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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技术下对数字代沟的影响及对策
祝锦俊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　年轻人（子代）与老年人（亲代）之间存在着意愿差异、技能差异、设备差异、机会差异等问题，进而

导致亲代和子代在 5G技术的“接入”与“使用”上出现了明显的数字代沟，这种代沟深深影响着老年群体使其

难以融入 5G时代。为了弥合因 5G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所产生的数字代沟扩大化的趋势，家庭、社区、政府、主流

媒体等社会各界力量都应有所行动，通过文化反哺、社区组织、政策引导、媒体倾斜性关注来共同应对数字代沟

扩大化问题，促进老年群体更好地融入 5G时代，享受时代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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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曾

提出：媒介即讯息。认为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信息，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

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

用的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所带来的社

会变革。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th-Generation，以下简称

5G），具有高速率、高可靠性、低时延、低功耗等特

点。随着 5G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应用得以实现，

如“5G+4K/8k直播”“5G+AR/VR”“5G+物联网”

等新应用形式的出现、普及，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革命

性变化，也打开了公众对未来的无限想象。但“数字

代沟”问题正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和 5G技术的

发展而逐渐严峻起来。本文拟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

分析 5G技术是如何扩大数字代沟，以及社会该如何来

弥合已经被扩大的数字代沟。

1 5G技术下的数字代沟呈现

代沟是指“由于时代和环境条件的急剧变化、基

本社会化的进程发生中断或模式发生转型，而导致不

同代之间在社会的拥有方面以及价值观念、行为取向

的选择方面所出现的差异、隔阂及冲突的社会现象。”

数字代沟，是数字鸿沟在代际层面的一个表现，主要

指存在年龄差距较大群体之间的代际数字鸿沟，表现

为父母（亲代）与子女（子代）在新技术采纳、使用

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方面的差距，是传统代沟在数字

时代的延伸。[1]数字鸿沟的研究，分为“接入差距”和

“使用差距”两个方面，作为数字鸿沟下的一个子领域，

对数字代沟的研究也将沿用“接入差距”和“使用差距”

两个方面。成长于传统时代的亲代和成长于新时代的

子代，在诸多方面存在着鲜明差异，因此两代人在融

入 5G时代的进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数字代沟。

1.1 5G技术扩大“接入”差距

数字代沟的第一道沟是“接入沟”，结合荷兰特

文特大学传播学系荣誉退休教授简·凡·迪克（Jan 

A.G.M.Van Dijk）的“接入”的概念，可以从以下四个

层面进行分析。

一是精神接入，由于个体行为存在着“路径依赖”

的现象，因子代与亲代成长年代不同，当他们成年后

依旧会保留其青年时期所养成的行为特性，这导致亲

代与子代在新技术的接入上出现了精神接入差异。《第

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年 8月，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为 10.47亿，

其中 10~19岁占比 13.5%；据《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

显示，我国人均拥有 1.3张 SIM卡。[2]根据以上推算，

我国 10~19岁用户约有 1.41亿，九成青少年从小就开

始接触移动互联网。证明亲代在青年时期，他们习惯

了通信技术的升级换代，也对通信技术的迭代具有浓

厚兴趣；而亲代，特别是年龄越长的老年人，其青年时

期较少地接触互联网络，他们习惯了不依靠互联网络的

生活，因此他们对技术升级换代的关注度相对较低。

二是物质接入，由于 4G手机无法使用 5G网络，

因此想要接入 5G网络，需要更换最新的 5G手机或其

他 5G上网设备。据学者王飞等人在 2020年对河北省

唐山市某老年大学的问卷调查显示，60.6%的老年人更

新手机的时间在 2年及以上，仅 7.4%的老人更换手机

周期低于 1年，由于该调查的样本来自唐山市的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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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学，唐山市是河北省 GOP的前三，老年大学抽查

的样本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可以推测老年人手

机更新周期在欠发达地区可能更糟。据学者王恩豪对

河南省辉县市 B村的调查显示，农村老年群体使用智

能机比例较低，有 80%调查对象未能接入智能手机。[3]

