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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牢记历史，维护和平，共创美好的未来
（向全日本华侨华人发出的呼吁书）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六十年了。回首往事，我们的老一辈仍然可以记起
六十年前人类结束战争、迎接和平的喜悦心情。历史告诉我们：一切非正义的、反和平的力量无论多么
甚嚣尘上、不可一世，最终都要走向灭亡，全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幸福的正义斗争最终都将获得胜利。
六十年过去了，我们生长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并没有感受到应有的愉悦和轻松。因为，战争的阴云
仍然笼罩着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逆流仍然在阻碍着和平潮流的进程，个别人极不健康
的战争情结甚至成为有的国家政客及媒体的“主流价值观念”。历史的记忆令我们警觉，未来的责任使
我们必须发出这样的声音：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牢记历史，维护和平，共创美好的未来。
六十年前的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但是，战后六十年来的中国政府与人民，并
没有采取民族报复的态度，一直以宽广的民族胸怀和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精神，送还日本侨民、抚
育残留孤儿，放弃战争赔偿，培育中日友好，甚至对罪行累累的战犯都施以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教育
改造，使他们重新作人。应该说，战后日本走上和平发展之路，是与中国人民积极的和平主义作为分不
开的。
我们身在日本的华侨华人，深深感受到日本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与日本社会的复杂性。我们看到了一
批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也看到了许多民众反对参拜、反对战争的正义行动。我们看到了日本政府为右翼
教科书大开绿灯，也看到日本绝大多数地区的师生、家长对右翼教科书的抗议和抵制。近半年来，我们
看到了日本部分政客及媒体对中日友好关系的挑拨与破坏，也看到了广大有良知的日本朋友促进中日友
好的决心与行动。
毛泽东主席说过∶“日本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中日关系充满险阻的时候，“应该寄希望于日本
人民”。今天中日关系出现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冲突，而是中日两国人民乃至亚洲及世
界人民与极少数美化侵略战争者之间的斗争。因此，我们呼吁在日华侨华人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与我
们身边的大多数日本朋友团结起来，以我们正义的勇气，和平的魅力，共同的智慧，唤起中日两国人民
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共同愿望，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牢记历史，维护和平，共创美好的未来。战
争中，我们都是法西斯的受害者，今天我们都应该成为牢记历史、维护和平、创造未来的主人。不要让
那些战争阴魂的妖风迷雾，蒙住我们明亮的眼睛，不要让那些狭隘的民粹宣传，污染我们的灵魂，那些
极少数右翼分子的极端言行，不仅是对中国人民及亚洲人民的伤害，更是对日本人民的污辱和欺骗！过
去，我们两国人民可以战胜种种险阻，建立中日友好关系的坚实基础，今天，我们两国人民同样可以战
胜种种干扰和破坏，共创中日友好新世纪的美好未来。这既是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的大事，也是我们在
日华侨华人的民族感情和切身利益的要求。我们是中日友好最大的受益者，理所当然要成为中日友好最
积极的维护者。中日友好，人人有责。
近代日本，曾经是中国革命先辈“振兴中华”的策源地，第一代民主革命的先驱许多是从日本回到
祖国，投身中国革命与救亡的伟大事业。我们在日华侨华人，要继承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大力弘扬民
族精神，在当前中日关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成为人类正义的卫士，成为中日友好的种子，在
此，我们呼吁∶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以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和积极生活的实际行动展示中国人的精神风貌，维
护中华民族的名誉和在日华侨华人的形象。我们要重视自己的一言一行，利用我们特殊的身分和难得的
机会，通过草根式的交流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日本社会上树立中国人的良好形象。积极参加、开展有
利于中日友好的交流活动和志愿工作者活动，从邻居、同事、朋友、老师、同学等身边的人们做起，为
中日友好尽可能地多交朋友，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应认真关注、研究中日关系中的一些“老大难问
题”，向日本朋友介绍中国人民对战争与和平的原则立场及实际感受，介绍中国在战后处理中坚持人道
主义、和平主义的实际事例，介绍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巨大变化和进步，介绍中日友好交往对两国人民
带来的好处和利益，使日本人民了解真相，逐步建立正确的历史认识和中日友好的观念。
以各种方式促进中日两国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领域的交流和发展。我们既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
积极的贡献，也应为日本的和平、进步作出脚踏实地的努力。对于我们而言，这两者是一体的，因为中
日关系本来就是互利双赢的格局。少数右翼分子不断滋生事端，就是要破坏中日两国的交流和两国人民
的感情，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扩大交流，明辨是非，消除误解，增进友谊。
朋友们，让我们以实际行动，为扭转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为维护中日关系友好稳定的大局，为创
造中日关系美好的未来，作出我们的贡献！
日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日本新华侨华人会
2005年9月3日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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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妈妈有感

育儿之道
任凤蕊

每一个爱孩子的妈妈大概都会在孩子出生之前
就替还在肚子里的小生命做过天才梦，梦想着他(
她)如何聪明，如何漂亮，如何有文才，有武才，
有艺才。孩子出生后，便把天才梦做的越发具体：
看到手长, 就期待作钢琴家；看到腿直，就以为可
以跳芭蕾；话说的早,就认定有口才；听到声响就
回头，便断定是脑子聪明反应快……
想起去年，一位朋友对我说她女儿画画儿有天
赋，比她爸爸画得还好，并在第二天就应我的
请求将她女儿和老公的画拿了来给我看。那时
她女儿与我女儿同是保育园中班生，只是生日
大我女儿8个月而已，和我女儿的画相比，她女
儿画的确实不错，而且果然比她爸爸画的也好。
我不禁对朋友说，你女儿说不定是画家天才，快
找个画家老师教教她，别耽误了孩子。那位朋友
也表示赞成我的建议。事隔不久，女儿的保育园
开运动会，全家一大早
就赶到会场，等占好
有利位置后，离运动
会开始还有整整40分
钟，于是我们便起身
去看贴得满墙满壁的孩
子们的画，看着看着我
突然意识到，眼前的一
幅幅生动的画比我那位

