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 月流感季
节特别要注意

虽然家里的猫咪和狗狗
与此次疫情关系不大， 但 2
月份乃至 5 月份是流感病毒
横行的时节， 绝对不是一个
能让人放松警惕的季节。

瑞鹏宠物医院华南总
院的廖庆红医生表示，流感
是呼吸道疾病， 不同品种、
不同阶段的犬只都可能患
病，特别是 2-5 月期间。

患了犬流感的狗狗，大多
数的症状是咳嗽和打喷嚏，中
后期可能表现为呼吸困难；它
们也会有并发症， 如腹泻、精
神不振及食欲不佳等。

注意五点，帮助
萌宠预防犬流感

廖庆红医生介绍，要预
防犬流感，可以给家里的狗
狗接种疫苗。 此外，还需注

意以下几点：
1. 近期少带幼小的狗

狗出门 ，若遇到患病或携带
相关病原体的犬只 ，抵抗力
低下的幼狗就容易感染 ；当
然 ，此时也应尽量减少出门
遛狗的时间和次数 ，千万不
要聚众遛狗。

2.此阶段天气多变 ，可
以适当为它们增添衣物保
暖 ；同时 ，为它们洗澡时 ，一
定要注意水温 ，那是它们最
容易着凉的时候 ； 洗完澡
后 ， 要及时为它们吹干毛
发 ；尽量不要让它们直接睡
在地板上。

3. 注意毛孩子的饮食
问题。 尽量不要给狗狗喂食

生鸡肉 ，尤其是鸡脖子 。 弯
曲杆菌可能存在于未煮熟
的生鸡肉中 ，它很可能是导
致狗免疫系统紊乱和瘫痪
的原因 ；其次 ，要防止毛孩
子暴饮暴食。

4. 主人要定期给家里
消毒 ，特别是给狗窝 、猫窝
消毒 ； 注意室内保持通风 ，
让猫狗能呼吸到新鲜空气 。
如果毛孩子真的出现不舒
服症状 ，可以先带它们进行
网上问诊。

5.对于主人而言 ，和毛
孩子亲近后 ，一定要用肥皂
或洗手液认真洗手 ，注意自
身卫生清洁 。 （文 / 图 羊
城晚报记者 陈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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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在家的这段时间 ，发现朋
友圈只有两个话题 ，一是关注疫
情进展，另一个是各种宅在家的
姿势 。 这种全民 “坐月子 ”的体
会 ，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第一
次，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鲁迅说 ， “人的悲喜并不相
通 。 ”这一次 ，人们的悲喜相通
了。

我们为赶赴一线的医护战
士感动，也为不幸被病毒击倒的
人们落泪。甚至会想起往日面目
可憎、 今天愁得秃头的老板来 ，
突然感到老板也着实不易。

如果当下的你身体健康 、财
务稳定，亲人安好，那么，真的要
感恩 。 原来 “岁月静好 、现世安
稳”这八个字如此沉甸甸。

而这一次宅在家 ，给我们一
个难得 、 深入的机会来审视自
身，也审视我们的家。

有人在家无聊到发毛 ，也有
人在家里自得其乐。网上出了各
种攻略 ， 教你在家里怎么找乐

子 ，怎么锻炼身体……在网络无
界限的年代 ，一个小家可以突破
物理空间，可以足不出户也知天
下事。

然而到最后 ，安抚人心的还
是家的情感空间 ，它是否让你拥
有安全感， 让你拥有幸福感 ，让
你宅在家的这段日子里 ，仍然过
得活色生香？

有些朋友说 ，家的每一个角
落都用消毒水擦了好几遍 ，从没
有这么干净过。

有朋友把闲置多年的面包
机、面条机各种“鸡肋”小电器拿
出来，研究起厨艺来。

有些朋友把家的布置倒腾
了几个来回 ，给熊孩子腾出了一
块可以翻筋斗的活动空间。

还有朋友用旧棉衣给狗主
子、 猫主子做了一个可爱的窝 ；
有朋友用了很奢侈的一整天 ，和
孩子待在一起读绘本。

更多的人 ，突然发现自己从
未如此热爱过生活。

平凡充斥着生活的角角落
落 ，家就是最平凡的场景 ，我们
常常忽略它 。 而在此刻 ，我们在
这里，和孤独相对，和焦虑相处。

静好的家 ， 似乎在告诉我
们 ，你要试着多爱一些人 ，你要
试着多等一些岁月 ， 你要学会
和你的孤独 、你的拧巴 、你的固
执 ， 以及你的懦弱和不完美好
好相处 。 一个人只有和自己相
处好了 ， 才能更好地拥抱这个
世界 。

