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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东南亚养老：美好背后暗藏隐忧
■ 本报记者 王明哲
需要存款 10000 美元 （不可取出转做投
资）， 即享有在菲律宾永久非移民的地位
和多次入境和免税的优惠待遇。

随着居民收入普遍提高， 跨国
养老对许多老人来说已不 再 是 可
望而不可及的理想。 加上大城市环
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许多老人
正举目全球，寻找可以安享晚年之
地。 东南亚国家气候条件好、签证
门槛低、生活消费少，成为他们的
第一选择变得理所当然。 然而现实
真的有这么美好吗？ 东南亚养老的
背后有哪些隐忧呢？

美好背后有哪些隐忧？

各国老人涌入东南亚
近年来，由于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
宾等国享受服务的成本较低，越来越多的
欧洲人和日本人选择到东南亚国家养老。
很快，这一风潮同样也来到了中国，许多
退休后希望更换生活环境的中国老人，也
把目光集中在了东南亚几国。
东南亚为何受“银发族”的偏爱？ 泰
国国家旅游局之前以日本老人为例算过
一笔账：在日本，一名退休男性和一名退
休女性每月可以分别领取 15 万日元和 7
万日元左右的养老金。 如果住在东京，老
两口只能住在一间小房子里，上超市都得
精打细算；但如果搬到曼谷，他们每月花
3.5 万泰铢就可以在市区租到一套两房一
厅的公寓，除去每月 2 万泰铢的日常生活
开销，他们每月还可剩下 2 万多泰铢享受
生活。 在泰国的清迈、帕塔亚、普吉等地，
生活成本甚至更低。
许多欧美老人退休后卖掉了家乡的房
产， 在泰国买一间高级公寓甚至独栋豪宅，
再请个佣人烹饪打扫，只动用存款、退休金
等，就可以在泰国享受轻松自在甚至是“奢
侈”的生活。 据其他媒体调查，泰国物价便
宜，生活轻松，许多欧美人很喜欢这里。 不少
欧美人选择在泰国定居，是因为“这里的人
生活不着急，永远悠闲、满足和友好”。
而对于中国老人来讲，在东南亚生活
—几乎每个东南亚城市都
也不成问题——
有唐人街、华人聚居区。 在一些地方，单靠
中文生活也没有问题。 像在马来西亚的槟
城，华人银行和医院比比皆是。“槟城华人

近日，《变形金刚 5》 登陆全国各大
影院， 充满张力的场景和跌宕起伏的剧
情令人肾上腺素倍增， 不少观众朋友看
后大呼过瘾。 除了众多炫酷名车，一款外
观优雅、行驶敏捷的老爷车也备受关注，
它就是著名的 DS 20。
在剧情中，DS 20 曾是女主角父亲的座
驾，之后作为遗产传给她。 虽然该车年代已
久，但却是汽车人热破的伪装，一直承担暗
中保护和监视女
主角的任务，在
护送女主角去见
她父亲世交的途
中上演了精彩趣
味的超车好戏。

截止到 2017 年 4 月底， 卡罗拉双擎
累计销量已突破 6 万台，成为混合动力市
场中炙手可热的明星产品。
在这个“颜值即正义”的时代，更多
人将外观作为选车时一个重要的参考因
素， 卡罗拉双擎前脸造型配合镀铬装饰
条， 再加上细长的 LED 前大灯及 “闪电

的普通话说得很好，而且各服务部门和商
店都有华人，所以沟通没问题。 ”旅居吉隆
坡的一位中国老人说，“因此中国人到这
边养老并不会感觉完全背井离乡。 ”
以一对天津老夫妇为例， 除去房租，
他 们 每 个 月 的 花 费 大 概 在 3000 元 至
5000 元之间。 如果他们选择到泰国或马
来西亚的非热门景点地区租一所海边公
寓，房租加上生活费不会超过 5000 元。 移
居后， 如果把天津的房子租出去用以补
贴，那他们会过得相当充裕。

各国推出退休签证
除了经济、健康等原因的推动，中国老
年人口的增加也势必让跨国养老这股潮
流不再小众。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份报告
指出，日本、韩国、美国、欧洲和中国将共
计有大约 4.25 亿超过 60 岁的退休者，其
中仅中国就有大约 2 亿。
为了吸引中国这个最有潜力的市场，
东南亚各国政府估计会推出更多政策优
惠和生活便利， 以吸引中国老人们前去
“投资”。 像在最适合北美退休者居住的
国家厄瓜多尔， 年过 65 岁的老人购买从
厄瓜多尔起飞的航班能享受折扣，在该国
看电影或参加体育活动还能享受半价优

惠。 但这样优待外国老年人的福利，目前
在东南亚国家还找不到。
泰国、 马来西亚等国成为热门退休
地，也是政府鼓励的结果。 为了吸引“多
金”的外国退休者前往居住，拉动经济增
长，东南亚各国几乎都出台了针对退休者
的特殊签证。
泰国早在 2002 年就推出了退休签证
制度，并逐步降低了申请门槛。 目前的条
件是年满 50 岁， 存款加上年收入不少于
80 万泰铢（约合人民币 15 万元），再开
具无犯罪记录及身体健康证明，就可以申
请为期一年的退休签证， 期满后可以延
长。 虽然签证每年都要更新一次，但申请
人可以在泰国申请， 每次只需一两个小
时、花费几千泰铢手续费，非常方便。
马来西亚比泰国更早提出吸引其他国
家退休者的主意，1996 年就开始推广 “银
发计划”。 2002 年，这一计划改名为“我的
第二个家园”。该计划的成功申请者将获得
长达 10 年并可以终身更新的签证。 与泰国
相比，马来西亚的退休签证资金门槛较高。
50 岁以上的申请者必须把 15 万马币 （约
合人民币 26 万元）存满一年。
对于如此大的商机，菲律宾也出台了
“特别退休居住签证”。50 岁以上夫妻，只