分之一，精英也只有千分之一。而且即使天才精英
也不是样样都行。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勤奋……
那时候，我和全班的同学一样，对这位老老师的语
重心长无动于衷，只当它是惯例的课前说教，立刻
将其抛到脑后，一忘就是几十年。直到今天自己有
了孩子，直到自己需要做自己孩子的老师，才又想
起了那堂课，想起了那位可能已经不在的老师……
孩子，往往让父母做天才梦，也让父母从天才
梦中觉醒。
当父母醒来发现自己孩子的普通时，往往又会
不自觉的走进另一个误区:怪罪孩子,抱怨孩子,甚至
放弃孩子。大概不少妈妈和我一样不止一次对孩子
过:你怎么这么笨；不是跟你讲过了吗,怎么不记
住；妈妈小时候从来不需要父母督促,都是自己自
觉学习的……我发现,每当我这样讲时,我的女儿都
会显出悲哀,恐惧,又冤枉的神情。
最近偶尔在网上文
章中看到一段话：如果
电视早五百年在欧洲出
现，现在我们可能见
不到莫扎特、贝多芬
和其他近代音乐家的
杰作，也见不到达分奇
的名画; 如果电视早在中
国出现，李白、杜甫也

朋友的女儿的画一点儿
都不差，有的甚至还好
一些，只是每个孩子擅
长画的东西各有不同:有
的人物画的好,有的甲虫
画的好,有的水果蛋糕画
得好…… 看来，我的
朋友和我会觉得她女儿
是天才，是因为之前没
有看到过更多同龄孩子的画而已。
孩子的成长是惊人的，出生婴儿的大脑平均只
有大人的四分之一，到二岁时便已成长三倍，七岁
时就达到成人的90%。像我和我朋友这样只有一个
孩子的妈妈，如果看不到别家的孩子，没有比较，
往往会陷入误区，每每看到自己孩子的迅速成长就
会惊喜得以为自己得了天才宝贝。我女儿刚到三岁
时教会了她认假名，她高兴得走到哪里见到假名就
大声念，看到漫画书就大声读，于是赢得了周围的
一片赞叹声，那时我这个当妈妈的也就不免暗自认
定了自己女儿的聪明。今年春天，为了给明年上小
学打基础作准备，让女儿上了一个学习班， 结果发
现学习班里的很多小朋友早在两岁的时候就开始接
受正规学习训练了。 山外有山楼外有楼，我这个
独子的妈妈又作了一次親バカ。
记得上中学时，一位白发彬彬的即将退休的
老师曾在课上讲：我当了一辈子老师，教了上万
的学生，其中可以称得上天才的学生只有一个，
有超常智商的也不过十几个，也就是说天才只有万

不会写那么美妙的诗，
很多艺术精华也就见不
到了。看过此话,我觉得
好像了解了女儿的神情
中包含的她想要讲又还
不会讲的话。如今的世
界，不再只有烛光,不再
日日重复着单调, 如今的
世界,电视,电脑,电动玩
具,游戏机,五光十色,神奇精彩,时时处处都向孩子们
发出诱惑,单靠孩子们的幼小的力量, 显然很难抗争
过这些巨大的诱惑,最先可以来引导孩子，直到最
后都可以帮助孩子的便是父母。
正是因为孩子并非都有天赋，所以我们做父母
的应该经常考虑孩子的处境，和孩子一起面对成长
过程中的困难，事实上，孩子们在学习成长中永远
都要单独面对学不会的恐惧，害怕，挫折，和想要
成功但更担心失败的焦虑，作为他们第一老师的父
母，有义务和责任帮助他们，带领他们，而不是当
发现孩子并非自己所期待的天才时就一味责怪和抱
怨。
我的孩子明年就要上小学了，明年就要开始她
有规有矩的学习生涯、正式步入人生了。我觉得我
和女儿一样兴奋、好奇、期待而又不安，因为我知
道我要陪她一起「上学」，同她一起面对学不会的
挫折, 一起探险人生。因为我知道, 女儿是个普通的
孩子。
（C）Sweetm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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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小男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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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听大家说男孩子不好带，因为他们调皮捣蛋。甚至有人说，培养一个男孩子，母亲要减寿三年。
我没有带过女孩儿，所以无从比较，不知道是否真的男孩儿难带。我只将我家两位小男生的日常二三事拿
出来，跟大家絮叨絮叨。
首先，卫生问题是每位家长都会遇到的。大家可能都有个印象，就是襁褓中的婴儿无论男女都是干干
净净，大部分还是白白胖胖，十分逗人可爱，可当他们能走路、自由活动后，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接触
的事务多起来，就变得不那么干净了。女孩子多爱美，因此就比较爱干净。男孩子恰恰相反，活动内容室
外居多，到家后嫌麻烦，卫生不愿意搞，就出现不干净、不卫生的情况了。良好的习惯要从很小的时候培
养。在日本的幼儿园、保育园和学校，很注重孩子各种良好习惯的形成，比如饭前便后要洗手、玩过的玩
具要自己收拾等，连配饭也是轮班制，但是这只完成了孩子良好
卫生习惯教育
的一半，如果在家里父母不注意继续教育，什么事情都包办，
孩子并不能
养成良好的习惯，他只是在园里、学校里做个模范生，象
完成作
业、完成任务一样去圆满完成老师教给的事情。回到
家
里的孩子，觉得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肆无忌惮地为所
欲
为了，洗手漱口刷牙都要父母嘱咐，即使做了，也
是敷
衍了事。我曾经查过儿子自己洗过的手，不仅水没有
擦
干，在我帮他擦干手后，白毛巾上还留下了小黑手的
脏
渍，我把弄脏的毛巾给他看，他感到很难为情。但
之后，
他还是不改，我就给他看了从互联网上找到的细菌
的图
片，给他讲细菌到了肚子里之后是如何作怪，如
何变成可
怕的蛔虫的，以至使小孩子长不高、长不胖，吓得
小家伙再也
不敢不洗手了。
然后是男孩不好带的主要因素，那就是男孩子天生爱动，有时还会淘气，所以住在公寓楼里的我们经
历了许多的烦恼。五年前的春天，儿子们一个五岁一个两岁，正是活泼可爱，除了睡觉，一时都不肯停的
年龄。当时因孩子逐渐大了，原来的住处已难容下我们这个四口之家，于是我们搬入新公寓。哪承想只搬
进去半年就被迫搬了出来，因为楼下的老奶奶受不了孩子们活泼的脚步，几乎每日都要在楼道里等着向我
抱怨。我为了能安生地在楼里住下去，又是给老奶奶送茶等礼物，又是给她我家的电话号码，免得她辛苦
地等我或往楼上跑。孩子们平时上保育园，在家的时间只有晚上和周末，所以晚间尽量让他们早睡，周末
带他们到公园里释放能量，但是最终也未能免于被迫搬出去的命运。搬入现在的住所后，我和先生认真总
结了以前的经验教训，入住以后挨门挨户向邻里打招呼送礼时，我们特意带着两个小家伙，提前给大家一
点预告，求得邻里的谅解。当然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接下来，我们彻底加强了对两个小男生的管教，
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是彻底教育他们体恤别人心情的理解教育。这次的住房不同于上次，我们
是楼上楼下都有邻居，且楼上住着一个比儿子们还活泼的小女孩，当楼上的小女生发泄能量时，我们可以
很好地利用此机会对儿子们进行双向教育，既然怕吵，就要体恤楼下邻居的心情，自己应该安静些，不要
给别人添麻烦。同时要理解楼上的小妹妹，她还小，很想玩。这样儿子们懂得了体恤他人，尽量不给别人
添麻烦，也尽量不去发牢骚。
近年来，大家对世界上的两性都有种阴盛阳衰的感觉。所以，作为男孩儿家长的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
候还有
一种培养其男子汉阳刚之气的责任。我觉得让孩子参加一些具
有阳刚
气的体育运动是很有必要的。虽说现在的体育运动几乎都
不再有
男女之别，但是培养出的外在气质还是不同的。针对
两个
孩子的特点和兴趣爱好，我的大儿子参加了游泳和
少林
拳活动，小儿子则踢足球。学习游泳后，大儿子
由
原来羸弱瘦小变得体魄健壮了，小儿子是刚刚
进
入足球队，身体方面还看不到变化，但是踢足
球确实但是看到他愉快地驰骋在足球场上，作
为母亲的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当然，仅有帅气、勇猛的外表是不够的，
我们随
时应注意孩子内在美的塑造。讲礼貌、讲礼仪等日
常的行为
自不必说，一些必要的道德教育也是应该有的。上面
提到的在家
里不能太闹就是很好的例子。现再举一个生活中的小
例。儿子们不
爱搞卫生，怕脏怕累，所以我让他们从最简单的家务做
起，让他们定期帮我扔垃圾。扔垃圾有很多好处，除了改正他们怕脏怕累的毛病外，还学会了分别垃圾，
知道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在他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公共场所扔垃圾都会主动分别
处理。外出或野餐回来，也会争先恐后帮助妈妈提垃圾，不再象小时，把垃圾全都交给妈妈了。
这样的小男子汉不是更可爱，更有风度了吗?
养育两个儿子确实花费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如果儿子们能坚持这样做下去，大概不会让妈妈
减寿六年了吧。
（C）Sweetm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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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ｎｇ！” 又是重重的关门声，儿

