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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被广泛被运用到生活中，特别是 5G 时代的到
来，智能科技更是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生活更轻松，出行
更方便，通讯更畅通……。为此策划专题——
“智能科技
改变生活”，从居家生活、工作学习、交通出行、通讯等方面
进行报道，来了解智能科技是如何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改
变我们的生活。

●

本报自 2018 年开设《家事》版至今，已出登了 120 多期。该版围绕着人们的家庭生活、
教育、消费、家庭伦理等方面进行选稿，探讨夫妻关系、子女教育、婆媳相处等社会关注的问
题，传播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和现代家庭文明新风气；提供生活资讯和生活方式，
服务读者。
为了给读者更多的生活资讯,更好服务读者，从本期开始将《家事》版改为《生活》版，开
设“生活广角”、
“维权课堂”、
“生活指南”、
“家庭消费”、
“智能生活”等栏目，搭建平台从衣、
食、住、行、工作学习等方面为读者提供最新资讯，
为读者排忧解难，
成为读者生活小帮手。

享受智能家电之乐

“解放双手
解放双手”
”让生活更有趣
记者林明聪 文秋华 通讯员林嘉慧
陪聊天、助娱乐、做家务、护安全……随着人
工智能技术的逐渐成熟，各种智能产品层出不穷，
智能科技真真切切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特别是
智能家电，可以说是让广大家庭主妇“解放双手”，
生活更有趣,生活品质在不断提升。

■用上扫地机器人，解放
家庭主妇的双手
“自从用上了扫地机器人，我就基
本不再拿扫帚了。”家住吴川市梅菉街
道沿江路的郭诗霞笑着对记者说。她
说，清理房间是家庭主妇每天必须进行
的工作，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复
性工作很容易让主妇们抓狂。以前，家
庭清扫的工具一般都是扫帚、拖把，家
里条件好一点的还有吸尘器、不过这些
都免不了要主妇低头弯腰，非常的辛
苦。现如今，虽然还是可以看到扫帚，
拖把，但是一种外观像大圆盘的扫地机
器人已经走进家庭，慢慢的解放了主妇
们的双手，价格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这些智能产品的出现让生活变得更加
的简单和轻松。
郭诗霞说，时代变迁，日新月异，不
变的是人们对舒适生活的追求，从常见
的日用品，到解放双手的家用电器，再
到现在的智能家居，体现的不仅是科技
的进步，更折射出了时代的发展与变
迁。
家住坡头区龙头镇的阿敏是一个
典型的 90 后，平时喜欢宅在家。家里的
家具家电都是新买的，当时买洗衣机、
电冰箱、电饭堡、电视机都是在一家店
买的，因为购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的
时候销售人员告诉小敏这些家电都是
智能家电，当时也没太在意，以为是销
售人员的宣传。今年她买了一个智能
音箱，因为看了网上这个智能音箱可以

支持语音对讲，你跟它讲话，它能听懂
并且回答，本来只是出于好奇买来做个
对讲工具好玩，看了说明书才知道，原
来可以和新买的家电连接。小敏晚上
想看电视，对着智能音箱说：
“打开电视
机”，智能音箱的亮闪了几下后，没想到
电视机真的自动打开了，后来也用同样
的方法打开扫地机器人、洗衣机，都可
以实现。小敏得意地说：
“ 我超喜欢这
些智能产品，它太懂我们年轻一代的心
理了。”

■智能家电，让人们更享
受生活
“以前人们常讲‘三大件’，从 70 年
代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到 80 年代的
冰箱、电视、洗衣机，再到 90 年代的摩托
车、录像机、电脑，如今的‘新时代三大
件’应该是是洗碗机、扫地机器人、干衣
机，这些智能家居让广大家庭主妇解放
双手，享受生活。”吴川市区解放路某家
电商场的凌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
是说。
凌经理认为，吃完就能甩锅的洗碗
机、再也不怕闪到腰的扫地机器人、晾
衣不用动手的干衣机，这些智能家居产
品，它们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省时省
力。
“不但从中节省了做家务的时间，还
被认为有助于减少夫妻间因为干家务
活所产生的矛盾。”
凌经理逐一分析说，洗碗机，可以

