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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短租人们已经不再陌
生，通过一些网上的短租平台，
很容易就能找到令人满意的房
源。类似于Uber和嘀嘀打车的
模式，只是提供服务的租车换成
了住宅，乘客变成租客。像蚂蚁
短租、Airbnb等平台都已具备一
定规模。

而在这些用于短租的房源
中，许多经西式装修后的上海老
房子显得格外抢手。小杨去年
上半年在恒隆广场附近购置了
两间老上海洋房进行出租，他告
诉记者，自己买下以后一天都没
有住过，购房的目的就是为了投
资。“这种使用权房子是不限购
的，只要是上海本地人付全款就
可以买。”

小杨的目标客户群是外国
人、留学党以及文艺青年，为了
吸引他们入住，在房间改造上他
下了不少功夫。“房子外观还是
老上海的风情，但装修一定要
符合现代人口味。”要对房间内
部原本杂乱拥挤的结构进行改
造并不容易，小杨说许多其他
的房东装修过程中都遇到过这
类问题。“原来的老房子都是煤

卫合用的，还有排线上也有较
大改动。对空间的合理利用是
装修的精髓，你需要专门请设
计师去做。”

记者随机走访了一间由老
房子改造的民宿，可以感受到
内部装修确实动了番心思。由
于面积有限，房主将厨房、客厅
和卧室全部置于敞开式空间
中，房间颜色以淡色系为主，带
纹路的木质地板配上墙上用于
装饰的长板木条，装修风格简
洁明快。记者发现，由于一些
老房子层高较高，房东有时还
会将房间隔为两层，进一步提
高空间利用率。

“过去人们普遍觉得老房
子外面看起来还行，但里面又
破又潮湿。但是如果保留房子
原汁原味的外观，对内部进行
现代化的装修，就能给人一种
别有洞天的反差感。”在小杨看
来，对现在的公寓房进行西式
的装修有时会显得不伦不类，
但对海派老房子进行这样一番
装修，气质刚好契合，“你会觉
得这房子本来就应该这样，毫
无违和感。”

上周本报对徐
汇区即将对永康路
酒吧街进行整治进
行了报道。事实
上，像永康路那样

将老居民楼商用的现象十分常见。
许多人热衷于挖掘这些老房蕴含的
经济价值，它们有些被用来开设店
面，有些经精装修后用于短租。但
采访中青年报记者也发现，多元化
的“老房商用”背后也难免存在一些
问题，不少商铺仍缺乏监管，处在

“灰色地带”。 青年报见习记者 钟雷

东平路长度只有短短百十
米，却集中了许多名人豪宅，上海
音乐学院附中也坐落在这条街
上。2003年前后，学校方面开始
将外围的一些老房子出租，许多
商家租下这些原本被弃置的老
房子，加以装修，改造成别具特色
的具有时代感的店面。这也让
东平路开始聚集人气，变得繁华
起来。

东平路7号有一家西服定制
店，店面的外观是典型的老式洋
房，红色的砖墙配上店内透出的
橙色灯光，和整条街幽静的气质
相匹配。王小凤目前是这家店的
负责人，她告诉记者，该西服店是
在2003年由一位法国老板开设
的，如今在上海也已小有名气。

据王小凤介绍，老板当初在
选择店址时，有意选择了老房
子。“一方面这边外国人比较聚
集，生意好做些，另一方面外国
人比较讲情怀，觉得老房子比较

有味道，偏西式的房屋结构也比
较契合西服定制的概念。”走进
店内，一套中式木制桌椅放在店
正中央十分惹眼，王小凤告诉记
者，这些也是老板专程“淘”来
的。“他当时在中国的时候，自己
住的就是那种老式石库门的房
子，他们不喜欢住公寓房。”“我
们老板还带了两扇带铁皮木门
去法国，我跟他说农村这种东西
随处可见的，但他还是把这个门
当宝贝。”她说正是由于老板对
老上海风味的眷恋，才会将店开
在这里。

除了中国元素之外，店内的
装修主要还是采用欧式风格，深
浅相间的墙壁，深色的橱柜，无
一不透着一种厚重感。王小凤
说开店之初所有墙壁都被漆成
深色，后来因为房间实在太暗了
才换了浅色的墙漆。

王小凤与该店的缘分已有
近10年，2007年，当时已经退休

在家的她由于放不下对服装行
业的热爱，经朋友介绍来到了这
里工作。“我做服装行业做了43
年了，1973年做到现在。当时一
毕业就分配到服装厂，后来开过
服装公司也开过服装厂，一生都
在和服装打交道。”去年王小凤腿
部发生骨折，本应好好养伤的她却
还是一心扑在店里。“当时腿上四
个钢钉一块钢板，老公也跟我说别
做了，但自己还是放不下，毕竟是
一生的爱好。”

