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设施匮乏？教育资源紧缺？交通拥

挤，空气污染得已经让所有人近乎窒息？作为

北美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大都市也早已淡出人

们的记忆？看看每年新增的人口数，这也许真

的可能成为2020年多伦多的城市写照。

确实，为了拥有更多的投资资本，政府每

年所通过的移民申请人数早已经超过了 25

万人之多，而在这些人中，其中43%的人们会

选择多伦多，这其中还不包括每年10万的新

生儿。

这样大的人口压力，无论是对于世界上

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是难以承受的，从交通设

施到学校教育，从娱乐场所到工作领域。

据预计，如果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截止

到 2020 年，大多伦多地区的人口必将突破

700万的大关，如果移民人数继续增加的话，

总人口数将会更多。

每一年世界总会有一份最适合人类居住

的城市的排名。在其他加拿大城市挤破脑袋

才能进入前30名的时候，温哥华总能轻而易

举的排在很靠前的位置上。除了确实人杰地

灵之外，而实际上，对比这些排名靠前的城

市，我们不难发现，人口密度较小的城市总能

轻松夺冠，例如哥本哈根（人口50万），例如

苏黎世（34万）。

而在历年的排名中，你绝对不会看到人

口数超过1000万的超级大城市，例如汉城和

圣保罗，被誉为适合居住的城市。

道理其实很简单，人口密度较小的大城

市，人们在享用各种公共设施的时候能够更

从容，社会人口安定，犯罪率更低，各种污染

也会减少等。

新移民的到来会为一个国家补充更多的

异国元素，但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不幸

的是，影响已经产生，并随之爆发出来了。

每天，多伦多的 401 高速公路都会成为

北美最繁忙的高速路，在市中心根本找不到

停车的地方，对于移民来的孩子，一些公立学

校连起码的英语指导都不能提供。

政府一味的重视引进移民数量，但却忽

视了对进入加拿大国门移民的指导：如何选

择定居城市。于是，一半多的移民涌入了多

伦多，18%的移民选择了温哥华，12%的移民

留在了蒙特利尔，初来乍到，所有人的目光都

定准了这三大城市。

地域的生疏，环境的变化，让更多的移民

希望能找到一个已经“成型”的居住区，同时

为了工作的方便，大城市自然成了首选。移

民们的这些观点已经有些根深蒂固了，妄图

短时间改变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

在世界上，同加拿大有类似之处的国家

当属澳大利亚了，两国都是欧洲移民后裔，而

又都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移民人群。目前，澳

大利亚的净移民率为0.385%（即每一千人中

移入外国人口数减去移出人口数），加拿大已

经达到了0.585%。

实际上，大量新移民纷纷涌入同一大城

市之后的境况有时候并不乐观。竞争的加

大，就业机会的减少只能使得一些移民从事

一些薪水不高的工作，例如保姆或者出租车

司机等。不仅仅是薪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工作并没有太大的出路。

之前，移民人群中的贫困人数同加拿大

本地人口的贫穷家庭数量几乎持平，但现在

这种情况却在逐渐的恶化。据加拿大社会发

展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显示，1986年之前来到

加拿大的人群贫困比例仅仅占到了 19.7%，

低于本地的贫穷人口比例，而在1991年之后

来加的移民中，贫困比例已经猛增到了

52.1%，而加国本土贫困比例基本维持原状，

仅为20%。

如果目前的现状继续持续的话，到2020

年，无论是多伦多还是温哥华必将有更多生

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

确实，当前的熟练技术工人仍处于短缺

的形势下，但引入大量的移民可能并不能达

到理想中的期望。墨西哥也是一个技工短缺

的国家，但他们国家并不缺少人口。只能说，

目前政府的移民引入工作并不能解决现实存

在的问题。

幸运的是，加拿大并不需要独创，因为澳

大利亚在移民方面的一些新创举完全可以被

借鉴。在澳大利亚的移民计划中，凡是技术

移民人群必须出示该国政府所颁发的技术执

照，而且在取得该国国籍的同时对语言有着

非常严格的要求。

同时，生活状况并不是很好的大量移民

也会给加拿大的公共医疗以及教育以极大的

挫伤。截止到2020年，新一代的婴儿潮将可

能重新出现，这就意味着，医院治疗的等待时

间将会大大延长。同时，根据报告显示，多伦

多地区的中小学教师每周都需要花费一天的

时间为这些移民孩子补习语言课。

换句话说，这些需要老师帮助补习语言

课的孩子们其实也正在耽误着其他孩子的学

习。当然并不是说是孩子们的错误，而是政

府政策的问题。

同时受到影响的还有交通和环境等，人

口压力过大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当然，移民的引入是不可或缺的，但目前

的情况，无论是从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城市

的适应性，还是个人的发展来看，都是很不利

的。也许，多伦多只是目前世界许多人口爆

炸 式 增 长 城 市 的 一 个 缩 影 而 已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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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多伦多人口：
2020年，Toronto
还需要移民吗？

作为一个“多伦多人”，你喜欢这个城市吗？曾经有个在世界

许多城市生活过的移民朋友说过：“闯荡了五洲四海，觉得最爱的

还是多伦多。”但多伦多同样有着跟其他国际大都会一样的通病：

大量外来移民日渐涌入。尽管郊区有着舒适的居住环境，但

downtown依旧不可避免的拥挤、污浊、压抑……钢筋水泥的丛林

下，如何找到出口。看看现在的多伦多，想象一下2020年的多伦

多，你会有何感受呢？

大家都说，加拿大是老人和孩子的“天
堂”，那么到底这个天堂是怎样的呢？亲爱
的移民朋友们，也许你正在为你的父母办
理移民手续，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家人就可
以享受温情的团聚了。那么，你了解加拿
大老年人的政府福利吗？让我们一起来看
看吧。