楼市正在焦虑地等待可以按
下“重启键”的那一刻。

今年年初， 广州楼市表现非常
优秀，创下了近五年“春节月”新高，
正当一众操盘手雄心勃勃准备冲刺
“小阳春”时，“新冠肺炎”来了。

据说 ，不少房企现在已开始布
置 一 件 以 前 都 没 有 做 过 的 事
情———容压测试。 他们从总部开始
测试 ： 如果一分钱都没有进账 ，可
以撑多久。

为了好好撑下去 ，以前被视为
“鸡肋 ”的网上营销开始铺开 ，一开
始 ，还有人吐槽说这是做给老板看
的“形象工程”，慢慢地 ，大家发现 ，
这起码是现如今看上去最有意义
且最重要的事情。

线上售楼部的目的非常明确 ，
那就是为按下 “重启键 ”的那一刻
做好提前准备。

如果说 ，开发商现在所做的一
切都是在等待 ，那么 ，购房者也要

等待 ：等待按下 “重启键 ”的那一
刻 ，等待市场的机会来临———这极
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楼市难得的执
笋“窗口期”。

当楼市重启时，各大开发商为了
抢下第一批客户， 肯定会降价走量，
降价潮预期会集中在疫情转好的前
两个月。 尤其是高周转的房企，在还
债压力下，本着“走得快好世界”的想
法，降价幅度还可能不会太小。

但是 ，这样的 “窗口期 ”能持续

多久却不好说 。 因为还有一点 ，由
于建筑工期推后 ，今年的供应量肯
定会下降 。 再加上趋宽的政策预
期 ， 也会带动楼市进行自我修复 。
一旦修复开始 ，前期因为疫情而被
压制的需求，就会集中释放。

毕竟疫情只是延迟了需求释
放的时间，而不是彻底摧毁需求。

2020年，仍然是值得期待的一年。
毕竟 ，春天只会迟到 ，而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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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妹答疑栏目等你来
问！ 家粉们有任何关于楼
市、家居的问题，都可以留
言给后台，专业楼记 + 楼市
家居专家 + 法律顾问 + 设
计师，都是你的军师！

关注周刊订阅号着数多！ 这里
有： 最权威的楼市家居业界发布，
最威水的大佬访谈，最笋的一二手
盘，最没底线的业界八卦，最实用
的购房攻略， 最有气质的家居装
修，不定时的礼包大派送……

“肥妹”、“润哥”约定你 ，现在
就扫左上角的二维码！（冯茵）

一周热评 你要等，等楼市按下“重启键”
也许窗口期正在前方□詹 青 你要等，等楼市按下“重启

键”，也许窗口期正在前方

疫情告诉我们： 这几类
房子慎入

回 望 “非 典 2003”，
2020 年的广州楼市会很
刺激？

“新冠肺炎”虽无证据与
你家主子有关， 但防护措施
不可少！

危险房屋类型
户型设计不合理，通风采光难

不要以为一线城市中位于设计前
沿的广州就不存在这种房子， 羊城晚
报记者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广州楼市
就有这种“欠缺健康设计”的房子。

有些楼盘由于地块面积小， 开发
商又想将地“用尽”，就把每个角落都
设计到极点。 一层十几户，那么，就会
有几套单位的设计会比较欠缺， 无法
实现自然通风和采光； 又或者即便有
自然通风，但采光也很差；有些户型哪
怕配较大面积的阳台， 但因为被其他
户型包围，阳台采光也会大打折扣，以
致饭厅、客厅的采光较差。

危险房屋类型
重新盘活一层 N 户

广州楼市还有一些房子是近年来
盘活的闲置项目，它们虽然是一手楼，
但有些设计也难以合理兼顾。

如一些小单位即便带窗， 但面积
很小，而且正好在公共走廊上方，也会
影响其通风采光；有些小户型的厨房、
卫生间甚至是“黑厨、黑厕”，得靠灯光
照明和抽风机解决问题。

更值得一提的是， 中心区一些单
体楼内，一层二十几户，不仅多数单位
难以科学地通风采光， 就连公共空间
也如密闭迷宫一般， 更不用说自然通
风采光了。

危险房屋类型
邻里距离太“亲密”

高密度的房子， 楼与楼之间会比
较紧密， 哪怕是一栋楼内， 因户数太
多， 相邻两个单位也会非常“亲密”。
2003 年“非典”时，香港有一个高密度
小区， 一个单元里的卫生间抽风机开
动， 受污染的空气就直接吹向对面单
元的窗户，增加了受感染人群的数量。

不过，也有一些密度中等、两梯四
户设计的楼宇， 住户之间也比较“亲

密”：A 单位的厨房、工作阳台和 B 单
位的厨房、工作阳台相邻不过一米，一
阵风起，异味都能“共享”；中心区有些
新建一手楼，和周边旧楼较近，旧楼的
厨房、 卫生间会直对着新楼的客厅等
空间。 一旦旧楼业主开抽风机，其室内
的气味就会直冲对面新楼。

