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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习惯该改改了

家在山西太原的崔先生对于高空坠物颇感无奈：家
在一楼，经常会有一些杂物从天而降，两个月内被掉下
来的各种东西把玻璃砸坏了两次。自家小孩有时在外面
玩耍时，也会遇到掉下的一些小石子、核桃等杂物。这

“头顶上的安全”着实令崔先生担心。
崔先生的担心是许多人的心声，谁都不想平白无故

地“祸从天降”。记者统计了今年以来高空坠物的案件，
有的坠物是外墙玻璃等楼宇装修物质，有的则是一些家
用工具，如锥子、刀、瓶子等，更奇怪的是还有一些动
物，如乌龟、家犬等等。坠物千奇百怪，造成的后果也
不尽相同：有的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有的是损伤楼下车
辆等，还有的则是伤及行人，最严重的是造成人员死亡。

这就带来一个疑问：为何高空坠物案件如此频发？
“中国城市正处于快速的‘垂直’扩张进程中。”武

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李志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他为记者举出了两组数据，一是据摩天大楼中心统
计，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拥有3356座高于100米的建
筑，数量与增长量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二是中国裁判
文书网的同期数据显示，自2013年起，“高空坠物”“高
空抛物”相关的判决文书数量激增。“可见随着高层数量
的增多，高空坠物呈现出高发态势，其风险与危害也相
应增大。”李志刚说。

这就表明，虽然中国的城市在不断“长高”，但是城
市管理、建筑规划设计、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等
仍在适应“高层化”发展的转变过程之中。

高空坠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非人为因素，主
要是由于大风、地震等自然因素以及建筑构配件缺陷
或构配件年久失修、破损、脱落等导致的户外搁置
物、悬置物、建筑构配件等坠落。而另一类则是人为
因素，主要是由于个人日常行为操作不规范、不小心
等因素将物体碰落导致坠落，或由于个人的恶意攻击
或无意识、习惯性的“图省事”抛掷性行为导致物体
从高空坠落。

而人为因素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张新宝表示，过去人们普遍住在平房或者低
楼层楼房中，即使有坠物也比较容易确定责任人是
谁。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楼房越来越多，楼
层越来越高，再发生高空坠物有时就难以确定究竟是
谁家的物品。

这其中还包含着一个居民道德素质的问题。这是和
城市化伴随而生的，也必须随着进一步城市化而解决。

“过去人们住在平房，随手扔东西是某些人的一种习惯。
比如院子里有专门的垃圾堆，从窗户随手扔一个东西就
能直接扔进垃圾堆。住进楼房之后，过去的习惯没有改
变，依然是随手从窗户扔东西。”张新宝解释说，“也就
是说，在住进楼房后，住高楼层和住平房没有形成一个
区隔，住高楼层所需要的安全意识、公德意识和法治意
识还没有完全形成。”

此外，高空坠物风险防控、巡查监管、宣传教育等
方面不力的管理因素对高空坠物案件的发生有着间接
影响。而安全控制标准的滞后性、户内功能不完善、
建筑形态、构配件的设计缺陷、建设质量、材料缺陷
等建筑设计和管理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空坠
物的隐患。

追责到底追谁？

今年3月25日，在广东省深圳市，一名红衣女子和
一名小学生在路过一栋高楼时，发现身边有物品坠落，
两人迅速离开了事发地点。后确认，坠落的物品是瓷
砖，但并不是该楼外墙所使用的种类。该楼所属物业公
司组织人力进行了排查，但一直没有找到肇事者，也没
人主动出面承担责任。所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这起案件反映出了高空坠物案件的特点：突发
性、随机性、隐匿性。这也就导致了很多因为高空坠
物而导致人身伤害的案件无法确定明确的责任人。这
也是为什么高空坠物案件一直以来都颇受关注的重要
原因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从建
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
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
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也是
法院在判决高空坠物案件时的主要法律依据。

张新宝曾参与 《侵权责任法》 的编纂工作，他回忆
当时情形，在法律编写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高空坠物
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因此在制定法律时，就需要
有一条法律为高空坠物案件提供法律依据。所以第八十
七条应运而生。

事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法律不断被实践，需
要完善和修改的地方也逐渐引起重视。“补偿并不是赔
偿，在这条法律中并没有规定连带责任，也没有规定具
体的补偿数额。”张新宝表示，坠物只是一个人的过
错，如果要整栋楼的居民都来承担，那就会产生比较大
的争议。

李志刚也表示，立足于正义视角，对于并非自身活
动引发结果进行赔偿的归责处置方式损害了大部分居民
的权益，不符合立法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执
行，且有着诱发邻里猜忌、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

此外，一些高空坠物并不是人为因素导致，可能因
为大风等外力，或者年久老化等问题而导致，这部分案
件有时追责较为容易，但有时也存在着不同的阻力。

《侵权责任法》 第 87 条规定有一个描述，即“难以
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这导致在实践中会经常使人误以为
确定具体侵权行为人的义务是由受害人承担，这会出现
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后有关机关就不再管了，不再涉及
刑事问题，不利于受害人保护。

同样，物业在管理层面上的缺失也是导致案件多发
的一个原因。物业对高空坠物需要做到宣传和管理同步
进行，通过张贴标语等来帮助居民树立意识，通过加强
管理，如制定规章制度、加装护栏等措施来更有效防止
高空坠物发生。