王小凤表示，东平路店面关
了之后，自己可能会认真考虑一
下是否真的“退休”。“如果老板
不开新店，我就彻底退休了，正
好可以陪退休在家的老伴出去
旅旅游。”她还告诉记者，自己私
下也查了查附近地段的店租，但
过于昂贵的店租让其并不看好
再开新店，“别看附近店面开开
关关，我们要是换了店面恐怕也
做不回成本。”

家住永康路的翁阿姨也对
老房子有着深深的眷恋，虽然中
间为了帮子女带小孩前往浦东
住了8年，但与老宅57年的情感
还是难以割舍，借着小孩回徐汇
上中学的机会，翁阿姨也搬回了
永康路老宅。来到永康路老宅，
可以看到楼房与楼房之间还曾
用水泥柱进行加固，翁阿姨说，
这里的房屋多数地板都是倾斜
的，要不是十几年前进行过加
固，早就成为危房不能住人了。
而酒吧街的存在更是让原本的
危房看起来更加脆弱，不仅墙漆
脱落，墙面也出现裂缝。

翁阿姨说由于每天被酒吧
街吵得睡不着觉，自己的身体也

一天不如一天。有人曾经劝她
把老房子卖了换个地方住，“他
们说这房子地段好，这里卖掉别
的地方可以买个大房子。”但翁
阿姨始终未动过离开的念头。

“有住户过去提出过要求按
照房子价格等值给我们安置个住
所，但其实我并不需要那个钱，能
仍旧住在这里总归是最好的。”翁
阿姨告诉记者，其实其他住户提
出等值安置也只是为了给政府点
压力，希望他们早日解决酒吧街
的问题。如今酒吧街整顿已经被
提上日程，对于翁阿姨和街坊们
来说终于可以迎来“解脱”。翁阿
姨坦言，对于老人们来说，“能在
老房子安稳住着”就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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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老房遇现代投资客“掘金”商用短租成新经济追求
开店求利益也带来种种隐患：执照难解决，旧房新用漏洞难补；短租房客频繁更迭惹邻居不满

除了将老洋房改建成商铺，
一些厨艺爱好者也会在老洋房
内开设私宴，也就是人们俗称的
私房菜。记者在一条上海老街
里发现了一家私房菜馆，隐匿在
众多老洋房之中。

店主坦言，自己并没有相应
的执照，在此开设私房菜馆纯属
巧合。“我本来是做文玩的，由于
客人来这边等的时间比较长，附
近吃饭又不方便，就有时会要我
做点吃的。久而久之我就干脆
做起了私房菜。”

这间私房菜馆外观为西式
老洋房结构，但由于店主爱好古
玩，屋内装修风格透出一股浓浓
的中国风：墙壁上摆满了茶具和

陶瓷制品，阳光从古色古香的
木窗中透入。店主称当初把店
设在这里主要是考虑到附近交
通比较便利且居民消费水平较
高，能接受私房菜人均几百元
的价位。

店主告诉记者，自己主打
龙虾饭，一周只设宴三次，且赴
宴前需提前3天预约。“我不在
网上做宣传，完全靠朋友互相介
绍客人。”店主称自己私房菜做
了一年不到，靠其维持生活基本
无碍。

记者发现，像这样的私房菜
馆还有不少，然而它们都面临着
没有正规营业执照的问题。“其
实像我们这种认真做私宴的，食

材的选择都是很精细的，卫生条
件也肯定是达标的。”“也不是不
想办，但是证办下来涉及到居住
用房改非居住用房，还要周围邻
居签字同意。”店主称，由于隔音
等问题，住在楼上一位88岁的老
人不可能同意他们设店。

店主表示，这里以吃饭交友
为主，食客也多为熟人朋友，设
宴时也都会关上房门，因此至今
也未被相关部门查处过。

“有执照肯定心里踏实一
点，但是对于多数店来说办执照
都很困难。”据店主介绍，对于许
多没有执照的私房菜馆来说，平
时闭门谢客或许是躲避查处最
现实也是最稳妥的办法。

洋服店搭上老洋房

私房菜馆大多无证

小杨的两套房源空间大小
都在 50 平方米左右，但房租一
个月至少要一万多。在小杨看
来，这样的价位完全合情合理。

“当然这种房子不便宜，对那些
公派到中国有住房补贴的老外
来说是理想的选择，但如果就是
在上海打工的老外，那也是很难
承受的。”