DS 20 现身《变形金刚 5》
■ 本报记者 王明哲
作为 DS 19 的升级改良版车型，于
1969 年 9 月问世的 DS 20 延续了经典
DS 优雅流畅的水滴型车身，风阻系数仅
为 0.38Cd。 3125 毫米的轴距保证了相对
宽裕的车内空间。 得益于玻璃钢车顶、铝
制前舱盖等一系列轻量化材质的应用，
DS 20 的整备质量仅为 1280 千克。 同
时， 该车还搭载当时同级罕见的转向助
力、可升降四轮独立悬挂。 资料显示，DS
20 搭载的四缸 2.0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可
在 14.2 秒内从静止加速至 100km/h，最
高时速可达 167km/h，这些数字在 20 世

纪七十年代算得上同级佼佼者。
事实上，DS 的英勇无畏可不仅限于电
影中，在现实世界同样有迹可循。 1962 年，
DS 19 曾在一次针对总统的刺杀行动中挽
救了戴高乐的性命。 据回忆录记载，当年 8
月 22 日，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在爱丽舍宫
举行内阁会议，随后与夫人乘车离开。 戴高
乐夫人坐在 DS 19 的左后座上， 总统本人
坐在右侧，他们的女婿布瓦西厄坐在前排。
半途中， 等候已久的杀手们将暴风雨般的
子弹射向车队，所幸由于车速太快，大多数
子弹只击中车尾，DS 19 的两条轮胎中弹，

卡罗拉双擎：如何成为一款炙手可热的混动车型？
眼”造型 LED 示廓灯，营造出高级感，16
英寸风刃切削式铝合金轮毂在时尚之外
增添了整车的运动气息。
内饰方面，卡罗拉双擎也拥有混合动力
车型的专属设计。 中控台及车门装饰采用黑

色的设计，呈现出高级感和先进感。 中控台
标配 4.2 寸多功能信息显示屏能够提供娱
乐、导航以及混动系统能量流显示等功能。
卡罗拉双擎搭载的丰田混合动力双
擎系统在 PCU（动力控制单元）的调节和

到东南亚养老，理想很丰满，那现实
呢？ 由于国内生活成本高居不下，日本老
人早早就开始到东南亚养老， 是赴泰定
居的最大外国人群体。 但他们发现，到东
—除了
南亚定居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
要面对住宿环境、心理因素、饮食习惯等
方面的问题， 还要警惕当地人把他们当
作“有钱又好骗的外国老人”，进而实施
犯罪。
据日媒报道， 日本老人移居东南亚，
一般会通过中介机构寻找合适的公寓。 许
多中介在向顾客介绍时，一般都会告诉老
人在泰国居住的日本人特别多，不需要担
心太多。 但现实中，很多在泰日本人是日
本国内企业的驻泰员工及其亲属，企业一
般会为他们安排高档宿舍， 以确保安全。
这种宿舍的月租金或高达 10 万日元 （约
合人民币 5240 元）。 而移民中介为日本
老人寻找的公寓往往达不到这种标准。 许
多日本老人到泰国后，发现邻居中很少有
日本人。 再加上日本人个性内敛、与当地
人言语不通、不会讲英文，日本老人们的
移居生活可能非常孤独，尤其是只身前往
泰国的老年男性。
因为与身边的人无法交流， 很多日本
老人尤其是高龄单身男性， 定居泰国后被
卷入诈骗、诈婚甚至丧命的事件当中。 前几
年有报道称，一位 79 岁高龄的日本男性在
泰国被害， 泰国警方随后逮捕了一男一女
两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这对男女几年前
就曾通过骗婚的方式杀害了另一位日本籍
男子，两起事件都是以获取钱财为目的。
到东南亚养老，中国的老人们还需要量
力而行，考虑自己是否能适应当地的气候和
饮食、是否能够融入当地生活。 在找移居中
介时，不要盲目听信一面之词，如果已有意
向出国定居，那一定要事先探访，对环境等
做深入调查，再做出最后的决定。 如果实在
没有自信在异国生活，那也可以选择气候条
件相当的海南省。

前轮有些打滑，几颗子弹打碎了后窗上的
玻璃。 司机马鲁的方向盘震颤着，他竭力
控制， 只觉得车子在飘， 他踩着刹车让
DS19 慢慢向前滑行， 在车子失去动力的
一刹那，重新踩动油门，车子又如离弦之
箭一般向前冲去。 10 分钟后，戴高乐的车
子安全抵达停机坪。 此后，DS 汽车出色的
操控性与可靠性被广为流传。
时过境迁， 许多历史往事已逐渐沉
淀在人们的记忆中， 电影情节也终将随
着时间推移，被人们忘却。 而 DS 汽车对
先进科技、优良操控、出色安全性的执著
却从未随时代变化而改变， 这些也正是
法国新世代豪华品牌 DS 不断发展、前进
的动力与魅力所在。

E-CVT（电子无极变速系统）的配合下，
共同完成卡罗拉双擎的行驶任务，并且始
终让车辆保持在最优动力输出的状态，
4.2L/ 百公里的综合油耗就是最好的佐证。
像这么一款有“颜值”、有“内涵”、
“内心强大”还是一枚“暖男”的汽车放
在你的眼前，你还会不爱上它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