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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发布数据显示，“银发族”成网购新势力，记者采访部分市民发现——
—

双十一来了，90后父母开始摩拳擦掌
晨报记者

张立

●
近 日 ，一 份 《银 发 族 消 费 升 级 数 据 》的 PPT 在 网 上 流 传 ，据 PPT 显 示 ，根 据 淘 宝 天 猫 、支 付
宝、飞猪等移动终端数据统计，50 岁以上的银发族消费能力正在不断上升。 更有网友表示，今年
双十一，自己的父母长辈的消费能力甚至超过 80 、90 后。
在今年双十一来临之际，记者也在采访中了解到，上海不少 80 、90 后的父母都已经摩拳擦掌
准备好了今年的双十一网购大战。

近日，网上发布了一份《银发
族消费升级数据》，数据研究了淘
宝天猫、支付宝、阿里健康、口碑、
飞猪、优酷上 50 岁以上中老年人
的消费行为。 数据显示，银发族一
年花千元买数码产品， 购置四次
运动装备， 平均两个月买一次化
妆品，爱广场舞也爱高尔夫，注重
养生但也喝奶茶……他们的消费
越来越多地注重精神层面的需
求，爱美、爱出境游、涉猎新的健
身形式，升级趋势明显。 三年来，
淘宝天猫的银发族增长了 1.6 倍，
互联网消费潜力巨大。
此外，“银发族”越来越喜欢
移动支付，相比于 2017 年，使用
移动支付的“银发族”翻了一番。
在线下，使用支付宝扫一扫完成付
款的“银发族”，更是足足增长 2.5
倍。 相比于 2017 年，使用指纹支

千万网友在线接力

付或者刷脸支付等暖科技的 “银
发族”，增长了 20%。 同时，“银发
族”中的支付宝钻石、铂金会员用
户数增长了 159%， 其中，“银发
族”在钻石会员中占到了 8.8%。

在今年双十一来临之际，记
者也在采访了解到，本市不少 80、
90 后的父母都已经摩拳擦掌准备
好了今年的双十一网购大战。
市民王小姐告诉记者，“以前
是想着在双十一当天等着促销好
准备‘剁手’，结果这两天爸爸常
常会给我发某平台的拼单链接。”
据王小姐回忆， 自从她的父亲学
会了使用智能机网购后， 经常在
拼多多上拼单砍价，“我还在为淘
宝上的红包大奖绞尽脑汁， 我爸
却只想着让我拼单， 还是那种花
一毛钱就能拼到豪车的链接。 ”
无独有偶， 市民陈先生也告

诉记者， 自从拼多多推出种树就
能免费收获果实的活动后， 自己
的母亲三天两头就要求陈先生替
她 “助力”，“好像是把链接分享
出去就会多一次浇水的机会，等
到种的东西成熟了， 就会免费得
到这些东西。”陈先生向记者解释
道，“但是这个活动从今年 7 月份
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 11 月了我
也没见有东西送过来。 ”
记者上网发现，像这样吐槽自
己的父母一直拼单、砍价的网友不
在少数， 更有网友调侃，“再也不
怕和我妈冷战了，反正她一定会在
微信上找我， 让我替她砍价或拼
单。 ” 早已年过半百的蔡先生表
示， 接触网购之后发现了很多比
平时生活中更为实惠的小窍门，
“像你去菜场买个东西的价格，有
时候网上会便宜不知道多少。”蔡
先生同记者说道，“活到老要学到
老，网购、双十一也不止是青年的
事。 ”

5G 和宽带双千兆视频通话成功连线
上海移动已在国家会展中心区域等区域建设 5G 试验网络
记者 吴正彬
晨 报 讯 昨天上午，记者在徐
汇西岸滨江见证了这样一幕：上海
市经信委副主任张建明在中国移
动的 5G 演示车上， 通过移动千兆
5G 网络与家住青浦区的移动千兆
宽带用户金先生进行了一通 “神
奇”的视频通话。
据中国移动上海公司 （下称
“上海移动”） 相关负责人介绍，基
于中国移动千兆 5G 网络和千兆家
庭宽带网络的视频通话成功连线，意
味着中国移动顺利实现双 “G”贯
通。 上海移动推进以 5G 为引领的新
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越走
越快，助力上海以“全球双千兆第一
城”的形象再次吸引全球瞩目。
记者在现场看到， 视频两头的
通话者在对话时， 其口形、 肢体动
作、 声音等都没有一丝丝不流畅或
不自然， 与平时利用 4G 网络或者
百兆网络通话的感觉截然不同——
—
平时利用 4G 网络进行视频通话会
产生卡顿等影响通话体验现象。
当天， 中国移动多项基于 5G

