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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项房产新政，
韩国房价却暴涨52%
韩国房产交易量7月创历史新高，
晨报通讯员讲述韩国人为何恐慌性抢房
潇湘晨报特约通讯员
冀雨欣 首尔报道
“房源紧缺导致价格
暴涨”
“ 全租价（全税房，
就是介于买房和租房之
间，一般需要一次性给房
东房价的三分之一左右
作为保证金，签约两年，
两年内没有月租，两年期
满后，房东要把保证金全
额退还。租客付出的就
是这笔保证金的两年银
行利息）突破了 5 亿韩元
（1 元 人 民 币 折 合 约 172
韩元）”……房租房价上
涨，成了最近韩国最受热
议的话题。
近 3 年来，韩国累计
颁布了 23 项房产新政，然
而在政策高压下，首尔公
寓楼价格却大幅上涨了
52%。很多韩国民众担心
房价继续攀升，着急出手
购房，掀起了一波恐慌性
购房潮。
7 月，韩国房产交易
量更是创历史新高。韩
国国土交通部发布数据
显示，7 月韩国房产交易
量达 14.1 万套，较去年同
期大幅增长 110%。今年
1 至 7 月累计交易量更是
高达 76.2 万套，较去年同
期近乎翻倍。月度交易
量和累计交易量双双创
下有数据统计以来的最
高水平。

没有低价的待售房
也没有急于出售的房

“房地产对策在首都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
与 房 价 上 涨 对 比 的 ，则 是“ 调 整 对 象 地
区”。根据韩国的“6.17”对策，申请全租贷款的
人购买投资地区及投机过热地区超过 3 亿韩元
的公寓时，贷款将全额回收。在调解市场的同
时，受该政策影响的“调整对象地区”居民怨声
载道。
德耳洞居民成某（化姓）说:“楼市价格下跌了
1000 万韩元，但又被划为调整对象地区，实在令
人啼笑皆非。”在炭岘洞生活了近 20 年的居民董
某（化姓）表示:”交通条件、教育、冲浪环境都比 10
年前好多了，不仅是市价，同时期地价也下降了

近来，韩国首尔的房价上涨浪潮从江南
波及到麻浦、龙山、城东等地区，现在连首尔
外围地区的公寓价格都超过了 9 亿韩元。
为了控制投机和房价，政府甚至打出了
设置房地产监督机构这张牌。虽然政府和
执政党期待，通过接连出台的房地产对策，
多住宅者能够避开税金负担，推出所拥有的
住宅，从而缓解供应紧张局面，但据掌握的
情况，
多住宅者出售住宅的动向微乎其微。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下属的韩国经济研
究院 20 日在《政府房地产对策影响分析及
下半年住宅市场展望》报告书中预测，受偏
好现象增大和政府供应对策未能达到预期
的影响，今年下半年首都圈住宅价格将比去
年同期上涨 2.5%，首尔江南 4 区（江南、瑞
草 、松 坡 、江 东）等 人 气 地 区 将 上 涨 7% 以
上。全国的住宅价格上升率预计为 0.8%。
更大的问题是供给正在萎缩。虽然有
很多 30 多岁的购房者对房价暴涨感到不
安，但是拥有住宅的人却不愿意出货，所以
很难进行交易。而目前比买卖更严重的是
租赁市场。
韩国全租房价格连续 52 周保持上升趋
势，无住宅者的负担在不断增加。首尔城东
区金湖洞某中介所代表说:“现在没有低价
的待售房，也没有急于出售的房。”
随着全租价的上涨，很多韩国人开始考
虑将待售房价格推高，导致全租房的数量出
现了短缺。并且由于政府新出台的租赁方
法，全租合同期限延长至 4 年，更新合同时
保证金上调限制在 5%以内，因此，房主们在
新合同中提高了全租价格，并保障了原先的
2 年全租住房者可以继续滞留在原来的全租
房屋，但也从另一方面导致现在的全租房供
应减少，房源紧缺。