危险房屋类型
物管服务缺位

不少企业都陆续复工了， 家住越
秀区的小莉却不敢回广州，“我们小区
的人太多， 正常情况下电梯都是塞满
人，小区管理又差，谁知道现在这种情
况会发生什么？ ”

的确， 此次疫情凶猛，2 月 2 日，
广州首次在确诊患者家的门把手上检
测出了新型冠状病毒。

此时， 也正是考验社区物业管理
及服务水平的重要关口。 一个建筑密
度大、人口多的小区可能还不太危险，
更危险的有时是社区的物管服务缺
席。 好的物业管理会细到电梯间的按
钮，大到整个公共空间、园林等都做到
无微不至的清洁消毒管理， 而物管缺
位的社区， 就连流动人口登记都难以
做到百分百。

综上所述， 记者给市民一些看楼
建议：

1.看楼书时，要将单个户型图和整
层户型图结合起来看 ， 看看所选单位
在同层建筑中的具体位置 ： 单个户型
设计是否合理 、 与隔壁户型的距离如
何等。

2.一定要亲自到实体楼中体验（包
括晴天、阴天、雨天 ），将样板房里所有
灯都关掉，感受室内的自然采光效果。

3.千万要警惕销售人员口中“两梯
八户其实就是一梯四户 ”，这是两个概
念 ，一层八户的房子 ，其居住体验和一
层四户的房子是完全不同的。

4.一个楼盘的物业管理素质如何，
也要纳入买家的考虑范围。 这一点，在
业主入住之后会变得更加重要 ， 它将
关系到以后日常生活的舒心程度。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玉霞）

此时，大家都
在等待，等待按下
“重启键” 的那一
刻，等待市场的机
会 来 临———这 极
有可能会成为未
来楼市难得的执
笋“窗口期”。

风头趸

2020年的广州楼市会
是不是又有一个买楼的机会放在我眼前而我

并没有珍惜？最近，有不少购房者都在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因为宅在家里太无聊，想

太多？
并不是！
回忆，有时候会让人清醒，有时候会让人更纠

结。 17 年前那个春天的记忆，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
而模糊。 因为那一年，正是楼市底部的底部。

述评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詹青

疫情告诉我们：这几类房子慎入
新冠肺炎引发的疫情仍在

持续，对于如何更好地防控，专
家纷纷提醒我们需尽量避免到
人群密集和封闭场所、勤洗手、
均衡饮食等，同时，还有一个重
要的动作，就是让家里多通风！

实际上，在 2003 年“非典”
时，浙江大学有众多专家学者就
认为，房子的楼层太低、开窗数
量不够，过于依赖中央空调等机
械设施进行通风， 会成为疫情

“帮凶”。
因此，想要健康居住，科学

设计的房子就必不可少。超高密
度且物管较差、无法通风对流等
类型的房子，买家其实需要“打
醒十二分精神”谨慎购买。

1999 年，香港私人 A 类住
宅在港岛的价格大概是 4.2 万
元 / 平方米，到 2003 年 7 月见
底，跌到 2.3 万元 / 平方米，成
为过去 20 年楼价的最底部。

那一年， 非典疫情重创香
港楼市，楼价近乎腰斩。广州楼
市也同样出现楼价明显下跌。

2003 年， 广州十区商品
住宅均价为 3888 元 / 平方
米，同比下降 5.1%。 当年“五
一”黄金周也因为“非典”基本
无人看楼，楼市遭遇重挫。

相比于香港的大跌来说，
广州在“非典”那一年的楼价
调整其实不太大：跌幅最大的

楼盘基本在 15%以内。 那时，
广州最热门的荔湾板块才卖
5000 元 / 平方米， 至于珠江
新 城 ， 也 不 过 卖 3000 元
-4000 元 / 平方米。

不过，“非典”过后出现了惊
人的反弹。 现在回头看看，2003
年仍然是广州楼市的底部。

“非典”对于楼市的重创，
很快就随着疫情的过去而消
失。 楼市否极泰来，开始进入
真正的“黄金时代”。

张羽冲，从一个炒房“散
户”跻身为“大户”的经典一
战 ，就是发生在 2003 年“非
典”这一年。

当时， 楼市陷入低迷状
态， 北京富力城一期以 6000
多元 / 平方米开盘，张羽冲一
下子拿下 50 多套单位，几乎

把几栋楼朝南的最好户型都
订下，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抄
底”。

2003 年之后， 在房地产
中渔利、以炒楼为业的“张羽
冲们”越来越多。

“温州炒房团”也出现了，
嗅觉敏锐的投机者开始四处
纵横的日子。据当时的媒体报
道，2003 年 11 月 23 日，温州
购房团包三架飞机看房，开售
当天包揽深圳新龙岗商业中