维权课堂
房屋产权到期

如何是否自动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日前已正
式通过，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
中，关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
自动续期的规定广受关注。近日，记者
就产权自动续期、是否收取费用和相关
纠纷等问题采访了有关法律人士。
针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
自动续期，现行法律如何规定？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宏
宇介绍，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规定：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
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
享有所有权。房屋建立在土地上，住宅
建设用地使用权有时间限制。物权法也
明确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
满的，自动续期。
2016 年 11 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
的意见》进一步指出：
“ 研究住宅建设用
地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
排，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
保护的良好和稳定预期。”在此基础上，
民法典对于上述问题进一步加以明确。
民法典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
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
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
理。
“可以明确的是，住宅建设用地使用
权满 70 年之后可以自动续期，广大业主
可以吃下‘定心丸’，不必担心房屋被收
回。”法律人士表示。
2016 年 12 月 8 日发布的《国土资源
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少数住宅建设用
地使用权到期问题的复函》确立了
“不需
要提出续期申请”
“不收取费用”
“正常办
理交易和登记手续”的方案。但该处理
方案仅为过渡性办法，住宅建设用地使
用权续期的最终方案仍需要立法解决。
“目前，民法典仅对住宅建设用地使
用权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考虑到建筑物
本身的使用年限等问题，住宅建设用地
使用权续期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
法
律人士表示，对于群众关心的是否要交
纳土地出让金，交纳的标准，减免费用
等，期待国家和地方政府结合实际情况，
出台符合公众需求的制度设计。
关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后
如何有偿续期问题，“我们认为，在未
来立法完善的过程中，应当坚持长久保
护、稳定预期、保护合法权益的原则，保
护好、维护好公民的居住权和财产权。”
张宏宇说。
据新华网

家庭消费

后疫情时代
年轻人的金钱观有何变化

生活指南
让人欲罢不能的奶茶
并不只是奶和茶
喝茶是一个安静的活动，喝奶有利
于人体健康，奶茶却是一种典型的快消
品。人们一边说着再也不喝奶茶了，一
边走进了奶茶店。逃不过“真香定律”
的奶茶究竟有何魔力让年轻人趋之若
鹜呢？港式、台式、低糖、奶盖……种类
繁多的奶茶里究竟有什么？对健康又
有何影响呢？下面让我一起来看看。
虽然奶茶和牛奶只有一个字不同，
但有些奶茶中的奶却并非是牛奶，而是
用植脂末代替的。植脂末的主要成分
有氢化植物油、葡萄糖浆、酪朊酸钠、硅
铝酸钠，而部分氢化植物油则含有反式
脂肪酸。科学研究表明，反式脂肪酸的
摄入量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呈正相
关。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反式
脂肪酸摄入量不超过 2 克。用植脂末做
的奶茶，每 300 毫升（相当于中杯奶茶）
中就有 0.5 克到 2.7 克的反式脂肪酸，如
果长时间喝奶茶会提高患上心血管疾
病的风险。
此外，一杯奶茶的含糖量也不容小
觑。研究显示，一杯奶茶约等于一瓶可
乐的含糖量，即使是低糖、去糖或无糖
的奶茶，也都含有糖。
《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中规定“每天糖的摄入量不要超过
50 克，最好控制在 25 克以下”，而正常
甜度的一杯奶茶含糖量就达到了 35 克。
除了反式脂肪酸和糖，打造奶茶良
好风味和口感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脂
肪的参与，但是过量的脂肪摄入会引发
肥胖，在带有奶盖的奶茶中，脂肪含量
尤其高，平均为 7 克/100 毫升。成人每
日推荐摄入的脂肪小于 60 克，喝这样一
杯奶茶相当于吃掉了两顿饭的脂肪。
所以奶茶虽然好喝，但还是适量为宜。
据科技日报

说是调和家庭矛盾的利器，洗碗问题可
据介绍，目前电视的智能化渗透率
能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要么出去吃饭， 最高，达到 95%以上。家庭白电设备，
要么就自己做饭、自己洗碗，当然有保
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也在逐渐通过网
姆那些土豪也不用自己洗碗。于是，洗
络连接实现远程控制、设备联动以及智
碗机这种产物，可能就是为了拯救上辈
能运算等功能。而近年来新兴的智能
子都不喜欢洗碗的人而出现的。
“ 扫地
小家电产品如智能马桶盖、扫地机器
机器人，再也不怕拖地闪到腰，如果你
人、洗碗机等需求大增，盈利能力强劲，
是个爱干净的人，刚好你又觉得扫地是
成为行业新生力量。
一项非常繁琐的工作，那么扫地机器人
“科技一直以来都是驱动我们生活
该应能帮到你。能自动回充、能吸走细
变化的主要动力，每一次的变革都为我
小毛发、还能拖地等，这些都让更多不
们的生活带来正面的影响，而这也正是
喜欢做家务的人喜欢上了扫地机器人
智能科技的魅力。”湛江市人大代表林
这种产品。”
壮锦说，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不断加
“还有就是不用动手晒衣服的干衣
快，工作压力日益加剧，回到家之后基
机，”凌经理说，洗衣晾晒是很多家庭都
本都不想再动手做太多家务，只想着赶
非常关注的问题。尤其现在职业女性
紧吃个晚饭休息休息，或者看看书、追
越来越多，实在不想工作一天之后还要
追剧放松一下。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
回家晒衣服，这时候就需要一台干衣机 “解放双手”，给大家更多的晚间自由休
了。它除了可以解放双手之外，干衣方
闲时间呢？人工智能技术送来了答案，
式更为高效和快速，
而且不惧天气因素， 特别是智能家电，已经真真切切地改变
衣物随洗随干，
为生活带来更多便捷。
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
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林壮锦说，科技的力量总是让人觉
■智能家电提升了百姓
得神奇又遥远，不过它却总是能悄无声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息地渗透和改变人们的生活。常常还在
我们惊叹科技的成果时，转眼它却已出
“智能家电以前是趋势，现在几乎
现在我们的生活周围，从最初的好奇到
已成为标配。”凌经理告诉记者，智能家
后来的习惯，直到最后依赖和离不开。
电销售占比已超过 50%，追求潮流时 “智能改变人生，科技改变未来”这绝不
尚、喜欢高科技的 80、90 后等年轻消费
是空口白话。当未来全部智能化后，我
群体是智能家电的购买大军，
“目前市面
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安全，越来越舒
上的智能电饭煲、智能热水壶、智能洗
心。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做好我们的
碗机、智能空调等尤其受消费者喜爱”。 本职工作，
静待智能科技的到来。