租房过程中，小杨还曾碰到
过一件趣事，一位老外住过他的
房子以后，爱不释手甚至想买下
来。但是碍于他不是中国国籍，
那位老外想了各种办法。“他当
时为了买这套房甚至准备找一

位中国女性结婚，但最后由于种
种原因才没有成形。”

通过将老上海的房子进行
装修实现“中西合璧”，这样的房
子不仅对老外吸引力十足，对国
内想感受老上海风情的人来说
也是不错的选择。魏先生是南
通一家公司的经理，之前携全家
人来上海旅游时，他曾特意在一
家热门短租平台Airbnb 上找了
套两居室私人住宅。魏先生介
绍，他在上海租的民宿位于宛平
路衡山路交界，是重新装修过的
老房子，既可以体验到老上海的
风情，住得也很舒服。“因为这本

就是私人住宅，我们就像住在家
里一样。”魏先生坦言，全家人如
果住酒店至少要订两间房，不仅
价格高也不方便，而这种老上海
的民宿正好满足他的需求。

一名房东告诉记者，自己租
了10套石库门老房子用于短租，
都选择欧式风格显著的装修。
他粗略估算过，平均一套房只要
一个月能租出去10天就能回本，
超过10天就可盈利。只要房子
地段好，包装得有故事，准保是
抢手货，之后就可以“躺着赚
钱”，“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请阿姨
打扫就行了。”

虽然通过租房可以获得不
错的经济效益，但也带来了不少
问题。记者走访发现，那些用于
短租的上海老房子多数夹杂在
普通老式民居之中，周围住户也
以土生土长的老人居多。短租
客源的频繁更迭让房东与周边
居民之间不时发生矛盾。

“老人们肯定不希望自己家周

围老是有陌生人出入。”小杨之前尝
试过一段时间的短租，但现在已经
全部转为长租。“一旦房客和邻里
之间发生矛盾，你把房子收回来后
你还要花时间去修复邻里关系。”

除了邻里关系处理起来比
较麻烦，短租行业的安全隐患也
不得不提。对于通过线上短租
平台租房的人来说，整个过程都

基于房东与房客的互相信任。
短租过程中一旦发生纠纷，

也很难进行维权，尽管Airbnb的
客服表示，在平台桌面版中，可以
在房客账单收据或房东确认单的
同一个页面上找到增值税发票。
但是，记者采访中发现，部分消费
者在网上订房时不会开发票或者
根本没有开发票的意识。

上海老房子由于地段好、有情怀，许多住户为了经济效
益会高价出售或出租，但在动辄上万元的租金面前，仍有那
么一批人选择坚守。一方面老房子收藏着他们珍贵的回忆，
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将房屋出租也会招致一些“麻烦”。

市民侯先生住在康平路上
一栋花园洋房内，今年 30 多岁
的他打小便住在里面。在他的
印象里，这间经历了祖孙三代人
的老宅，收藏着他童年的美好点
滴。“小时候在房子里面玩耍，
收集连环画，我还记得那时候排
水不好，下大雨花园经常被
淹。”侯先生介绍，自己的爷爷
就是在老宅中去世的，所以老宅
还承载着他对爷爷的许多珍贵
回忆。

虽然房价涨得厉害，但侯先
生称自己心态比较好，也不是特
别差钱。由于房子地段很好，过
去有许多投资客都曾联系过侯
先生想要租下他的房子。“有人
提出过一个月租金3万，还有人
说要一口气租八年的。”虽然上
门的投资客众多，但侯先生都一

口回绝，“我长租客也不会考虑，
更别说二房东了。”

在侯先生看来，将老房子出
租还会带来许多麻烦事。“二房
东租了你的房子，为了赚钱他肯
定要装修，下挖地基再隔个两层
出来；或者在院子里开个墙，把院
子改造成沿街店面。总之房子肯
定是面目全非了。”侯先生表示，
由于家中很多地方发霉，自己过
去也曾对房子进行过一次装修，
对墙面地板进行了翻修。“但老式
的钢窗木门都没动过，还是想保
留一些小时候的味道。”

出于种种考虑，侯先生始终
没有将房子出租，“没有那么缺
钱，觉得小日子过过就好了”。
对侯先生来说，宅在老房子里，
喝上一口咖啡，便是莫大的闲
适。

老上海风情是重要卖点 房子老地段好就是抢手货

房客频更常引发邻里矛盾

酒吧街扰民也不舍搬离

老房高收益也不会出租

私房菜馆大多环境优美但没有相关资质。

▲地段好的老房子价格很高，但依旧非常畅销。
◀不少洋房底楼都开门营业。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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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路酒吧街
扰民将被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