此外，当前 5G上网的网络资费较高，对于习惯节俭生

活且尚未养成流量消费习惯的老年群体来说，这也是

阻碍他们接入 5G网络的原因。

三是技能接入，由于智能手机大多是为年轻人设

计，字体显示较小、系统操作较为复杂，对于老年群

体来说，他们熟练掌握智能手机的功能会比较困难；

日常生活中，老年群体缺乏对智能手机使用的交流与

培训，导致亲代和子代在手机使用的技能上拉开差距；

有很大一部分年长的老人，由于识字能力不佳，而无

法看懂操作界面，导致他们无法使用智能手机；又由

于文化中的“面子”问题，亲代容易碍于情面，而不

愿意过多地向子代请教，这也就加剧了亲代与子代在

技能接入上的差距；此外，由于老年人的健康原因，

导致老年人在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方面的进度比较缓慢。

从上述原因看，种种可能的问题导致了亲代在技能接

入方面严重落后于子代。

四是使用接入，老年群体对 5G，甚至是 4G技术，

仅仅停留在对搭载该技术的手机的使用上。而他们对

手机的使用，主要用作电话与收发短信、微信。对于

该群体，日常生活中，他们能够使用该技术的机会非

常少。在生活中使用依托 5G技术来实现的功能的机会

较少，因此他们对技术的升级换代不太敏感。

1.2 5G技术下的“使用”差距

当前讨论有关5G技术的应用，主要指5G智能手机，

数字代沟的“使用”差距，指亲代与子代在 5G智能手

机的使用上存在着使用鸿沟。

从手机功能的使用来看，据学者王飞对河北省唐

山市某老年大学的调查显示，电话功能是老年人使用

最多的手机功能，占比 69.14%；其次是拍摄、浏览新

闻资讯，均占比 61.14%；再次是即时通讯工具，占比

54.29%。而与 5G技术应用关联最精密手机游戏、在线

教育、地图定位、直播等功能，在老年群体中的使用

比例微乎其微。[4]

对于手机游戏、在线教育、直播等功能的主要用

户年轻人来说，他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更愿意去

更新上网设备。据个推大数据发表的《5G手机首批

用户画像报告》显示，25~44岁用户占总 5G用户的

86.1%，这个年龄段是 5G技术使用的主力军 [5]。因此，

从“使用沟”上，子代和亲代拉开了差距。

2 弥合 5G技术扩大数字代沟的应对策略

2.1 鼓励文化反哺，加强代际互动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提出“三喻文化”，即“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

喻文化”。“前喻文化”指年轻人要向年长者学习；“并

喻文化”指同辈间的学习；“后喻文化”指年长者向

年轻人学习。由于技术的发展，社会逐渐过渡到数字

化时代。学者普伦斯基（2001）用“数字化移民”（亲

代）和“数字化土著”（子代），来表现两代人在新

媒体技术运用上和数字化生活方式适应上的代际冲突。

这种代际间的冲突也必然导致“文化反哺”现象的出

现。“文化反哺”这一概念最早由我国学者周晓红提出，

它是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

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是一个和“嗷嗷林鸟，

反哺于子”的生物现象十分相似的文化现象。

5G技术普及的时代，也是一个“后喻文化”时代。

亲代应虚心向子代学习，子代应耐心为亲代解惑。家庭，

是老年人学习信息技术的最好学校，和谐的代际关系，

能够很好地促进老年人对 5G技术的接入。子代做好“文

化反哺”，积极和亲代进行教学互动，鼓励他们去使

用 5G手机，让他们对 5G技术充满信心，消除他们的

触网恐惧。同时，子代也要为亲代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

帮助他们的智能手机升级换代，实现在硬件上推动他

们融入 5G时代。

美国的老年人网络中心主张利用“代际互动方法”

来弥合数字代沟。该方法通过招募高中生和大学生志

愿者，组成教学团体去指导老年人掌握计算机基本使

用技能。面对我国存在的数字代沟问题，该方法值得

借鉴和实践。[6]