子康康又一次把自己锁在了自己的小
房间里。这是2个月来的37次了。 董
明慧知道他肯定又在流眼泪了。
董明慧的儿子康康已经10岁了，来日
本4个多月。2个月前从中国转校至家
附近的一家公立小学就读。在这2个
多月里，康康几乎每天都愁眉不展，
他经常对董明慧说的一句话就是“妈
妈，让我回中国吧!”
在 日本小学里，学生们都在入学的时
候很快形成自己各自的小圈子，这些
小圈子往往带着一定排外性，不喜欢其
它的孩子的侵入。一般进不了这些小圈
子的孩子就会成为被欺侮的对象。作
为一个中国人，康康无法用流利的日
向 语与其它孩子进行交流，因此在一阵
对外国孩子的新鲜劲过去以后，他很
轩 快沦为了小圈子以外的人物。
在 学校里，没有人和他说话，也没有
人和他一起玩，还不时有些调皮的孩子
结伙地袭击他，把他的课本丢到垃圾筒里，把他的运动
衫挂在树上……康康就在董明慧眼前慢慢地沉默下来，
董明慧能看到他眼里浓浓不快和孤独。
董明慧蹑手蹑脚地
走进康康的
房间，在残阳
西照的北
窗前，她看
到儿子
抽泣的背影，
显得如此的
无辜。董明
慧好像看
到了当年
初到日本
的自己，
一种决心
在她心里
成形。她走
向儿子，扶着
他瘦小的肩膀说：
“没有过不去的坎。
放心!妈妈带你融入这个日本社会。”
第 二天中午，董明慧悄悄地来到康康的班级，康康一
个人傻傻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着其它同学结伙成伴地
玩，康康满脸的孤寂揉碎了董明慧作母亲的心。
董明慧一眼就看到一位长得高高壮壮的小男孩。董明
慧微笑地走过去，弯下腰，用很温和的声音对 太说：
“康康刚从中国来，日语还不太会讲，班上好像有孩子
经常欺侮他，你能不能成为他的朋友？”完全是商量的
口气，加上一脸的期待。
“放 心吧!有我佑太在，谁也不敢欺侮康康!”说完径
自跑到康康身边，对康康说：“今天，我们放学一块
走，好吗？”
康 康的脸上露出一种意外和惊喜。当看到在教室门外

