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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将来老无所虑，就要提前规划如何养老。 只有做到
未雨绸缪，才可轻松地过好晚年生活。”昨天，是家住淮阴区盐
河畔36岁的孙存明给自己存“养老金”的日子，他按时到银行
存了1000元，目前他存在银行的
“养老金”已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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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
年轻人未雨绸缪规划养老
“要想将来老无所虑，就要提前规划如何养老。 只有做到未雨绸缪，才可轻松地过好晚年生活。 ”昨天，是家
住淮阴区盐河畔36岁的孙存明给自己存“养老金”的日子，他按时到银行存了1000元，目前他存在银行的“养老
金”已近万元。
■记

者陈华中

50岁女子牙齿掉光怪遗传？
医生：牙齿保健意识薄弱是“
元凶”

记者陆春涛
通讯员陶海李静

■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在淮安， 76.8%的受访家庭现在已经在考虑
越来越多像孙存明一样的“
80后”、 养老问题，特别是收入相对较低的
90后”，开始提前为自己的养老生 家庭， 在养老方面的压力较大，考
“
活做规划。
虑养老问题也相对较早。 而记者日
对于老一辈人来说，可能到了 前进行的一份针对50位“80后”、
退休才会考虑养老问题。 然而现 “
90后” 有关养老规划问题的微调
在，随着淮安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 查显示，57%的年轻人对未来养老
加快，养老问题已经越来越现实地 保障心存担忧，48%的年轻人已经
摆在每一个年轻人面前， 大多数 为自己的养老做规划，32%的年轻
“
80后”、“90后”， 面对的不仅是自 人考虑过养老问题。
接受记者调查的孙存明表示，
己的养老问题，还有父母的养老问
题以及孩子的生活、 工作问题，这 未来社会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孩
些都令他们不得不提前考虑将来 子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经济压
力都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想指
的养老生活。
网上一项针对两万个年轻家 望子女养老已经不太现实，所以作
庭 有 关 养 老 问 题 的 调 查 显 示 ， 为父母，现在就要有意识地从思想

上变依靠子女养老为依靠自己养
老，趁现在自己还有能力，应为将
来积累更多的养老金。“像我现在，
每月定期存1000元存款，坚持20多
年后我退休时，存款就能累积到近
30万元， 我手里还有一套门面房，
房租每月近1000元， 这些钱加起
来，将来养老肯定没问题。 ”孙存明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年轻人提
前规划的养老方式呈现多元化。 调
查显示，购买养老保险、固定资产
投资、银行存款、购买金融产品等，
是大多数年轻人投资养老保障的
热门选择。

昨日，200多名市
民骑单车或公共自行
车，赏生态新城美景，
宣传低碳环保。
■

老人微信圈

记者王昊
通讯员侯育永

都在流行啥？

—淮安老年人微信使用调查（三）
——
■

记者许海明

秀生活、晒幸福、狂吐槽、
忙点赞……在微信朋友圈，这
些已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常态。
与年轻人不同， 老年人在微信
朋友圈，很少晒自拍、不大晒幸
福、 不轻易对所见所闻吐槽，
“精神上的交流”是老年人微信
朋友圈最常见的内容。
王虹， 算得上是老年人中
的微信达人了。 几年前就开始
玩微信的她， 对微信的各个功
能都十分熟悉。 但平时，她只喜
欢分享健康养生、 跳舞唱歌方
面的内容， 喜欢关注子女发布
的生活动态和各类新闻， 而点
赞、投票、晒照等，她都不感兴
趣。“朋友圈里的大部分同龄
人， 分享的大多是人生感悟和

心得，几乎没有晒自己照片和吐
槽身边事的。 都一大把年纪了，
晒照显得矫情，传递负能量显得
轻浮。 ”
王虹的朋友圈，或可代表大
部分老年人的情况。 权威媒体
曾做过调查，发现老年人微信朋
友圈转发内容前五位的依次是：
养生健康知识、菜谱食谱、心灵
鸡汤、时政新闻、笑话段子。 分
享的帖子大致与以下几种类似：
“山药切记不能和它同吃，看完
惊吓到了！告诉家里做饭的人”、
“华佗留下睡觉4条戒律，让熬夜
的人吓一跳”、“父母的终极使
命， 是培养出适应社会的孩子
（深度好文）”……调查指出，老
人分享这些内容，多出于对健康
养生等问题的担忧、希望与同龄
人找到共鸣以及对子女为人处