……真不知道规定这些地方为调整对象地区的标
准是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坡州市云亭新城市和一
山炭岘洞之间的坡州野塘洞是非限制地区，现在
野塘洞公寓市价从文在寅政府上台初期的 2017
年 6 月每平方米 303 万韩元上涨到今年 6 月每平
方米 349 万韩元，上涨了 46 万韩元。
“炭岘洞与坡州野塘洞相邻，但因行政区域属
于一山之内的理由，所以成为了限制规定的牺牲
品。”董某认为，
“房地产政策在首都圈内加剧了贫
富两极分化现象。”

市民对多住宅公职人员的批判声增多
此外，为了稳定市场而出台的政府政策如果
产生各种副作用，对于现金少、申购加分低的二三
十岁年轻人来说，购买自己的房子是否会成为“希
望的拷问”的忧虑会越来越大。首尔公寓申购竞
争率随着制定政策，持续高空行进，比去年第四季
度增加了 2 倍，申购价格也随之上升。因此，申购
“中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更令民众不满的是，经调查，青瓦台公职人
员中财产排在前 10 位的所拥有公寓价格平均为
10 亿韩元。韩国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敦促说:
“如果青瓦台参谋们通过有力的房价获得了上亿

韩元的收入，那么为了根除房地产投机和百姓居
住稳定，应该立即更换这些拥有多套住宅的公职
人员。”
市民对多住宅公职人员的批判声一浪高过一
浪，以至于总统秘书室长去年 12 月向在首都圈拥
有两套以上住宅的秘书官职以上的高层参谋们劝
告说“尽可能只留下一套房子 ”，但是根据经济正
义实践市民联合会的调查，劝告后已经过了 6 个
月，但是 8 名前任、现任青瓦台高层公务员仍然在
首都圈内拥有 2 套以上住宅。与 2017 年相比，他
们获得了 7.3 亿韩元平均行市差价利益。

▶由于房源紧张，
相关机构挂出提醒，
要求租房者排队等房源。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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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肿瘤医院心灵关怀部13年调节干预1000余人次

肿瘤患者的灵魂栖息地
省肿瘤医院是一所拥有 1300 张床位的三级
甲等肿瘤医院，年诊疗达到 25 万人次，住院患者
5.3 万人次，85%以上为癌症患者。癌症患者与其
他疾病患者相比，往往要面对更多的情绪焦虑，关
怀他们的心灵显得更为重要。
15 岁的小益来自怀化，2020 年初确诊结肠
癌，自从生病后，他就再没回过学校。如今，小益
最大的愿望是可以重回校园，可以和小伙伴一起
打篮球。主管医生李玉明在查房时发现小益平时
情绪比较低落，对家人和医护人员的态度也比较
冷淡，加上病情较重，家庭条件也一般，希望心灵
关怀能及时介入干预。
青少年肿瘤心理往往是肿瘤心理领域的一个
重点和难点。在心灵关怀师陪伴与鼓励下，母亲
慢慢了解了小益的想法，小益也拿起画笔与心灵
关怀师交流，渐渐打开了心扉，明白了要治疗，不