微笑着的母亲时，他飞奔出教室，扑入董明慧的怀中。
那个拥抱让董明慧感动地差一点流泪，她知道这是儿子
真诚的感激。
以 后，佑太每天清晨都出现在董明慧的家门口，等着
康康一起上学，成为了康康最要好的朋友。有时，董明
慧经常会把佑太和他母亲一起请到家里，请他们品尝上
海特色点心菜肉馄饨和葱油拌面，并从佑太母亲那里学
到了许多有关日本女人应有的礼仪。
虽然有了
佑太这
个朋友，
康康不
再孤
立无
援，
但由于
康康
的日
语不太
十分流利，
依然有不愉快的
事情频频发生。董明慧就亲自找到了学校保护者会的会
长，向会长请教有关孩子不喜欢上学的问题。“其实很
多日本人都是喜欢虚心请教的人，她们了解了我的情
况后，立即向学校老师反映，学校有欺侮外面学生的
事情。由于是保护者会会长出面，所以老师十分重视，
并在教室谈到了要友好外国同学的话题。”此后，董
明慧自己也参与到学校的各项活动中，为学校做义务
劳动，在那里结识了很多日本朋友，并经常邀请班上的
小朋友来家里玩。所有来到董明慧家里作客的小朋友都
喜欢这位长相可爱的阿姨，私底下对康康说：“你妈妈
长得真漂亮，有这么温柔这么会做菜的妈妈，你真是运
气呀!”以后，康康看妈妈的眼神也不一样了，他为自
己有这样一个母亲而骄傲。
康 康仅半年就熟悉并喜欢自己的学校，拥有很多的朋
友，成为了班上的“人气物”：“毕业的时候，有女孩
给他写情书呢!哈哈，不过早恋我是绝不允许的!”董明
慧开心地说。
其 实，现在有不少华人母亲都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
受到歧视，为孩子融不进学校生活而烦恼。难道只是孩
子无法融入学校这个小社会吗？回头看来，其实许多在
学校被日本学生欺侮的事件中，被欺侮的孩子家长本身
都对融入日本社会产生
惧怕心理。一个自己都
没有办法适应这个社
会的家长，如何要求
孩子能超越你去先进
入学校的小社会
呢？于是，家长
自己去主动接触社会，
主动和学校家
长们交
流，
才是真正
带孩子融入日本
社会。为了孩子，
家长应该最先拿出
勇气，以实际行动让
孩子看到融入日本
社会并非难事。
（C）Sweetm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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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教育是一个永远的话题︐天下所有
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健康︐幸福︒
说心里话︐在中国因为一家只允许生一个小
孩︐只希望孩子健康︐根本没有考虑男孩还是
女孩的问题︒我们给孩子起名时︐因为他是男
孩︐起名叫昊︐昊字是上下结构︐上面是日︐
希望他象太阳一样热情︐开朗︒下面是天︐希
望他有天空一样宽阔的胸怀︒这也许在不知不
觉中就已经浸透了对男孩的一种特有的期待︒
在日本男女的角色分工似乎很明显︐通常
都是男主外︐女主内︒但是就日本教育体制来
讲︐在小学阶段男孩女孩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特
殊的地方︒学校开设家庭课︐男孩和女孩一
样︐ 学做简单的饭菜︐缝制小钱包︐围裙︐小
背包︐学习使用缝纫机等等︒到了中学和高
中︐私立学校多分为男子校和女子校︐公立学
校以男女共同学校为主︒各类学校有各自的教
育重点︐也许从这时起开始突出男女不同的教
育思想︒昊考取的中学是私立男子校︒
对于男孩子来说我自认为首先要健壮︒ 昊
在五岁时发现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经过手术等
积极的治疗︐很快就完全恢复了︐在医生的允
许下︐学游泳︐打乒乓球︒到了日本以后︐小
学四年级时又进了足球队︒日本学校非常重视
体育教育︐昊所在的私立男子中学︐每个孩子
都要参加一个俱乐部︐有足球︐排球︐篮球︐
乒乓球︐野球︐羽毛球︐网球︐橄榄球︐田
径 ︐游泳︐冬天还有滑冰冬令营等︒ 昊参加
岁︐身
了 乒 乓 球 队 和 杂 技 表 演 队 ︒ 昊 现 在 15
︐ 体 重 71kg
︐在同龄的孩子们中可
高 173cm
以算是健壮︒
其次要坚强︒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个词也许

男

太大了︐但是对于一个刚到日本︐面对陌生的
学习环境︐生活环境的孩子来说这个词并不为
过︒不懂日语︐在和小朋友的交往中日语从能
听懂到会说︐会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更
是昊克服困难的艰难历程︒此外在学校里也会
发生预想不到的事情︐比如有时跟小朋友打仗
等︐那么只有自己坚强起来︐才能战胜困难︒
第三要宽容︐大度︒做为男孩要待人宽容︐
大度︐将来走到社会上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
人 ︐各种各样的事︐没有宽大的胸怀︐就很难
适应工作︐生活环境︐更谈不上发挥自己的才
能︒ 宽容︐大度是需要长期的培养和磨练︐
有时也和孩子的性格有关︐更和他所生活的家
庭环境有直接关系︒我们尽量让昊处在一个宽
松和谐的家庭里︐做到有事互相商量︐有矛盾
互相包容︒在学校里和同学打仗以后︐鼓励他
主动和同学和好︐不斤斤计较等等︒
第四要自信︒自信是成功的基本因素︒对
于昊做任何事情我们都鼓励他努力做一定能做
好︒做为学生︐在锻炼身体和培养道德修养之
外︐最主要的是学习︐学习好可以使孩子们增
强自信心︒昊到日本是一年级下半学期︐耽误
了半年的学习︐加之他又不懂日语︐所以我们
就到民间组织找到志愿者教他日语︐同时从图
书馆借一些图文并茂的画册︐ 昊很喜欢读

书 ︐在全家人的共同努力下︐半年以后就能
追赶上来了︐昊非常自信地告诉志愿者说自己
分以上︒此外还鼓励他参加校
的 成 绩 总 是 95
外活动︐比如参加外国人演讲会︐会上得到市
政府人员的鼓励和奖赏︐这更增加了他的自信
心︒ 为了准备中考五年级开始参加了补习班
的学习︐ 经过两年的努力︐考取了理想的初
名新生里只有 名
中 ︒ 300
4外国学生︒努力就
有成果︐这使昊感到自豪︐更增强了他的自信
心︒
第五培养组织领导才能和奉献精神︒在集

体生活中锻炼他︐昊在小学校时参加了播音小
组︒和同学们一起撰写播音稿︐在运动会等大
型活动中组织播音等︒在班级里做班委为同学
和班级服务︒虽然毕业之前的一年工作非常繁
忙︐又要准备中考︐但是我们还是支持他当班
长︐在紧张复习考试同时安排好班级工作︐
使昊本人也得到了很大锻炼︒

第六要培养孩子各种
爱好︒昊在幼儿园时
喜欢画画︐到日本
后还坚持学到四年
级 ︒又让他学弹钢
琴︒在培养自己
业余爱好的同时
提高他的素质和
个人情操︒也许
将来遇到挫折时
可以用琴声解除
心中的郁闷︐
在欢乐时︐用
琴声抒发内心
的喜悦︒
任何一种修
养都要靠平时
一点一滴地培
养︐首先父母
要端正态度︐
眼光长远︐不为
一时一事的挫折
而动摇信念︐那
么孩子也就会坚
定地走自己的路︐