世的提醒、期望找到存在感。
老年人转发微信的初衷无
可挑剔， 但具体到分享的帖子，
就值得商榷了。在信息大爆炸时
代，老年人甄别筛查信息的能力
较弱，往往被假消息蒙蔽，导致
老年人经常在朋好友圈转发“垃
圾帖”。
对此，专家指出，如今老年
人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信息，就像
以前他们坐在巷子口聊天一样，
只不过，以前大家是拿着蒲扇面
对面地讲，现在是借助微信虚拟
地讲。有些老年人并不知道微信
上很多内容其实是夸大其词、添
油加醋，甚至是假消息，无意中
转发了
“
垃圾帖”。 对此，年轻人
不应一味埋怨老人转发的信息，
而应更多地关心陪伴老人。

近日， 由淮海商报
社、诺贝尔口腔医院联合
主办的第五期“金秋”养
生公益大讲堂如期举行。
在互动环节，来自淮阴区
的吴女士无奈地表示，由
于遗传原因， 才50岁的
她，牙齿就掉光了。然而，
专家检查发现，口腔保健
意识薄弱，才是导致吴女
士牙齿掉落的“元凶”。
吴女士告诉记者，年
轻时她牙龈经常发炎，但
吃点药就好了，她也就没
太在意。 到了40岁，她的
牙齿开始出现松动和掉
落， 期间补过几次牙，后
来不到10年时间，牙齿全
部掉光了。“我母亲的牙
齿也不好，所以我怀疑是
遗传原因。 ”吴女士说。
“其实遗传因素只占
20%左右，口腔卫生和牙
齿保健才是最重要的。 ”
诺贝尔口腔医院口腔修
复科主任王国轩表示，通
过沟通和检查， 他发现，
吴女士牙齿掉落的真正
原因是其患有严重的牙
周病，以及不恰当的补牙
方式，加之口腔保健意识
薄弱，这才导致吴女士病
情恶化、牙齿全部掉落。
王国轩说， 现在牙周
病已超过过去常见的龋齿
病。 所谓牙周病，是指包括
牙龈病和波及深层牙周组
织（牙周膜、牙槽骨、牙骨
质）的牙周炎两大类，是引
起成年人牙齿掉落的主要
原因之一。“
人们对牙齿松
动、 牙龈发炎出血等牙周

病早期症状不重视， 或误
认为是上火， 造成牙周组
织长期慢性感染， 炎症反
复发作， 最终导致牙齿的
松动和脱落。 ”
除了牙周炎，人们对
于补牙的认识程度也不
够。 王国轩说，在诊断过
程中，他发现许多患者装
了不适合自己口腔的义
齿，最后或是刺激到了牙
龈导致发炎肿痛，或是连
累了正常牙齿，导致位移
和松动。“目前市面上补
牙的方式有活动义齿修
复、固定搭桥修复和种植
牙修复三种，其中种植牙
修复是相对最理想的补
牙方式。”王国轩介绍说，
种植牙从上世纪60年代
开始运用于临床，现如今
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被誉
为
“人类的第三幅牙齿”。
种植牙可以完美代替天
然牙齿， 舒适程度非常
高， 使用年限达20年以
上，一般都可终身使用。
据悉，诺贝尔口腔医
院入驻淮安以来，一直热
衷于口腔保健的宣传教
育， 经常开展免费检查、
上门义诊、公益讲堂等公
益活动，以提高市民的口
腔保健意识。在牙齿修复
方面，该院以“
最适合、最
舒服、最长久”为宗旨，根
据患者口腔的实际情况，
制定最适合的修复方案。
其中，种植牙修复一直是
该院的特色和强项，该院
拥有先进的检查和种植
设备，并定期邀请国内外
知名专家坐诊、 义诊，为
患者提供权威实用的个
性化种植牙设计方案。

昨日，淮安市民带着孩子在美术馆参观。
暑期，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图书馆等文
化场所充分发挥文化育人功能，通过展览、免费
培训、组织活动等形式传播先进文化，提升市民
■
文化素养。

记者王昊通讯员侯育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