退休规划是北美大多数人的首要理财目标。在作

退休规划前，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加拿大的一些政府福

利。由于加拿大的一些福利各省情况不一样，在这里，

我们以安大略省为例加以说明。

在安省，老年人的政府福利主要有以下几种：CPP

（养老金）、OAS（老年金）、GIS（低保补助）、GAINS（安

省低保）、Allowance（补助金）、CGA（政府年金）、IPB

（国际养老金）。以下我们就分别加以说明。

CPP：Canada Pension Plan （CPP） Retirement

Pension。CPP 于 1965 年加政府通过立法建立并于

1966年1月开始实施。它是以一种叫Pay-as-you-go

的方式动作。意思就是说，我们交的CPP，并不直接在

我们的帐户里积累，而是进入现有帐户并分配给现在

的老人。

换句话说，现在的老人领的CPP是我们正在工作

的人交的钱。我们退休后领的CPP是当时工作的人交

的 钱 。 CPP 的 金 额 由 我 们 的 工 作 期 间 的 平 均

Pensionable Income决定。每个人的CPP都会因为工作

时间的长短及收入水平不一而不一样。CPP除了退休

收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比如如果一个领取

CPP 的老年人过世，那么他的配偶可以得到抚恤金。

未成年子女也可以每月得到一些抚恤金直到成年。

另外，如果有人严重残疾，CPP 的残疾抚恤也会发放

到65岁。

OAS：Old Age Security。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

金。它起源于1927年，是一个完全的社会福利计划，你

不需要做出任何贡献，只要条件适合就可以申请领

取。OAS的条件，简单地说，就是需要18岁以后在加

拿大住满十年以上。如果住满40年以上，则可领取全

额。如果没住满，按比例领取。

GIS：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GIS 实际上

是OAS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它跟OAS又有不同。GIS

主要是对低收入的老人的一种补助。如果你要申请

GIS，你必须符合领取 GIS的条件。同时，领取人的收

入要低于一个数值。

GAINS：Guaranteed Annual Income System for

Seniors。这是安省的一种社会福利。条件也很简单：

如果大于65岁，是安省居民，并且符合OAS及GIS的

领取条件，就可以申请了。

Allowance：严格地说，也是OAS系统的一部分，他

提供的是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助。他又可以分为两种：

Allowance和Allowance for Survivor。

先谈谈Allowance吧。如果你符合下情况：18岁后

在加拿大住满十年，并且是加拿大的公民或者永久居

民；年龄在60—64岁之间；配偶（同居或婚姻伴侣）符合

领 取 OAS 及 GIS 的 条 件 。 你 就 可 以 申 请 领 取

Allowance了。

另 外 的 一 种 Allowance for Survivor，其 实 跟

Allowance差不多。唯一的不同就是，如果领取OAS及

GIS的配偶去世了，未亡人年龄在60—64岁之间，就可

以申请 Allowance for Survivor。

CGA：Canadian Government Annuities。这个实际

上就是政府管理的年金。需要你自己有贡款或者你的

雇主有贡款。

IPB：International Pension Benefits。加拿大和世界

上许多国家都签定了相关协议，如果你生活在其他国

家或者你的配偶在其他国家工作等情况，你就可以申

请IPB。IPB只适用于和加拿大签定协议的国家。

作为一个加拿大的纳税人，我们在年轻时交了高