即使遇到苦难也
不会容易地放弃努

力 ︒形成一种良性的
循环︒

（C）Sweetm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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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历史书在描述近代中国落后时有一段话,讲1904年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上,别的国家前来参展的都是当时最具有技术含量的产品,只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将挖耳勺,绣花鞋,鼻烟
壶等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传统民族手工艺品拿来亮相,言语之间颇含批判。从那时起我便有一个看法,即世
界博览会这等超级的会议,一定是新产品,高技术云集,让尔等小民大开眼界,高呼过瘾,看了不觉枉活一世
的绝妙机会。
带着这种心情,在爱知博览会即将结束的三连休中,挤出一天时间前往名古屋。我天生不是一个喜欢
凑热闹的人,但为了宣泄紧张工作带来的压力,所以偶尔会心血来潮临时安排一些活动。这一不小心的冲
动,却让我凑了一个天大的热闹------与28万人同游世博会。
凭着定票时拿到的有关世博会的介绍,再加上出发前夜在网上浏览的信息,我们早上4点钟便动身赶新
干线,在万博八草的入口前苦苦等待了个把多小时后,疲惫不堪地进入了会场。当然首先直奔的是
TOYOTA馆,相信日本的第一大制造公司一定会亮出他们最先进的绝活,看看他们造型特异的展览馆就知
道不会令人失望。谁知道,丰田馆前早就被黑压压的人群盖住了,排队的人们都是铺着席子,以各种方式来
打发漫漫的等待。我们被告知,下午五点钟再来排队,运气好的话有可能入场。真是当头一棒。再看看旁
边的日立,东芝馆,同样如此,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地紧张起来,看来大家都是在利用
最后的机会向万博会冲刺。不过幸亏不远的GAS馆前可以排队,我们就别无选择地加入了行列。一个小
时后终于入场了,以为可以领略到能源科学的新境界,谁知不过是看了一场载歌载舞的表演,感觉是在看一
出闹剧。
接下来参观的是按各个大洲划分开来的展览馆。首先参观的是印度馆(因为先生在印度人公司工作,
或多或少有一点特殊的感情)。馆内空空荡荡,也就是一些民族服装,食品的展示,更多的是文字,图片的说
明,不过精明的印度商人的清仓大甩卖倒是进行得如火如荼,馆内的カレー餐馆也是人头攒动,看来人气颇
望。 离开印度馆后,穿梭在亚洲国家之间,我是让我开了眼界。平心而论,每个国家的展览馆外观都很气
派,且颇具各民族的特点,而真正进入其中,看到的无非是一些图片的说明,以及很少量的物品的展示。最
让人觉得希奇的是居然是某个小国，在展览馆内摆了一台旧得不能再旧的织布机,并派出一位看面相便
知久经沧桑的老太太织布。天嗯,我对世博会的热情度瞬间降低到冰点。难道世博会是用来展示贫穷与
落后的吗? 还是正如大家所鼓吹的那样,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这样看来,我们的清政府100年以前
送到巴黎参展的挖耳勺根本就不足以被指三道四,因为一个世纪后我看到的展示品绝对不会比挖耳勺高
尚到哪儿去。
进入中国馆前,也颇排了一会队伍,看来中国馆还是颇具人气的。 进去以后,才发现真的什么都没有。
展览馆倒还是分两层楼,除了楼下有一个内似女子十二乐坊的乐队在弹奏民族音乐外,我居然没有发现任
何有亮点或值得称道之处。只是看到了一个展示中国文明发展的浮雕墙,以及一些民族的手工艺品,还有
上海小学生写的书法,作文。哎,怎生一个失望了得。
一番折腾之后,便再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和精神来品味各个国家的文化精髓了。还是以平和的心态来
欣赏他们的文明吧。欧洲诸国的展览馆还是颇具匠心的。比如,西班牙馆的外墙,颜色抢眼,材料也别举一
格,里面的内容也很充实,把<<堂吉柯德>>小说分解成一个一个的段落加以朗诵,并配以声光电,颇有一点
古典色彩。他们是我看到的唯一派发国内旅游指南的国家,看来商业宣传做得还不错。相比之下,英国馆
的氛围却更像是一个东方国度,造型犹如江南庭园,曲径通幽,古朴而浪漫。至于我期盼已久的法国馆和德
国馆,则被告知限制入场,里面有什么西洋景,就不得而知了。
转了一圈长久手会场,虽然没有领略到多少自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但对于日本人勤俭办博览会的”吝
啬”作风和他们的环保精神,还是感想颇深。 下一届世博会的举办地上海,已经开始为建设场地而大兴土
木了。而反观日本,无非就是在一个森林公园旁边建造了一群可以拆卸的场馆，经济而不铺张，且将博
览会与自然景观良好地融和起来,将近5公里的步道,使用的都是间伐的木材。此外,人车分留的立体交通
方式,让游人犹如慢步在空中花园,真是天人合一,湖光山色,美不胜收。
另外,日本人对于世博览会的热情,也是始料不及的。我在万博会碰见一位从东京开车去名古屋的老
太太。据她讲,这已经是她第15次去看博览会了。听说她至今仍未能进TOYOTA馆,我的心理立刻平衡了
许多。日本人的这种精神,我只能以一个词来形容-----万博会 鹿。
简而言之,万博会之旅,就是选择了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怀着错误的心态,去了一个错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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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又没有一个合得来的朋友︐让我感到

而且我们班和我在同一俱乐部的人本来甚

一种无限的孤独︒况且︐帆船俱乐部不同

于其他活动︐到下海行驶帆船要经过基础

理论学习︐技能和体能的训练︐那真是无

比的枯燥无味︐另外新部员还是时常要为

老部员们打下手︒几个月过去了︐我们竟

然一次没有下海走帆船︐心里觉得好没意
思呀︒

看到其他俱乐部的同学们早都结上了好

朋友︐可我呢随之烦恼油然而生︐甚至

想辞掉帆船俱乐部︒妈妈不同意︐说我意

志薄弱︒老师也说︐你还没有体验到帆船

的快乐就辞掉︐太可惜了︒从此我每天回

家话也少了︐妈妈跟我说话︐我也烦的不

愿意理妈妈︐再被追根问底时︐还会伤心

地落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可在学校能忍

耐︐回家就忍不住了︒妈妈也为我着急︐

可她越急我越烦︒就这样迎来了短暂的秋

假︒假期里参加了三天的帆船俱乐部合宿

生活︐尽管是在秋风瑟瑟的大雨中练习︐

但终于能尽情地乘风帆走了︐真是乐在其

学们都去各自的俱乐部活动︐却很少有像 脑时间上的冲突︐如果谁有解决它的好办
小学生那样结伙玩︐因为大家都住得较远︒ 法︐请告诉我好吗

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参加了帆船俱乐部︐从
不过︐旧的烦恼去了︐新的烦恼又来了︒
此烦恼也就接踵而来了︒每天下课后︐同 目前我的最大的烦恼就是学习时间和玩电

来的路是要你自己走︐随你吧︒”对呀︐ 也有了几个要好的朋友︐烦恼也就不翼而
没 错 ︐ 你 们 就 甭 操 那 么 多 心 了 ︒ 所 以 入 学 飞了︒

部了︒当初爸爸妈妈希望我考别的中学︐ 中︒这次合宿︐大家还推选我为领头人︐
都被我坚决拒绝了︒无奈的妈妈说“将 同时也感受到了苦去甜来的滋味︒从此我

我今年十四岁︐上初中二年级︒妈妈常
说︐小孩没有烦恼︐是啊︐在我上中学前
的记忆中确实没有烦恼二字的存在︒可随
着我一天天长大︐不知不觉有了烦恼︒
去年初︐经过中考的洗礼︐我顺利地考
入了一所男子中学︐在这所与公立小学完
全不同的世界里︐什么都让人感到新奇︐
设施完备的教室︐情报中心︐图书馆︐实
验室︐宽敞的校园︐体育馆︐海洋中心等
等︒从校舍徒步两三分钟就是一望无际的
大海边︒同学们都是从四面八方而来︐就
这样带着一种全新的心情开始了我的中学
生活︒中学校里有很多课外活动俱乐部︐
为了考中学︐以前曾经去过多所中学参
观︐ 最吸引我的就是这所中学的帆船俱乐