心二期的上百套商铺。
虽然广州楼价较为理性，

并非温州炒房团的主要目标
城市，不过，当年在售楼部，也
常常可以看到“欢迎温州购房
团”等字样的横幅。

总之， 从 2003 年开始，房
子的投资属性开始被发现、被
发掘，“土豪买下一条街”“买房
如买大白菜”等消息不绝于耳，
全民购房投资的时代慢慢开
启。

事实证明，这是楼市开始
飞跃的一个转折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03 年中国住宅投资达

到 10792.3 亿元，历史上首次
突破万亿元大关。

商品住宅房屋竣工面积
33774.61 万平方米，商品房屋

销售额 7955.7
亿 元 ， 相 比
2002 年 的
6032.3 亿元 ，
涨 幅 高 达
31.88%。 商品
房屋销售面积
33717.6 万 平
方米，较 2002
年 26808.3 万
平 方 米 增 长

25.77%。
与此同时，房企呈现井喷

态势，由 1998 年 19960 家，激
增至 2003 年的 37123 家，增
幅近两倍。

如果说，楼市是一名竞技
场上的选手，那么，从 2003 年
以后，就进入完全不一样的重
量级较量了。

17 年过去了，在刚刚过去
的 2019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达
到了 17.1 亿平方米， 比 2003
年增长了近 14 亿平方米，约 6
倍，销售额近 16 万亿，比 2003
年增长了接近 23 倍！

回过头来看，2003 年，确
实是楼市底部中的底部。 而
后，楼价不再回头，尽管中间
也有震荡起伏，向上的势头是
坚决、明确的。

2019 年 ， 广 州 楼 价 为
31692 元 / 平方米 ， 相比于
2003 年的 3888 元 / 平方米的
均价，是接近 10 倍的涨幅。

那么，当下受“新冠肺炎”
影响下趋于淡静的楼市，会否
回到 17 年前， 成为又一轮筑
底反弹的起点呢？

我们的答案是：不会！
尽管时下楼市的低迷与

2003 年楼市有一定的相似 ，
但仅仅是表面的相似而已。

当下的低迷，说到底是楼
市的高位盘整，未来不会有大
起大落。

究其原因，是楼市缺乏大
幅反弹的土壤，现在的楼市与
2003 年楼市， 在基本面完全
不同。

一、从需求上看，广州现
在的人均居住面积近 40 平方
米， 而 2003 年的人均居住面
积不超过 15 平方米。 不缺房
子， 基本解决了居住问题，是
这 17 年来最大的变化。

二、 政策基调完全不同。

尤其是从 M2 （广义货币供应
量 ）看，增幅不及 2003 年的一
半。 2019 年 12 月末，M2 同比
增长 8.7%。

回首 2003 年，8 月 31 日
《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
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出台，这
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 18 号
文件。 其第一条申明：“房地产
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
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让楼
市驶入了一个新的快车道。

从根本上看，2003 年，中
国楼市处于市场化快速推进
的初期，干劲十足。

而从当前楼市表现来看，
商品房成交量开始下滑，全国
楼市处于盘整降温期，而政策
的基调是“房住不炒”。

虽然， 广州楼市在 2019
年年末开始筑底回暖， 但是，
这一轮回暖更多是开发商降
价、促销促成的。 当前的供应
大于需求，三至五线城市更是
如此。 说到底，楼价最终由供
求决定，供求关系的变化才是
最硬核的指标。

相信， 春暖花开过后，该
过去的会过去，该继续的还会
继续———楼市理性回归，还会
往前走。

香港楼价腰斩、广州楼市探底

炒楼出现，楼市如脱缰野马

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楼市开始 23 倍飞跃

请回答2020：楼市会像17年前那样刺激？

回望“非典 2003”

宅在家的我们
终于学会了和自己相处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詹青

这段日子，连猫主子都睡到不想睡了

“新冠肺炎”虽无证据与你家“主子”有关
但防护措施不可少！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国人的心，不少
萌宠主人也一度担心家里的毛孩子会否
传播病毒。幸好，世卫微博对此有回应：目
前，没有证据显示猫狗等宠物会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 COVID-19。

不过，该组织也提醒，与宠物接触后，
用肥皂和水洗手可显著减少其他常见细
菌在宠物和人类之间的传播，如大肠杆菌
和沙门氏菌。 家有萌宠的朋友，该如何更

好地防护自己的毛孩子
及 家 人 的
健康呢？

家有
萌宠

22

33

11

44

17 年过去，我们已经不缺房

别说是主人，我们现在也有些担心

好好宅家里做条好猫好狗，铲屎的，上些玩具

？
好的户型视野开阔，不会跟隔壁楼“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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