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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订制回忆录”兴起
成年轻人尽孝新方式
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很多老年人更加注重精神需求，不少老年人想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子
孙后代。 针对这一市场，近几年，一些文化公司开辟的诸如代写回忆录、拍摄回忆视频等特色服务，在老年人中
■
颇为走俏。

淮安市防空警报试鸣公告

记者杨丹丹

老人想出回忆录给子孙后代留个念想
今年86岁的孙大爷有着丰富
的经历， 十几岁时被日军抓走，经
受过严刑拷打；29岁时投身国家核
事业建设；退休后又帮地方建工厂
……孙大爷想趁自己还能记清楚
这些往事，把它们记录下来，给子
孙后代留个念想。 可如今自己岁数

大了，眼睛不好使不说，也没有精
力写了。“
子女们都很忙，也没时间
帮我写。 ”孙大爷说，最后在儿女的
帮助下， 他找到一家代写公司，帮
他撰写回忆录。
像孙大爷这样的老人不在少
数，除了攥写回忆录，还有一些老

人选择拍摄回忆视频。“我想给子
孙后代留下点东西，也想通过这种
形式给自己的一生做个总结。 ”76
岁的吴大爷说，“视频更直观更形
象，有点像电视上的‘名人访谈’，
还有字幕和配乐，拍视频时，感觉
自己像个大明星。 ”

子女尽孝新方式催热回忆录制作市场
记者在网上搜索“代写回忆
录”、“录制回忆录视频”等关键词，
发现网上有不少求助的帖子。 此
外，很多可以承接相关业务的文化
公司，也通过微博、论坛、博客推销
自己的业务。
记者与网上一家文化公司取
得联系， 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他
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代写或录制
私人订制的回忆录， 一般来说，价

格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代写回忆录的，我们一般会
进行多次采访， 再根据素材和资
料写作、 编辑， 然后加进大事年
表、家族成员关系或家谱、老照片
集，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等，老人看
后满意了，我们就会装帧印刷。 而
录制视频， 则需要从整理相关家
族资料开始，再上门拍摄、剪辑、
做特效等。 ”该工作人员表示，两

者的制作时间一般都在两个月
内。
据该工作人员介绍，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子女从关心老人的吃
穿住行转向关心老人的精神需求，
网上代写回忆录、拍摄回忆视频的
业务也随之增多，“其中大部分都
是子女为父母买单，应该说是一种
新的尽孝方式。 ”

商业保险“60岁上限” 能改改吗？
最需要保障的老年人往往被挡在外
小赵打算给父母买份保险，但她转了十几家保险公司，却找不到合适的保险产品。 原来，她的父母都年满60
岁，许多保险公司已不受理。 一片孝心被现实挡在门外，小赵感到挺失落。
由于老人的“高危”特点，保险公司一般把投保年龄限制在了60周岁以下。 但是，在人均寿命持续提升，退休
年龄也将逐渐延迟的情况下，60周岁的投保上限就有些
“滞后”了。
■

王琪鹏

案例
当孝心遭遇尴尬
小赵想给父母买保险。“父母
现在身体还很健康，但毕竟年纪大
了， 买保险也是为了预防将来，这
样心里也有点底。 ”然而，想法是好
的，实施起来就碰了壁。 她想买的
健康险种对投保年龄的要求基本
都在60岁以下，有些险种甚至要求
55岁以上就不能买了。 不巧的是，
她的父母都已年满60周岁。
十几家保险公司跑下来，小赵
感慨，老人买保险“不值”。 保费那
么高，还不如每年为父母存钱。 小
赵说，身边许多同龄人在考虑为父
母买保险时都遇到了相同问题：刚
毕业时没有条件买，等到自己有条
件了， 父母的年纪却不符合条件
了。
权衡利弊之后，小赵干脆选择
每年为父母存两万块钱。