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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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充电
最近，和会里会外的几位朋友结成了英语学习小组，请来曾在国内大学当过英语教师的L会员每两
周上一次课，开始了久违的课堂学习。
自从离开学校以后，除了讲座、研讨会之类的以外，几乎没有听过课。唯一的一次是拿驾驶执照
时断断续续上了一、两个月的“学科”和“技能”课。那时也有一种重回教室的怀旧感。不过，学
驾照是有期限和考试的。考一次试也特别麻烦，所以为了不想重考，上课、复习也不轻松，没什么心
情去享受上课。上课老师常常因课的内容而更换，周围的学员更像流水一样没有重复，所以总是一个
人默默地去，默默地回，不乏寂寞。
而这一次却是绝然的不同。除了老师、学员是固定的以外，更重要的是，大家基本上本来就互相认识，
不认识的也很快就熟了。每次见面互相有很多话要说，最多的话题当然是孩子的教育，也谈买房子、
自己的工作、国内的情况，天南海北积极热烈地以至于学着学着就离了题儿，老师也被搅和进来，课堂
上成了“一团和气”，我这个当干事的，不得不忍痛割爱地把大家拉回“轨道”上来。
说真的，当学生的感觉真棒。首先它让人感到自己年轻。星期六的早晨，当别人还在梦乡，先起来把一
天的家务大致安排好后，把教科书和练习本收进书包，边穿鞋边自豪地对家里人说“我上课去了！”
（据儿子说，我说这句话时声音比较大）。然后在巴士或电车里，匆匆翻开两周以来没有碰过的书本，
使劲儿回想上一次课的内容。这种兴奋和慌张，使现在的我，和年轻时的我重叠。在课堂上，老师那
流畅而地道的英语像悦耳的音乐，充满了魅力。而我们则可以肆无忌惮的享受好奇心被满足的快乐。
在这里学会听说读写就是最大的最实在的目的，而不需要应付考试。只是没有完成老师部置的作业或复习
不充分而被老师提问时，我们这些老资格妈妈们，因那似有似无的罪恶感，都回避直视老师的眼睛。
也许有读者说，年纪不轻了，有孩子有工作，还学什么英语呀?的确，现在的工作用英语的机会并不太多，孩
子需要照顾，家务也需要打理。不过学员们各有各的目的。有的是不想输给上初中高中的孩子，维持母亲大人
的面子，有的是为了重拾学生时代的旧梦，也有的甚至想到了不近的将来去欧美旅游···。但是有一点是共
通的，就是借助学英语这个媒介，增多和朋友见面的机会，互通近况，交换感受，最终充实和丰富自己。
不是
因为工作内容的需要，也不是因为晋升考试，只是为了自己的“想学” 而学，在
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一群苦于“没有时间”的大娘大婶儿们在
快乐地充电。

夕

すがすがしい青空の下︑実りの季節を迎え︑この
度︑会員の皆様の努力の結晶である第七号会誌が完
成しました︒

今回編集局の呼びかけで︑十年間も文章を書いて
いなかった方も思い切ってペンを握ったそうです︒
会誌に対する強い責任感には本当に感動しました︒
また︑常に原稿を提供してくれる会員の方も︑ます
ますすばらしい文章を書いて頂き︑編集局にとして
は︑どんなに心強く感じられるかわかりません︒

休日︑時々子供と一緒に図書館に出かけます︒子
供が児童室に入ると︑私は雑誌をめくって閲覧しま
す︒よく手にする雑誌は︑中央公論社の月刊﹃婦人
公論﹄です︒

いつも載っている文章は︑輝いている女性達の経
験︑智慧︑時代を超えた考え方︑素晴らしい体験だ
けではなく︑彼女達の悩み︑つまずき失敗も綴られ
ているので︑読者に女性のいろいろな身近な問題を
提起し︑解決方法も提示してくれる感じがします︒
日本人の女性にとっても︑私達にとっても︑共感を
覚える部分が多く︑人生にも役に立つところが多い
と思います︒是非︑図書館に寄る時にはご覧になっ
てください︒

この度︑中国青少年研究所の﹁少年児童研究﹂社
との相互協力の話がありまして︑今後共同原稿募集
ができるようなれば︑交流会は一層忙しくなりそう
です︒現在は︑﹁女の子 男､の子の礼儀教育につい
て﹂原稿募集をしていますが︑今後の募集内容は毎
回メールで皆様にお知らせ致します︒それぞれの議
題に共感を持つ会員の方は︑是非この機会を大事に
し︑奮ってご応援︑ご応募を下さいますよう御願い
致します︒

