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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今明天气好转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大部地区阴天到
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天气好转，气温回升，全

市最高温可达25℃。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10月12日：多云间阴，15℃~22℃
10月13日：多云，16℃~24℃
10月14日：阴天转阵雨，19℃~23℃

挂新窗帘、贴墙纸、挂画……租
房期间，秦莉自费近千元，将出租屋
进行了一通美化、改造。然而，房东
不仅没有感到高兴，退房时还以此为
由不退押金，这让秦莉欲哭无泪。

妹子自费美化出租屋
25岁的秦莉在九龙坡区白马支

路租了一套没有电梯的老房子，一室
一厅。住进来的时候，这套房子内部
很老旧，墙壁上有很多地方很脏，窗
帘也是那种透光的。爱美的秦莉在
搬进来不久后，就翻了很多网上“旧
屋改造”的视频，然后开始了对这套
房子的改造。她先是订购了一副全
遮光的窗帘，替换掉了原本很脏很旧
又透光的窗帘；接着，又从网上买来
自贴的墙纸，把卧室的墙面进行了粘

贴；后来，又陆续网购了几幅画，
挂在了屋子里。总共花费近千
元，让出租屋有了新气象。

如今房子要到期了，秦莉也
打算搬到离公司更近的地方，于
是决定退租。没想到房东阿姨看
到她的这番改动，竟然很生气。

“她说我没有经过允许就擅自装
修房子，还说我买的窗帘不符合

她的审美，等等。总之就是，她不打
算退还我1100元的押金了。”秦莉当
时人都气哭了，没想到自己费时费力
把屋子打扮得更美了，房东阿姨却要
克扣押金。

房东怪她没提前打招呼
57岁的房东刘阿姨告诉记者，

秦莉租房子的时候，她们说好的，如
果哪里需要更换，给刘阿姨商量就
是，但谁知道秦莉不声不响地就把房
子改了。“首先，换窗帘可以，但是原
来的窗帘为啥直接给扔掉了？其次，
她贴的这种带胶的墙纸，贴得皱皱巴
巴的。”刘阿姨说只有请人撕掉重新
粉刷墙壁；还有这些挂画，在墙上敲
了那么多的钉子……

刘阿姨告诉秦莉，除非她把房子
恢复原样，否则这个押金一分不退。

七嘴八舌

网友@星星：我以前把房子租
给两个年轻女生，两年后我来收房，
把我的白炽灯全部换成了昏暗的灯，
厕所里的马桶改成了蹲坑，墙上也贴
了灰不溜秋的墙纸……我那个怒火
冲天啊，要知道，我这个房子接下来

要让我爷爷奶奶来住啊。
网友@茉莉花开：我觉得房

东可能是故意找茬不想退还押金，
但这个妹子如果之前提前给房东
说了，也就不会留下这样的把柄
了，现在确实很被动，只能和房东
好好商量。

网友@图图奇：有一说一，在你
租房阶段，你认为漂亮的东西，房东
或者下一任租客不一定觉得好看。
比如以前租客嫌我家地砖丑，在网上
买来廉价的自粘木纹地板贴地上，我
后来处理的时候又气又无语。

网友@雨琪：之前我们在沙坪
坝租房的时候，我女友也跟风网上对
房子进行了一通改造。当时我提醒
她给房东说一声，但她说自己把老
房子变好，没什么问题。还好最终
退房的时候，房东虽然抱怨了几句
为啥不给她说声，但经过我们一番
好话后还是很顺利地退掉了。事后
我女朋友也觉得，还是应该提前给
房东说一声。

网友@悦悦：我觉得如果是那
种可以还原的装饰，比如很好撕的装
饰画、铺一些桌布之类的，可以不给
房东说。但如果是涉及到墙面、地

面、灯饰等改造，而且难以还原的，就
一定要征求房东的意见。

专家建议
要改房，得经出租人同意

四川发现（重庆）律师事
务所雷万华律师告诉记
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七百一
十五条，承租人对租
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
设他物，需经出租人
同意。承租人未经
出租人同意，出租人
可以请求承租人恢
复原状或赔偿损失。

但是，从情理来
说，如果承租人挂的
新窗帘、贴墙纸等饰
物确实美化了出租
屋，增加了房屋价值
的话，则建议出租人从
这个角度考虑，酌情处
理此事。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王薇

近日，“该不该把旧手机
给爸妈用”这一话题登上了微
博热搜，阅读量达到1.4亿。
网友们持不同观点，各有自
己的道理。对此，记者采访
了多位爸妈，他们的回答却
令人泪目。