2.2 整合社区力量，开展数字素养教育活动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人口的日益

老龄化，我国“空巢老人”现象也日渐严峻。据智研

咨询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老年健康服务行业市场

全景调查及投资方向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

预计有 1.2亿空巢老人。在弥合数字代沟问题上，空巢

老人很难从子代那里获得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的训练。[7]

面对该现状，社区应当采取一些行动，可以在社

区内开辟一个学习角，组织老年群体学习信息技术，

提高媒介素养；征集社区志愿者，为老年群体开展多

种形式的数字培训；在社区内开辟一个聊天角，为老

年人交流如何使用手机提供方便，通过老年群体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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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交流，有助于发挥同龄人里的榜样作用，更有助于

消除老年人的触网恐惧。

2.3 政府政策引导，帮助老年群体融入 5G时代

当前的政策引导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和应用的普

及方面。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基建”；

2020年 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加快

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基建”进度；3月工信部发

布《关于推动 5G加快发展的通知》，围绕 5G推进“新

基建”；4月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范围：在信息

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 3个方面内容 ,

并作为“两新一重”写入当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报

告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

拓展 5G应用。[8]2021年，工信部起草编制了《5G应用“扬

帆”行动计划（2021-2023年）》，以大力推动 5G应

用。这些政策，在 5G与 5G应用普及方面，能够较好

地缩小 5G网络覆盖差距和数字鸿沟，促进更多的用户

融入 5G时代，同时发挥公共基础设施在提升老年人数

字技术水平方面的作用。但是当前，专门针对老年人

融入 5G时代的政策尚未成熟，4G时代已经出现了明

显的代际鸿沟，5G时代这种“旧沟未平，新沟又起”

的现状将继续存在。为此，政府应当注意到这一问题，

制定专门政策，引导市场关注老年人的数字需求。

2.4 加强媒体关注，设置数字代沟议题

在弥合数字代沟上，主流媒体应对数字代沟议题

给予一定的倾斜性关注。在老年人数字代沟议题上，

媒体可以借鉴“建设性新闻”的报道方式。“建设性新

闻”，是丹麦记者乌瑞克·哈根洛普（Ulrik Haagerup）

在 2008年首次提出的理念，他主张建设性新闻不仅报

道新近发生的事情，揭露社会问题，也要启发观众以

更加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未来，因此新闻报道应引入

社会反馈机制，提出对策、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9]

面对日益凸显的数字代沟问题，主流媒体应当对

老年群体给予一定的关注和报道，以此来提高相关议

题的全民关注度和讨论热度。增加有关老年人数字生

活现状的报道，帮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此呼唤

全社会对老年群体数字生活的关注，有利于全民对该

问题的认识，进而促进相关政策的出台、优化。

此外，在建设性新闻的实践过程中，公众不仅具

有讨论的话语权，还具有参与权。主流媒体在满足公

众的信息需求的同时，也要积极引导相关议题的发酵，

让公众参与进来建言献策，以此来为解决问题提供多

元视角，并推动问题的合理解决。[10]

3 结语

由于 5G技术刚刚开始民用化普及，当前对 5G技

术造成的数字代沟，主要体现在亲代与子代在 5G智能

手机的“接入”与“使用”上。从“接入”方面看，

老年人对新技术的使用意愿不太强烈；他们的上网设

备较子代而言明显落后；老年人在智能手机使用上也

存在着技能不足的问题；老年人的生活习惯造成他们

在生活中使用智能手机的机会较少。从“使用”方面看，

当前针对老年人的应用较少，旧技术下的智能手机便

能满足老年人的数字需求，进而导致难以融入 5G时代。

弥合数字代沟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首先是家庭内

部的文化反哺；其次是动员社区力量；再次是政府的

政策引导；最后是主流媒体对数字代沟议题的倾斜性

关注。在多方主体共同努力下，才可有机会缩小数字

代沟，让老年人更好地融入 5G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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