额的税收，那么，在年老时我们理应享受一些政府福

利。如果因为对这些不了解而错过，将会令到我们产

生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在规划你的退休生活时，政

府福利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

加拿大的各项福利会根据政府预算作调整，并且

会随着物价指数进行更改。如果要知道到底你能获得

的准确金额，请与你的理财顾问或政府相关部门联

系。并以政府所颁布的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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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加拿大老人政府福利
移民资讯站移民资讯站

在当今社会里，电脑科技带来无限的方便，但是很

多青少年长时间呆在室内用电脑，沉迷在电脑网络, 电

子游戏机中，看电视 ，埋头读书。。。。。近年来这些渐渐

流行的新生活方式，已经造成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近

视人数正在日益增长。

在北美洲,超过七千万人患有近

视。近视的产生是因为眼球太长而

不能配合眼角膜的弧度,而令到光线

的焦点投射在视网膜的前面,变成模

糊的影象。近视, 远视, 散光及老光

通常都称为"屈光不正"的视力问题，

因为患有"屈光不正"问题的眼睛都

不能正常地把光线在进入眼球时折

射到正确的位置上。有不少学生家

长常常听到自己的孩子诉说教室里

黑板上的字看不清楚，影响学习，十

分着急。其实视力下降的原因是多

种多样的，弱视，斜视，先天性白内障

等眼疾也会影响视力。近视眼是常

见的屈光不正，青少年是最易患近视

的人群，它是一种与家族基因遗传有

关的眼部缺陷,另外与后天用眼情况亦有相当关系,主要

症状是近视物清晰而远视物模糊。远视眼，散光眼也是

一种比较被忽视的屈光不正。

以下是家长们可以检查自己的孩子有没有眼睛问

题的清单:

1.眨眼次数频密,经常擦眼睛或流泪水.

2.看东西时,头部方向会跟着视线移动.

3.视觉模糊或不正,眼睛疲劳难睁开.

4.写字不能跟随直线或格子写,字体歪斜.

5.长时间坐在电脑桌前玩电脑游戏.

6.总是近距离看电视或眯眼看电视.

7.习惯躺着看书或扒在桌子上阅读.

8.常说眼养,眼部不适,重影,头痛等.

如有以上这些情况,请家长们抽

空陪孩子，马上请眼科医生检查。

一旦发现视力下降或病变, 应及早

治疗与矫正, 您可直接与王凌眼科

诊 所 及 眼 镜 中 心 联 系 ，电 话 是

416-972-0080 或 查 询 网 站 www.

eyedrlinwang.com。

在此,转告家长们平时孩子阅读

时一定要做到'五不看,即不躺着看

书,不连续长时间看书用电脑,不扒

在桌子上看书,不看字体太小的书

报, 不要在光线太强或太暗处看书.

平时要注意用眼卫生，定期检查视

力，眼睛盯着屏幕 40 分钟, 必须休

息五分钟，才能恢复看远处的视

力。鼓励孩子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增强体质, 是预防眼病的重要措

施。请家长们高度重视小朋友们矫正视力的黄金时

机---三岁至七岁,一旦检查出眼疾问题, 眼科医生才

能有足够时间去矫正视力以及治疗眼病。最后, 祝愿小

朋友们都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 !

王凌眼科诊所及眼镜中心

Tel: 416-972-0080

Website: www.eyedrlinwang.com

Address: 50 Cumberland St. Main Fl, Unit 3A

Toronto, On M4W 1J5 (Near Bay subway station)

隐藏眼病不可忽视 请陪孩子去验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