分析
老人投保真的
“
不值”？
在普通人的意识里，老人是最
需要保障的人群，但在保险公司看

来却并非如此。 笔者走访多家保险
考虑，但近年来，随着国民人均寿
公司发现，许多保险产品的主要保
命的提升， 推迟退休年龄呼之欲
障对象并非老年人，而是中青年。
出，民间围绕放宽投保年龄上限的
声音也有不少。
以一家合资保险公司的“团
险”产品为例，该产品以家庭为单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
位投保， 投保年龄覆盖6个月到70 究中心博士后王永华认为，人均寿
周岁，基本保险金额为12万元。 然
命提升是世界趋势，但寿命延长不
而，当家庭成员出现大病或者亡故
等于
“健康寿命”延长。 提高投保年
时，赔付的金额并不是按家庭人数
龄会急剧增加赔付支出，对保险公
平均分配的。 其中，60岁以上的家
司造成很大压力。
庭成员如果身患重疾或者因病身
长安责任保险业务总监王强
故，保险公司能赔付的金额仅为均
认为， 投保年龄限制需要与时俱
分保险金额的12.5%； 如果是50岁
进， 是因为人身保险就是根据平
以上，60岁以下的家庭成员， 也仅
均寿命作为核定费 率 的 基 础 ， 同
能拿到均分保险金额的25%。
时参照各年龄段赔付数据来核定
的。 他介绍，早在2014年中国保监
一位保险业人士介绍，老年人
投保价格较贵，保额较低，而且某
会和银监会就联合发布了 《关于
些险种对于超过特定年龄的老年
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
人不能投保，这都是根据人的生理
务销 售 行 为 的 通 知》， 其 中 就 有
周期所制定的一项旨在维护保险 “对低收入居民、投保人年龄超过
业合法利益的规定。 保险公司也要
65周岁或期交产品投保年龄超过
盈利， 要保证所有投保人的利益， 60周岁的， 向其销售的产品原则
如果承保了太多的风险体，对于大
上以保单利益确定的普通型产品
多数投保人是不利的。
为主， 不得通过系统自动核保现
场出单，应由保险公司人工核保”
等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保险公
司已经在尝试放宽投保年龄及被
投保年龄能否
“
与时俱进”？ 保险人年龄人群。 不过他也表示，
整个行业放宽投保年龄上限还需
保险公司固然有规避风险的
要一定时间。

声音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 国 人 民 防 空 法》和
《江苏省实施 〈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办法》， 按照全省统一
部署，决定组织全市防
空警报试鸣。试鸣时间
为2017年9月18日上午
10时至10时19分。
防空警报信号规
定如下： 预先警报，鸣
36秒停24秒，反复3遍，
3分钟为一个周期；空

袭警报， 鸣6秒停6秒，
反复15遍，3分钟为一
个周期； 解除警报，连
续长鸣3分钟。
防空警报试鸣期
间，将组织防空防灾疏
散演练，请广大市民保
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秩序。
特此公告。

淮安市人民政府
2017 年
9月
13 日

养老机器人可喂饭洗澡

人工智能助力应对老龄化难题
■

耿学清张婷

喂饭、洗澡、病情分
析、就诊引导……近日北
京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
会上，多款养老医疗机器
人亮相，机器人在照顾老
人方面几乎已经追上人
类。 专家表示，未来人工
智能机器人可为老年病
提供一半以上劳动力，帮
助我国应对老龄化难题。

养老医疗机器人
可导医喂饭洗澡
在本届世界机器 人
大会上，养老医疗机器人
是各大科研单位、参展商
展出的重头戏。 在科大讯
飞展台前，一位白发苍苍
的老人正与一台人型机
器人交流， 老人说出病
情， 机器人自动回复分
类，精确告诉老人应该去
哪个诊室。 据了解，这是
科大讯飞带来的导医导
诊类机器人。
在展会上，还有可以
给失能老年人或残疾人
喂饭洗澡的机器人。 一款
名为Bestic的机器人，只
要进行简单设置，用户就
可以通过小型遥控器独
立进餐。 还有一款通过视
频展出的可以帮人洗澡
的机器人，在一个圆筒形
的玻璃浴房中，一个座椅
自动弹出，残疾人坐上后
座椅缩回。 通过调节按
钮，浴房中的多个喷头喷
出水流帮人们洗澡。

中国已步入老龄社会
急需养老医疗机器人
人口老龄化日益 突

出这一趋势将成为世界
各国的负担。 英国工程技
术 学 会 主 席 JeremyWatson介绍，在英国，人口老
龄化非常严重，养老支出
占据了政府开支的很大
部分。 有一项调查显示，
英国人在人生最后两年
所消费的医疗和养老支
出，占到一生中总支出的
80%。
中国已经步 入 老 龄
社会，急需养老医疗机器
人。 如果能开发出在家里
辅助老年人生活的机器
人，我们将不需要过早地
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医院
等服务机构，医疗和养老
支出也将大幅降低。

人工智能可为老年病
贡献一半劳动力
俄亥俄州立 大 学 教
授张明君表示， 未来，在
老年病方面，简单的人工
智能至少可以替代一半
以上劳动力。
以阿尔茨海默病为
例，张明君介绍了自己正
在进行的一个项目，“第
一个是检测这部分，可以
通过计算机技术结合其
他的技术来做，在日常生
活中观察老年人的生活
习惯、 对话评估他的状
态，“所以我们开发了一
套机器人智能系统去评
估。 ”其次，人工智能还能
参与智能评估，通过老年
人前一年两年、昨天前天
的情况，可以去预估。 最
后， 未来可用智能机器
人，帮助代替人类和老人
进行交流，这是在老年社
会更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