本报记者张树波
实习生申晟 曾涵淑
通讯员彭璐 长沙报道
“推开门看到桌上的
鲜花，感觉又是充满希望
的一天。”在省肿瘤医院
胸外二科，每天清晨医生
办公室都会准时出现一
束鲜花。
不同于其他综合医
院，湖南省肿瘤医院的医
护 人 员 面 对 的 患 者 85%
以上是癌症患者，从刚出
生几个月的婴儿，到八九
十岁的老人，他们见过了
太多的生离死别，看到了
太多无助与绝望。每天，
这里的医护人员和病人
一样，都承受着巨大的心
理和精神压力。
“这一束小小的鲜
花，让他们看到了生的希
望。
”
省肿瘤医院党委副书
记、临床心灵关怀学科带
头人刘晓红女士表示，心
灵关怀在发达国家已较为
普遍，但在 2005 年的中国
大陆还是空白。为了让患
者和医生更有尊严地生
活，医院自 2006 年获批成
立“临床心灵关怀项目”，
2007 年成立全国首家临
床心灵关怀部和心理咨询
室，通过多种方式帮助患
者和医护人员排解和释放
压力，早已成为医院日常
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能仅仅依靠医生和家人的力量，自己也要好好配
合，积极主动治疗。
像小益这样免费接受临床心灵辅导和咨询的
案例有很多。数据统计，省肿瘤医院心灵关怀部
13 年间调节干预共 1000 余人次。
不仅如此，为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省肿瘤医
院还为肿瘤患者打造了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服
务，创新了人文内涵丰富的“患者关怀四部曲”，包
括：开设健康服务中心；支持开展癌症患者康复俱
乐部；对出院患者定期随访，为患者及家属提供
24 小时健康咨询；开设宁养院，为晚期肿瘤患者
提供宁养、爱心关怀服务。
刘晓红表示，医疗技术是冰冷的，但医疗服务
是有温度的，
肿瘤患者由于面对疾病的特殊性，
对
于医院人文关怀的需求更强烈，
这就要求医院不仅
仅是患者身体的救护所，更是患者灵魂的栖息地。

链接
省肿瘤医院临床心灵关怀团队。图/受访者提供

医生疲惫时的加油站
临床心灵关怀，针对的对象不仅是肿瘤患者，还有
时刻与肿瘤打交道的临床医生。
作为胸外二科副主任医师，杨徳松每天都拿着手
术刀与肿瘤斗争，陪病人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家人。面
对医院心灵关怀师，
杨德松打开了心扉。
杨德松说，医院作为省肿瘤防治中心，科室收治的
大部分患者是胸部肿瘤的疑难复杂病例，几经周折才
来到医院，充满挑战性的手术是经常遇到的问题。疑
难手术必然会存在更高的潜在风险，面对患者及家属
对生的期盼，出于对生命的敬畏，作为医生，他们有义
务为患者竭尽全力。
一台大型手术，杨德松和同事可以在台上连续奋
战数小时，在他们看来，疲惫、汗水都不怕，唯愿手术彻
底、顺利。术后，杨德松和同事们蹲守病房、24 小时手
机开机待命，
唯愿患者顺利康复，给生命最好的交代。
“手术困难可以克服，和家属沟通难度更大。”杨德
松说，在临床工作中，经常有患者与家属术前提出，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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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你一定要确保手术百分百成功”。术后一旦出现并
发症，不论术前如何详细交代，术后如何仔细解释，患
者家属总认为是“手术没做好”，甚至纠缠争论不休，让
人心力交瘁。
杨德松说，其实病魔是医生与患者共同且一致的
敌人，消灭疾病是医生的职责和义务，患者和家属愿意
以命相托，医生必定全力以赴，
“希望多一些理解，相信
我们”。
有调查显示，近四成的医生表示，因患者和社会
舆论的质疑和不认可，导致神经过度紧张，而职业却
要求他们在患者面前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和耐心。
这种矛盾的要求状态也容易让医务人员感到烦恼，抑
郁症、焦虑症等心理问题成为困扰医务人员的常见心
理问题。
“只有得到关爱的医务人员，才会更好地去关爱患
者。”刘晓红认为，只有切实关爱医护人员群体，才可能
让他们把这种爱带给患者，
实现爱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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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临床心灵关怀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正如
特鲁多的墓志铭所言，医学本就是饱含人文精神
的科学。与生命相系，受之重托。人文精神贯穿
了医学始终，是其最本质的意义。刘晓红认为，临
床心灵关怀，
是对医学人文精神最好的阐释。
什么是临床心灵关怀？即当患者、家属和
医务工作者在患病、受伤、悲痛、临终时，
为他们提供专业的、整体的临床心
灵关怀（情感与精神的支持和
帮助）。服务范围包括临终
关怀、危机辅导、哀伤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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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家庭及社会关系辅导、异常心理辅导、医学伦
理、医患沟通技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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