後
書
編
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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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両国人民は団結し、歴史を銘記し、平和を守って、
ともに輝かしい未来を創り出そう
（全日本華僑・華人への呼びかけ文）
中国人民が抗日戦争に勝利し世界人民が反ファシズム戦争に勝利して、今年60周年を迎えました。一世代前の先輩方
は戦争を終結し平和を勝ち取った60年前の喜びを、昨日のことのように思い起こすことでしょう。正義なく平和に敵対
する勢力の言動がどれほどかまびすしく優勢に立とうとも、結局は滅亡の道を歩み、平和と幸福を求める全世界人民の
正義の戦いは、最終的には勝利を勝ち取ることを、歴史は教えているのです。
すでに60年が過ぎましたが、世界のどこかでいつも戦争が起こり、侵略戦争を賛美する逆流も途絶えたことがなく、
間違った戦争観が日本の政界とマスコミの主要な価値観となっているので、平和な時代に成長したわれわれは、平和を
手放しで堪能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います。歴史の記憶を大切にし、未来への重責を負うわれわれはこのように呼
びかけずにいられません−「中日両国人民は団結し、歴史を銘記し、平和を守って、ともに輝かしい未来を創り出そ
う」。
60年前の戦争で、中国人民は多大な犠牲を強いられました。しかし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戦後、中国人民と政府は復
讐するのではなく、寛大な度量とヒューマニズムにもとづいて、中国在住日本人の帰国を援助し、残留孤児を養育し、
戦争賠償請求を放棄し、中日友好を育て、さらに極悪非道の戦犯にさえ、前例のない人道的な教育改造を施すことで平
和的な人間に変身させました。中国人民の積極的な働きかけとその平和的な諸政策は、戦後日本の平和で民主主義的な
社会の形成に大きく寄与したといっても過言ではありません。
日本に生活基盤を持つ私たち日本の華僑華人は、日本人民の平和を渇望する気持ちとその社会の複雑さを身をもって
体験しています。列を組んで靖国神社に参拝する政治家が後を絶たないかと思えば、靖国神社参拝に反対し、戦争に反
対する民衆もたくさんいます。右翼が中心になって編纂した「歴史を歪曲した教科書」を検定で合格させた日本政府の
無責任ぶりに怒りを覚える一方、広範な保護者・教職員及び地域の人々がそのような「危ない教科書」にノーと言って
立ち上がり抵抗していることを目の当たりにして、胸をなで下ろしています。特に今年に入ってから、一部の政治家と
マスコミが中日友好に水を差し、その仲を裂こうとする動きがある一方、多くの良識のある日本人が日中友好を進める
ために払ってきた多大な努力を目にし、敬意を表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
「日本人民は偉大な民族である。」と故毛沢東主席は述べました。中日関係が波乱含みの今日こそ、「日本人民に望
みを託すべきである。」今日、中日間に見られる数々の矛盾や問題は、中日両国民の間のトラブルではなく、中日両国
人民、さらにアジア・世界各国の人民が、侵略戦争を美化しようと企む一部の者に反対する戦いです。在日華僑華人は
進んで行動を起こし、われわれの身近にいる多数の日本人と手を組んで、正義ある勇気と平和のもつ魅力と共通の智恵
を掲げて、戦争に反対し平和を希求する中日両国民の共通の願いを呼び起こそ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か。先の大戦でわれわ
れは、ともにファシズムの被害者でしたが、今日われわれは歴史を銘記し、平和を守り、未来を創り出す主人公になら
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侵略戦争を美化する風潮や狭隘なナショナリズム的宣伝に惑わされてはいけません。一部の右翼
のそのような言動は、中国人民とアジア人民を傷つけるだけでなく、日本人民を侮辱し欺瞞するものです。かつて、わ
れわれ両国人民は、さまざまな障害を乗り越えて中日友好関係の確固たる基盤を作り上げましたが、今日の中日両国人
民もさまざまな障害と破壊を取り除いて、中日友好の新世紀において輝かしい未来を創りあ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と確信し
ています。このことは、世界と地域の平和を守る大事なことであり、同時に在日華僑華人自身の民族感情と利益にもか
なうものです。われわれは中日友好の最大の受益者である故に、中日友好の積極的な維持者であらねばなりません。中
日友好を守る責任が、何人にもあるのです。
中国革命の先人は、近代日本を「中国振興の発祥地」としました。民主主義革命の先駆者の多くは日本から祖国へ戻
り、祖国の啓蒙と救国運動に身を投じたのです。このような栄えある伝統を受け継ぎ、民族精神を高揚させ、複雑きわ
まる当面の中日関係を目前にして、われわれ在日華僑華人は、人類の正義の兵士、中日友好の種子になろうではありま
せんか。
ここに、在日の同胞に呼びかけたいと思います。
１、自ら直ちに行動を起こそう。まじめに勉学し真剣に働き積極的に生活して、行動で中国人としての存在感を示そ
う。われわれは自らの言動に責任を持ち、大切にして、中華民族の名誉と在日華僑華人のイメージアップに努め
よう。さらに、われわれの長所と身分を生かして、草の根の交流を根気よく展開して、中日関係を促進しよう。
２、中日友好交流のイベントやプロジェクトに積極的に参加し、ボランティア精神で隣人・同僚・友人・恩師・同級
生・同窓生などに積極的に働きかけよう。中日友好のために、一人でも多くの友だちを作ろう。中日関係におけ
る難しい問題に関心を持ち、戦争と平和に関する中国人の立場と理念及び実際の感想などを、日本の友人に紹介
し、戦後の実例、たとえば、ヒューマニズムに則り戦後処理を進めた例や、改革開放後の中国の変化、さらに、
中日友好によってもたらされる大きな利益などを、実例を使って紹介しよう。真の中国を、中国の素顔を日本人
に理解してもらい、徐々に正しい歴史観と中日友好の認識を深めてもらおう。
３、さまざまな方法やルートを駆使して経済・文化・科学技術など広範な領域にわたる中日間の交流を促そう。中華
民族の復興に貢献するだけでなく、日本の平和と進歩にも責任をもって地道に努力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この
両者は表裏一体であり、中日関係は「ウィン・ウィンの関係」なのです。一部の右翼がいたずらに事を起こして
中日両国の交流を破壊し中日両国民の感情を裂こうとしていますが、われわれは彼らのねらいを見抜き反撃すべ
きであり、交流を拡大し、是と非を明らかにし、誤解を解き、友情を厚くしよ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具体的な行動で、中日間にある困難を打開し、中日間に安定した友好関係を築き、中日関係に輝かしい未来を創るた
めに、いっしょに努力し、貢献しよ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日本華僑華人連合総会
日本新華僑華人会
2005年9月3日 東京に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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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咨询问答集之二

[买卖部分]
1

问：能否说明一下买房的条件？
答：购买房屋时，首先要掌握多少价位的房屋比较
适合于自己的购买能力，其方法可以利用，利
库路特的（リクルート）“住宅指南”等网站，
如

http://www.jj-navi.com/edit/jj-guide/qa/contents/121101.html

2

3

问：怎样才能做好买房的资金计划？
答： 买房与租房不同，除了住宅贷款之外，还要定
期支付管理费（公寓房）、维修公积金及固定
资产税等费用。资金计划最好是将每月支出费
用的合计，控制在月收入的25%以内。因为付
的定金少，贷款的金额就会相应增多，还借款
时就比较困难。请一定充分考虑好以上内容。

问：能否介绍一下买房贷款的有关知识？
答：○买房时重要一项是怎样选择购房贷款。因为
根据购房贷款的类型不同，还款的金额或各项
费用会有很大区别，所以应在参考各种信息慎
重选择。关于购房贷款的详细情况，各大银行
或房地产信息网站都有说明，在这里只介绍重
点部分。如：利库路特住宅指南（聪明的购房
贷款）

http://www.jj-navi.com/edit/jj-guide/qa/contents/121101.html
○选择购房贷款的关键一点就是，选择何种类
型的利息。下面请参考以下各种利息的特征。
固定利息
利息率变动性很强，但固定利息最初定好的利
率，所以始终保持不变。
变动利息
受市场利息变化的影响，该利息也随着发生变
化。原则上，利息每半年可以重新调整，但还
款金额只能是每5年更新1次。
固定期内选择型
在一定期间内定为固定利息，固定期结束后立刻
恢复原来的利息，固定期一般可以自由选择，
短期为2到5年，长期为20到35年。

