能源需求较大的任务中提
供了充足的能源供给。 ”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研究员杨宏院士说。

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飞行了 183 天，
在轨驻留期间圆满完成了 2 次出舱活动、
2 次太空授课， 以及 40 余项在轨实验和
试验任务， 完成了 80 余项在轨数据收集
和分析工作等，3 名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
身体和心理状态良好。

“神舟十三号任务的成功实施，进一
步验证了我国航天员选拔训练技术的

科学有效， 同时也表明我国已完全具备
了航天员长期飞行驻留保障能力， 为后
续任务奠定了基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 中国航天员科研
训练中心研究员黄伟芬说。

此外， 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我
国还完善了任务的组织指挥体系，初步建
立了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运营管理体
系，取得了高水平的空间科学研究成果和
显著的综合效益。

2022 年完成空间站在
轨建造

目前， 我国正组织对空间站关键技术
验证阶段的全系统综合评估，满足要求后全
面转入空间站建造阶段。 “2022年，我们将
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在轨建造，共计划实施 6
次飞行任务。 ”郝淳说。

根据任务安排，5 月发射天舟四号货
运飞船，6 月发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7
月发射空间站问天实验舱 ，10 月发射空
间站梦天实验舱，空间站的三个舱段将形
成“T”字基本构型，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在
轨建造。之后还将实施天舟五号货运飞船
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

据介绍， 神舟十四号和神舟十五号两
个乘组均由三名航天员组成， 都将在轨飞
行 6 个月，并将首次实现在轨乘组轮换，实
现不间断有人驻留。 两个乘组 6 名航天员
将共同在轨驻留 5 至 10 天。

“按照空间站建造阶段的任务安排，
执行 2 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已
经选定。 目前， 神舟十四号和神舟十五
号飞行乘组的身心状态非常好， 正在积
极开展相关的训练和任务准备。 ” 黄伟
芬说。

“空间站建造完成后，两个实验舱将
是航天员在轨主要的工作场所，在两个实
验舱里都可以开展密封舱内和密封舱外
的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可以开展空
间科学、空间材料、空间医学以及空间探
测等多个领域的试验。 ”杨宏说，目前，问
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在地面的研制进
展顺利。

推动高水平应用发展

更好服务国计民生

“今年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以后，工程
将转入为期 10 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
初步计划是每年发射两艘载人飞船和两艘
货运飞船。 航天员要长期在轨驻留，开展空
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并对空间站进行照
料和维护。 ”郝淳说。

为进一步提升工程的综合能力和技
术水平， 我国还将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
火箭和新一代载人飞船。 其中，新一代载
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都可以实现重复使用； 新一代载人飞船
综合能力也将得到大幅提升，可以搭载 7
名航天员。 另外，还将开展更大规模的空
间研究实验和新技术试验。

“载人航天工程是一项‘既高大上，又要
接地气’的伟大事业。 ”郝淳说，载人航天工
程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又可以带动相关
产业升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国计民生
密切关联。

据介绍， 载人航天是系统最复杂、科
技最密集、创新最活跃的科技活动。 科技
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会被应用到与国计
民生相关的各个领域。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 30 年来，初步统计有 4000 余项技术
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

“未来，中国空间站还将开展空间生
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航天医学等一大
批科学实验和新技术验证，有望在科学探
索和应用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和突破。 同
时，这些技术会被更多地进行转化，服务
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 ”郝淳说。

（新华社北京 4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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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随着欧美主要央行货币政
策转向，日元显著走软。 受俄乌冲突影响，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 进一步放大
了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经济新闻社针对世界主要货币

编制的“日经货币指数”显示，今年一季度
日元汇率以 5.7%的跌幅排名第二， 仅次
于俄罗斯卢布。 3 月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幅
达 6.9%。

日元大幅贬值令日本经常项目收支持

续恶化。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受进口商品
价格不断攀升等因素影响， 日本经常项目
顺差自去年 8 月起持续减少， 去年 12 月
转 为 逆 差 。 今 年 1 月 逆 差 额 扩 大 至
1.1887 万亿日元。

日本经济新闻社估算， 今年日本经常
项目或出现 42 年来首次逆差。 该机构预
计，如果日元持续走软、原油价格涨至每桶
130 美元，2022 财年日本经常项目逆差将
达 16 万亿日元。

日元大幅贬值放大了国际大宗商品

价格暴涨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 日本央行
12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由于进口商品价
格持续飙升， 日本企业物价连续 13 个月
同比上涨 ，3 月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升
9.5%至 112.0。

日本国内此前长期面临通缩压力，新
冠疫情加剧内需不振， 日本企业普遍对提
价持谨慎态度， 很多企业尚未将原材料价
格上涨全部转嫁给消费者， 经营面临巨大
压力。尽管如此，日本消费者也不得不承受
越来越大的涨价压力。与石油、粮食等相关
的商品价格涨幅尤其显著。

日本央行预计，企业物价上涨趋势仍将继续，4 月份以后日本通
胀水平有可能达到 2%。 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指出，这并不是央行所期
待的需求扩张型通胀。 在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成本上升型通胀
令普通人的可支配收入受到挤压，购买力下降，不仅不能刺激消费，
反而抑制需求，不利于日本经济复苏。

日元大幅贬值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央行与欧美主要央行货

币政策的背离。 今年以来，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纷纷加快紧
缩步伐，美国和英国等国已步入加息轨道，而日本央行迫于国内经
济复苏乏力，仍在坚持超宽松货币政策。 市场判断未来日元与美元
的息差将进一步扩大，抛售日元的操作将增多。

此外，日元贬值还存在经济高度依赖进口的结构性原因。 随着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日本进口额不断攀升。 虽然日元贬值
有利于日本增加出口，但有专家认为，目前情况下靠扩大出口减少
经常项目逆差的效果已明显降低，油价高企叠加日元贬值，促使美
元需求暴增、大量资金流出日本。

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表示，汇率稳定非常重要，政府将密切
关注外汇市场动向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同时将与美国等货币当
局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应对。

日本企业界对日元持续贬值感到担忧。有媒体调查显示，76%的
公司表示难以应对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 125 比 1 的情况，94%的企
业表示无法承受 130 日元兑换 1 美元的汇率水平。

专家认为，在美联储坚持紧缩态度、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
企的情况下，日元对美元汇率未来仍将继续走软，今年年底、明年年
初甚至可能跌至 140 至 150 日元兑换 1 美元。

（新华社东京 4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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