多数人将旧手机给爸妈

30岁的姜小姐是一名置业顾问，
家住渝北区兴盛大道。今年9月，姜
小姐为了追求更好的拍照效果和更
大的手机内存，换了一部小米新款手
机，“我的宝宝今年2岁了，我随时随
地都想给他拍照，记录他的成长。”

姜小姐换下来的那部华为手机
还较新，她送给了老爸使用，老爸替
换下来的旧手机则做了回收处理。
姜小姐说，这些年来，老爸老妈用的
手机，都是自己换下来的手机。姜小
姐的老公林先生也是如此，工作这些
年，换下来的旧手机全都送到了父母
手上。林先生说：“旧手机送到他们

手里时，我们会把设置全部给他们调
好。我们和父母都觉得这种方式挺
好的，不浪费。”

记者又采访了50余位市民，其
中6成以上的人会将旧手机给爸妈
或家里人用，剩下的人则会以二手出
售、以旧换新、留作纪念等方式处理
旧手机。

“会”与“不会”都有理由

我们先来看一组投票，情感博主
“城南邮局”发起的“你会把旧手机给
爸妈(或家人）用吗？”这个话题，共6.2
万人参与了投票。有51819人选择

“会”，有10006人选择“不会”。

选择“会”的人
旧手机给爸妈用很合适

网友@天涯何处：现在年轻人
换手机的频率比较快，换下来的手
机其实是很新的，给爸妈用没有什
么问题。

网友@娜娜：节约是传 统 美
德 ，爸 妈 也 非 常 赞 成 这 个 办 法 。
而且爸妈对手机的使用需求真的
没那么高。

网友@小姚摸鱼日常：我觉得给
爸妈用是最好的结果，可能我家庭条
件一般，我拿换下来的手机给爸妈用
他们也很开心。

网友@DAYU：作为一个数码爱
好者，换下来的手机从外观到性能都
是好的，从实用主义来说，拿给爸妈
使用再合适不过。

网友@清歌晓：一家人干嘛好面

子，老一辈普遍对手机配置要求很
低，淘汰下来的手机为什么不能给爸
妈用？这是一种节俭环保。

选择“不会”的人
应该给爸妈买新手机

网友@柳碑巷雨：小时候我们总
渴望爸妈给我们买新手机，如今爸妈
也希望用新手机，所以肯定是给爸妈
买新手机，让他们高兴一下。

网友@飞天红猪侠：应该给爸
妈买速度快、屏幕大的新
手机。不要让爸妈把
幸福晚年浪费在等
待手机卡顿中。

网友@就
是天真：我喜
欢 自 己 的 旧
手机，都要留
着 ，给 爸 妈
买新手机。

网友@
文小茜：我妈
给 我 用 的 都
是新的好的，为
什么我们不能给
爸妈买新的，有经
济能力就给爸妈买最
好的。

儿女的心意比啥都重要

记者先后询问了多位父母（年龄
52岁~67岁），他们给出的答案很相
似也令人泪目。

汪叔叔（67岁 退休工程师）：

我的手机是女儿带我去商场买的，开
始她坚持要给我买，但我悄悄去结了
账。女儿正是奋斗的年龄，各方面的
经济压力蛮大的，她有这份孝心我就
很开心了。

周阿姨（59岁 退休老师）：我
现在这部手机是我儿子换下来的，还
很新很好用，我用来看微信、打电话、
上网、拍照没得一点问题。当初儿子
坚持要给我买新的，我不同意，现在
我用这部手机顺手得很。

黄叔叔（65岁 退休销售员）：
最开始我都是用儿子换下

来的旧手机，这两年我
迷上了拍照和拍视

频，儿子觉得我
对手机性能的
需求提升了，
就 给 我 买 了
一 部 新 手
机。内心还
是很高兴的，
但 也 心 疼 儿
子的钱，要知
道，作为父母

最希望的是他们
过得好。

朱 阿 姨（52
岁 退休工人）：我已经

“捡”了我女儿好几部换下来
的手机了，以后还要继续“捡”。我女
儿说过想以后给我买个新手机，其实
我就发个微信打下电话，根本没得必
要。娃儿有孝心、生活过得好才是我
最看重的。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薇
受访者供图

妹子自掏腰包美化出租屋

谁想竟退不了押金

给爸妈用旧手机还是换新
其实心意比啥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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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女士的爸
爸用的就是
女儿换下来
的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