4

原稿：荻野政男
翻 ：姜春姫

5

问：怎样选择房地产经营公司？
答：房地产经营公司有可能直接充当卖主，或作为
销售公司、中介公司与买主直接进行交易。房
产交易对一般人来说，不是很熟悉的事情，所
以一定要慎重挑选房地产经营公司。
○房地产经营公司的分类如下
卖主
如果不通过中介公司而直接与卖主订合同，包
括订合同之前调查，或发生纠纷时解决矛盾时，
就成了买卖双方当事人之间直接解决的处境，
因此交易时一定要慎重。
销售公司（销售代理）
如果通过销售公司买房，要确认销售代理公司
与卖主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合同关系。
中介公司
是通过介绍房地产信息并进行买卖交易中间人
的房地产公司。
○判断优良房地产公司的要点
许可证号码
房地产交易的许可证号码有两种，一种是《国
土交通（建设）大臣许可证》，另一种是《都
道府县知事许可证》。这两种许可证每5年要
更新（过去是每3年更新）。由于每次更新时
（）内的编号都会加一号，因此编号越多越可
以证明该公司的经营状况比较稳定可靠。
房地产公司名册（業者名簿）
要查房地产公司过去有没有纠纷，可以查询行
政厅的《房地产公司名册（業者名簿）》
（都县厅和关东地区地方整备局建设部；都道
府县知事许可证是在各都道府县房地产业担当
课）。

6 问：买房时所需要的诸费用有什么？
答：买房时所需要的费用如下
○合同印纸税
○如果贷款就需要（合同印纸税、融资手续
费、保证金）等
○产注册费
○房地产中介手续费（通过房地产中介公司买
房时）
○其他（包括搬家费、火灾保险、家庭财产
保险等）

7 问：买新房及处理旧房时应该注意什么？
问：怎样收集买房信息？
答： 可以利用车站、书店等地出售的住宅情报杂志
（如：利库路特）寻找。另外最近上网查询的
人比较多。主要网站有：
ISIZE(http://www.isize.com/house/)
アットホーム(http://www2.athome.co.jp)
等。

答：需要注意的是，卖出旧房以后，再买新房为最
佳。因为没法预知旧房最终能卖多少价格。所
以在制定购买新房的资金计划时，将旧房估价偏
低于一般市价最保险。最好是卖出旧房之后，再
买新房为好。因为如果先买了新房，资金必然
显得紧缺，为急于出手旧房，而不得将当初预
期的卖价降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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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何才能保证交易的安全性？
答：首先要充分调查好房屋的情况。但是虽然说是
调查，而对于房产和建筑方面的知识较为外行
的人还是比较困难，所以最好找建筑设计师、
房地产公司或专家咨询。

12

问：什么叫管理组合？
答：管理组合（业主委员会）是以购买同一栋公寓
楼房的全体业主组成的，每户业主都要交管理
费。该费用一般用于该公寓的占地区域及建筑
物公用部分的日常清洁卫生、检查或定期的维
修方面。但实际上，管理组合大都把具体业务
委托给专业的物业公司管理。

9
问：什么样的广告属于诱惑广告？
答：对于广告有各种各样的规定，对于诱惑广告（
诱惑卖主上钩的广告，如标出两种价格或使用
夸大其词的语言）也有严格的规制。如果标出
“减免一般市价的40%”、“比普通市价减免
2000万日元”等广告语句，那么就请对这种
公司多加小心为好。
另外如标出“东京第一”、“最高级”等绝对
性自夸的词语，或如“破格”、“轻易买不到
的便宜货”等很极力显示便宜印象的语言，都
属于诱惑广告。对使用以上诱惑广告的公司也
要多加注意。
另外标出“面向外国人的专门店”或“不要订
金”等宣传语，虽然不属于诱惑广告，但明显
是为了促销而使用的诱惑语言，对这些广告宣
传纸或公司也应多加注意。

10

11

13

问：什么叫公寓房维修公积金？
答：为了长期维护公寓房的使用质量，制定定期的
维修计划及具体维修而实施的公积资金。公寓
楼房的业主（区分所有者）每月要向管理组合
支付管理费之外，还要另外支付维修公积金。

14
问：委托出售房地产都有什么方法？
答：委托中介卖房有3种方法：
“一般媒介合同”，
“专任媒介合同”，
“专属专任媒介合同”。
○一般媒介合同
售房人，不能同时将售房业务委托给复数的房
地产公司。

问：能否讲讲选房时应核实的重点事项？
答：利用因特网进行调查
主要是调查房屋周围的设施、环境、交通方便
与否等。
○现地核实
首先最好的方法是，到房屋所在地走走看看。
在住房附近走一走，可以到附近的超市以及相
关设施里看一看，这样就可以亲身观察了解周
围居民或周围的环境。
○可以在市役所等部门直接确认
关于公共设施或自治体的服务内容等信息，可
以直接在市役所咨询。

问：购买公寓房时有什么应注意的事项？
答：购买公寓房时，常常讲“公寓房买的就是物业
管理”。这句话讲的就是公寓房不同于独门独
栋房（一户建），公寓房不能以个人的意志改
建或擅自维修个人专用之外的部分。
公寓房一般都有管理组合、管理公司负责物
业管理，该作用是为了保持并提高公寓房的
价值。
公寓房有管理规定和使用规定，这些都是以
《建筑物区分所有的相关法律》为基础而制定
的建筑物的管理及维修方面的规定。

○专任媒介合同
售房人，不能同时将售房业务委托给复数的房
地产公司。而且，售房人亲自找到买主并签订
合同时，仍然要向签订委托合同的房地产公司
支付营业费等。房地产公司将委托的房屋登载
到指定的流通机构上，并有义务至少2周一次
将售房进展情况以书面形式向委托人汇报。
○专属专任媒介合同
委托人不能与委托媒介的房地产公司之外的媒
介公司订合同，即便自己找到买主也不能直接
签订合同。房地产公司将委托的房屋登载到指
定的流通机构上，并有义务至少1周一次将售
房进展情况以书面形式向委托人汇报。

15

问：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有关房地产注册知识?
答：登记簿中的记载内容有：土地·建筑物的所在
地、面积等房屋概况，还记载该房地产有关的
权利关系。由此可以查清卖主以外有没有人持
所有权以及担保贷款利息等内容，因此应该仔
细核查。如果不熟悉核查方法，请向律师、行
政书士或中介公司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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