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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河南老年
家庭空巢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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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了新型# 以房养
老$方式%卖掉房子住到郊区"房子差价& 当
个孩儿用$'一文"图片和文章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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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数了+万多套房子"! 蹭'了,%天烩面"来看看他们调查背后的故事吧

+$个人曾被小区保安! 分组追捕'

一群大学生调查的郑州商住房空置率是否可信) 他们又是怎样调查出来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群大学生调查背后的故事%他们曾集体被当做小偷"曾每天去一家烩面馆! 蹭免费的饭'"也曾经有过疲倦
懈怠的时候"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01 23 456

! 北极星'团队成立于今年
)

月初"共
+$

个人"

都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

工程造价一班的大三学生(

队长王璞说%! 那一段时间关于商住房空置率
的讨论挺多的"大家如此关注商住房空置率"是对
当前高房价不满的集中反映( 但郑州没人做这样
的调查"我们想试试"也锻炼一下( '于是"他们就
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团队(

在确定调查目标后" 他们在郑州
,

区选择了
$.

个商业住宅小区(团队一个负责人张亚娟介绍"

黑灯率是他们这次调查的主要方法之一(! 这两个
月晚

-

点到
+%

点" 我们每两个人一组去样本楼盘"

查看小区内亮灯的情况( '

同一套房子"他们会连续三周同一时间观察是
否亮灯"最终综合多次结果判定是否住人(

调查几天后"队员发现很多小区张贴有水*电*

气*暖的收费通知单(! 如果有人住"这些表的读数
不会一直不变( '王璞提出看法"于是一些小区楼道
里的水*电*气表也成为他们重点! 扫描'的对象(

此外"他们还会查看房子的装修情况"比如是
否有空调"是否装修过"最终进行综合判断(

有些小区离他们居住的地方太远"为了能准时到
达样本地点" 他们下午三四点就开始向小区进发"晚
上
+%

点多才能回到住处"每天都要数上几百套房子(

就这样坚持了两个月" 等调查结束的时候"他
们已经数了

+

万多套房子(

调查取样时"他们采取了男女搭配的原则(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遇到了麻烦(

)

月份"在郑州索凌路和北环路交叉口附近一
个小区里" 张亚娟和几个同学趁门口保安不注意

! 溜'了进去(他们还挺得意自己的成功"却不知早
已被小区的摄像头! 看'到了(

! 我们坐电梯先上最高层"然后一层一层往下
走"边走边看业主的水表电表读数"有时候还会从
猫眼里看屋子里是不是有人住( '张亚娟描述(

! 当我们走到一楼的时候"几个保安正好也从
电梯里出来"让我们站住"像抓小偷似的('回想起
这些"张亚娟忍不住笑了( 后来才知道"当时天黑
黑的"保安在监控录像里看到他们的怪异行为后"

以为是小偷"就到楼里抓他们(

队员张耀杰回忆" 当时他们分成多个调查小

组"到不同的楼栋调查( 自己这一组被! 逮'住后"

保安让他们先不要动"并详细询问了情况"还看了
有关证件( 确认他们不是小偷后"一保安冲着对讲
机说"! 情况已查明"各保安可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去( '

原来保安也分成多组 "对! 北极星 '队员展开
! 分组追捕'(

但这并不是他们唯一一次被当小偷抓( 据队员
们回忆"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被当小偷的遭遇( 队员
梁歌说"尽管他们身上有学生证"还带着学校开的
证明"但多数保安都不认可"有时还会直接把他们
赶出去"并说"! 再来就当小偷抓'( 有了经验之后"

当他们再进小区调查时" 两组人员随时保持联系"

一组一旦发现被保安! 跟踪'"就马上给另一组通报
信息"避免被其他保安! 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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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开始调查后" 学校开始往郑东新区搬家
了(! 学校不让住"为了能继续调查"我们只好带上
行李租房住( '王璞说(

卢文卓从网上找到了房子" 郑州西史赵村一
套三居室月租金

-%

元吸引了他(! 其实位置挺远
的"但我们没钱"这么低的租金太诱人了('卢文卓
说"后来才知道"房东登记错了"是

-%%

元
/

月(

谈房价的时候"因为租的时间太短"他们遭到
房东拒绝( 卢文卓和同学们轮流上阵" 说是考研

的( 最终"房东答应以每月
+%%%

元的租金租给他们"

房租每个月涨了
$%%

元(

这还不算什么"专业不对口成了他们展开调查
的第一个障碍(! 我们成立了学习小组"自己掏钱买
书学习( '卢文卓说(

两个月下来"团队的调查成本超过了万元( 房
租*吃*住等等"每一分钱都要大家自己掏腰包( 为
了节省开支" 队员们每天出门调查都是骑自行车"

最远的地方"要骑近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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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成员带上自己的行李"搬进
了租来的房子(

屋里两张床"一张席梦思"一张是木板床(

有床的房间分给了
)

个女孩" 不过床仍旧不够
用"有几个女孩也打了地铺(在这两个月中"她
们的床就是一张报纸"上面铺着褥子和凉席(

地板比较潮" 房间里经常有虫子爬来爬
去(刘方舒的身上被不知名的虫子咬了好几处
红包(

房租涨了"队员们就从伙食上尽量减少支
出(两个月里"他们一天吃两顿饭"早上和中午
合吃一顿"晚上调查回来后再吃一顿( 实在太
饿了"有些队员就带上馒头和榨菜上路(

即使在吃饭的时候"他们也都是选择最便
宜的(在他们租住的房子附近有家王师傅滋补
烩面馆"当时搞活动+++买两碗送一碗( 这个
好地方被发现后" 队员们每天都去那儿吃"一
连吃了

,%

天"后来烩面味儿连闻都不想闻(

! 还有一家卖馍菜汤"点两个菜就可以随便
喝汤"我们也经常去( '两个月中"免费的东西对

! 北极星'团队的成员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队员李
森说"每次去都是喝免费的汤"点菜是象征性的(

为了节省开支"队员调查回来从不舍得喝
一瓶饮料"都是用! 热得快'烧水喝( 因为用得
太勤"两个月下来"他们用坏了

0

个! 热得快'(

队员们印象里吃得最好的一顿饭是调查
即将结束的时候" 李森要提前几天离队回家"

团队摆了一桌送他( 实际上"那顿最昂贵的饭
也只花了

+%%

多元(

.

月初调查结束了"离开出租屋那天"有的
女孩哭了( 辛苦"是的"但是他们更看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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