的应用也与大众见面， 其中， 一款
AR 安防眼镜尤其引人注目。 该安
防眼镜体现了 5G 技术赋能下的安
防管理将变得更及时、 更灵活和更
智能。 通过 AR 安防眼镜的前置摄
像头， 可以实时地把佩戴者看到的
画面传给后台， 经过人脸比对后回
传给佩戴者。 5G 网络的“大宽带”
和“低时延”，也确保同一区域多位
佩戴者可同时使用 AR 安防眼镜，
让智慧安防变得无懈可击。
据了解，作为首批 5G 规模试验
城市的所在地，上海移动正积极推进
5G 先行先试，助力长三角数字经济
协同高质发展。 目前，上海移动已在
徐汇西岸区域、 国家会展中心区域、
嘉定区等区域建设 5G 试验网络。 此
次进博会期间，上海移动于国展区域
建成 21 个 5G 基站， 率先完成国展
中心连续性规模 5G 覆盖，同时在主
展馆内首次引入全球第一个一体化
5G 小基站， 为进博会打造一个 5G
环境下的“智慧展馆”。未来，上海移
动的 5G 布局覆盖范围也将越来越
大，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底，建
站规模将达到“百站、千站、万站”。

制作有声支教课件

雪佛兰·红粉笔教育计划海南站打造梦想班会
上周， 雪佛兰·红粉笔教育计划海南站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八村学校圆满落
幕。 在过去一周里，被称为“粉笔头”的志愿者们带来了精心准备的素质教育课程，而
—集结千万网友之声，以有
这其中，一场名为“梦想之声”的班会则显得尤为特别——
声课件的互动形式，向孩子们讲述不同职业的工作内容，引导孩子们具象梦想，定位
目标，激发出内心所爱，并为之努力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在主题班会上， 虚无缥缈的
“梦想” 透过一组组声音课件还原
出未来的真实模样。来自全国各地，
各行各业的网友们通过前期 30 秒
的语音录制，加入了雪佛兰“在线
支教“队伍。 来自血液净化科、小儿

推拿科等各科室的医生， 坚守在出
入境边防、 经济侦查等各业务块的
警察， 更有现役军人、 外资银行经
理、建筑工程师等等，他们用浅显的
语言告诉孩子们， 警察不只是在抓
坏蛋， 还能站在国门第一线欢迎旅

客回家；悬壶济世的也不止是医生，
幕后的药品研发员也在为救死扶伤
奉献所能； 即使大学没有选到心仪
的专业，只要做好准备，抓住机会，
同样有可能从事将所学与爱好结合
的职业……
除了“专业人士”的倾力献声，
更多平凡岗位上的“螺丝钉”和新
兴行业的达人们也加入其中， 他们
中有生产线上的工人，水质检测员，
更有柯基繁殖员、 游戏开发从业者
等等。 这些亲历者的讲述为孩子们
的未来注入了更多可能。
而在这堂班会课的尾声， 孩子
们还听到了百名网友接力朗读的名
人小故事，从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哟哟、 建筑
泰斗贝聿铭等等故事里，汲取“梦·
创未来”的必要品质，为美好的未
来一步步打下坚实基础。
作为改善偏远地区素质教育，
激发孩子们好奇心和创造力的支教
项目，“雪佛兰·红粉笔教育计划”
海南站的其他课程同样可圈可点。

国防教育主题课上，两栖登陆舰、导
弹巡航舰等专业名词激发了不少小
小“军事迷”内心的爱国热情；在趣
味数学的课堂里， 五子棋和跳棋充
当起了教具， 在寓教于乐中进一步
感受逻辑推导的魅力；更多时候，孩
子们在“粉笔头”的带领下尝试着
用叶子作画、 让涂满颜料的手变身
小鱼、开发身体语言表达情绪、透过
捕梦网订制属于自己的书签……这
些课本以外的知识，从“粉笔头”的
眼界出发， 打开了孩子们更多彩的
世界。
自 2006 年以来，雪佛兰·红粉
笔教育计划共走过 29 个省、 直辖
市的 90 所小学，帮助了超 30,000
多名乡村儿童。 2018 年，雪佛兰践
行公益的脚步仍在继续， 并再度升

—从志愿者亲临现场的点对点
级——
式支教， 到借助 H5 互动小程序集
结千万网友的在线支教探索， 当渠
道和形式变得越来越多样， 以眼界
打开世界的初心却从未改变。 雪佛
兰·红粉笔教育计划后续站点即将
启航， 将为更多的孩子们带去素质
教育课程，注入“梦·创未来“的能
量。
(于大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