年 6 月在拼多多购物的 90 后人数接
近 1 月的 12 倍，疫情后，越来越多年
轻人正从“等等党”向“多多党”靠拢，
享受
“薅羊毛”的快乐。

能花也会赚，年轻人的
理财灵活又稳健

外卖小哥王胜难得浪漫了一回。
在武汉“抗疫”结束后，王胜回到
老家。回家前，他特意买了玫瑰花和
戒指，给妻子补上一个迟到的求婚仪
式。在武汉看过太多生离死别的故
事，
王胜越发明白家人的重要性。
疫情过后，王胜对金钱的观念发
生了很大变化。以前，他每个月只给
自己留一点零花钱，余钱都存着。而
现在，他更加明白适当消费的意义。
“赚钱很重要，但会生活也很重要，该
花的钱还是要花。”

“该花的就花，不该花的
就省”

●

今年春节，原本是王胜大喜的日
子。为此，春节前他早早赶回了咸宁
老家。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打乱了他的计划，疫情暴发后，他逆
行回到武汉。
“ 因为那时候超市货品
配送是必不可少的，我不能在这个时
候离开。”
奔波在武汉空荡荡的街道上，整
个城市都变得很安静，那一刻，王胜
深刻反思了自己这几年的状态：过去

为了结婚拼命省钱，但少了陪家人的
时间，也缺了很多生活的乐趣。他暗
下决心：等疫情过去，除了继续省钱，
也要学会给爱人制造浪漫。
武汉解封后，王胜第一时间买车
票赶回老家。到家前，他特意买了一
大捧玫瑰花和一枚戒指，向妻子补上
迟到的求婚仪式。
该花的就花，不该花的省。事实
上，这也是年轻人在“后疫情时代”的
普遍想法。
近日，平安银行针对 2020 年上
半年 90 后的金融消费行为开展了一
项调研，数据显示：90 后通过平安银
行信用卡、借记卡在京东、拼多多等
电商平台消费的总金额在复工复产
后快速回升，6 月的总交易金额是 2
月的 5.5 倍。
麦肯锡发布的《2020 年中国消
费者报告》显示，中国年轻的自由消
费者正在增加其在许多类别上的支
出，包括新鲜牛奶、护肤、快餐和休闲
装。实际上，这一群体约占人口的 1/
4，占支出增长的 60%。
疫情过后，年轻人的消费行为更
趋理性。平安银行调研数据显示，今

还有调研显示，
“后疫情时代”年
轻人既舍得花钱，也更会赚钱。
上述平安银行的调研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依然有不少 90 后保持了
存款习惯，6 月购买定期存款的人数
比年初增长了约 12%，年轻人也意识
到存款在特殊时期的保障功能。此
外，
受访的 90 后也普遍会选择银行理
财，
平均每笔理财金额超过 6 万元，
而
且更倾向于购买期限在 180 天以内、
相对灵活又稳健的理财产品。
来 自 广 州 的 90 后 陈 映 华 就 是
“能花会赚”的年轻人之一。她是广
州 老 字 号“ 陈 添 记 ”的 第 三 代 掌 门
人。疫情导致生意流失，陈映华改良
外卖包装和制作工艺，开通外卖，只
能维持基本开支。
面对疫情的影响，这还远远不
够。恢复营业后，
“陈添记”的堂食营
收比以前减少了七八成，面对账面资
金的流失，陈映华有点慌。
在朋友的帮助下，她和家人重新
对店铺资金运营进行了规划，并投入
一部分资金用于银行理财，试图以此
减轻经营现金流的压力。在她看来，
“陈添记”
完全有信心等待餐饮业完全
复苏，
到那时，
一切都将恢复如初。
据中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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