“高空坠物的规制涉及城市管理部门、开发、建设单
位、物业、居民等多个主体，监管、治理、维护等方面
的权责划分模糊，日常管理工作难以切实推进。”李志
刚说。

多措并举共治理

那应该如何治理高空坠物，给居民一片安全的天
空？这是居住在城市的每一居民所关心的。

2019年 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侵权责任编草案。此次侵权责任编草案纳入了多项
关于“高空坠物”的规定，成为一大亮点。

针对“高空抛物伤人”“高空坠物伤人”事件，草案
三审稿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
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张新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侵权责任编三审稿中关
于高空坠物的规定，凝聚了许多共识：其一，要对“高
空坠物”和“高空抛物”做出明确的区分，这两项所承
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其二，要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
尤其是公安部门调查、侦查的责任；其三，物业要承担
起安全保障义务，把需要担负的保障居民人身安全的责
任与义务切实承担起来。

这些共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过程中也
得到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讨论与丰富。

“规则的建立有个过程，这次修改相关条款也并不是
尽善尽美，但总体要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去修改。”张新
宝说。

不仅是要在民事责任上有明确认定，相关案件的刑
事责任也要明确。为此，法律专家建议，在刑法修正案
中，在明确抛掷物品类型和重量、抛掷高度等条件的前
提下，将“高空抛物”行为作为刑事犯罪予以惩治。

除了法律要完善之外，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也亟需
加强。

对于物业的责任，李志刚建议，明确物业单位的责
任主体地位，通过强化社区公约、成立风险基金、加强
社区内的监控规范和安保规范、设立社区信用机制、完
善物业管理实施条例等方面加强物业监管的立法统一，
如物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造成高空坠物损害，受害
人可以对其追究责任。

此外，发挥社会保险作用也是治理高空坠物的方式
之一。“将高空坠物致害引入社会保障或保险救济制度
中，分散风险，如建立高空坠物救助基金，增加商业保
险责任等。”李志刚说。

如今，技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发挥重要作用，尤其
是对高空坠物的治理。李志刚建议，可以引入智能化技
术防范方法，如高空掷物数字监测、AI 安防等智联系
统，利用其坠物风险预警提示、实时全面监控、事故溯
源等功能，为高空坠物监管、巡查、布防、维护等提供
辅助。

同样，楼宇建筑设计也要将防止高空坠物纳入考虑
范围之内，比如将道路置于建筑外墙界面内、底层建筑
外墙设置挑檐、道路边缘与建筑外墙间设置绿化隔离带
等。高层楼宇住宅设计要满足储物、晾晒等实际居住需
求，阳台边缘防护措施、养花架、空调预制板、雨棚、
挑檐、防护网等建筑构件的细节设计与品质控制也要考
虑在内。

群众参与也是必不可少，李志刚表示，要培育“自
下而上”的基层自治力量，鼓励居民、物业、业委会群
防群治，深入参与高空坠物的监督与治理。

现代城市，高楼林
立，不断地拓展着城市
的纵向空间。一幢幢高
楼成为了城市的标志。
但是高楼同时也带来了
许多隐患。高空坠物就
是其中之一。一段时间
以来，高空抛物坠物致
害事件时有发生，一桩
桩“飞来横祸”令民众
对自身安全心生忧虑，
也引发法律界和社会各
方争议。

高空抛坠致害，越
来越成为“悬在城市上
空的痛”。除了因建筑物
施工不当、楼宇外墙建
筑质量问题以及物品设
施摆放不当造成的高空
坠物，还有高楼住户随
意 抛 掷 物 品 造 成 的 伤
害 。 从 2000 年 重 庆 的

“烟灰缸案”到现在，全
国多地出现多起高空抛
物坠物伤人事件，关于
高空抛物坠物追责的讨
论亦不绝如缕。高楼之
下，如何守护民众“头
顶上的安全”，要在法
治、社区治理和公民素
养提高等方面多管齐下。

完善的法律是治理
高空坠物的重要措施之
一。高空坠物案件的法
律依据主要是 《侵权责
任法》 第 87 条。但在现
实 生 活 中 ， 诉 讼 耗 时
长、被告服判息诉难等
实际问题常使受害人难
以 及 时 获 得 应 有 的 赔
偿。而且不少人认为关
于高空坠物的法律规定
虽然能够救济受害人权
利，但也损害了无辜建
筑物使用人的权利，变
相增加案件审理的社会
成本。因此，完善法律
成为治理高空坠物现象
的首要举措。今年8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的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对有关部门依法及时调查，
查清责任人的规定作了进一步明确。相信未来法
律实施之后，一定会为高空坠物案件的审理提供
坚实的法律依据。

社区物业的角色和作用不容忽视。法律、保
险救济，毕竟只能是事后救济，守护“头顶上的
安全”，还须以防为主、以防为先。这就需要社区
物业的积极作为。社区物业作为连接住户居民的
平台，既是居民生活的服务者、社区设施的管理
者，也是居民行为的监督者。物业公司加大摄像
头布控力度，应用高科技手段，能够有效加强对
高空抛物坠物事发前安全隐患的排查能力和事发
后的取证能力。事实证明，物业公司等社会主体
能够采取更灵活的处理方案，通过新技术、新手
段、新模式遏制和处理高空抛物坠物事件。社区
物业的积极介入，能为遏制和应急处理高空抛物
坠物提供重要帮助。

守护“头顶上的安全”，说到底，还是要在提
升公民素养、培养公民意识上下功夫。在中国城
镇化进程愈发加快的今天，从阡陌为邻到楼上楼
下，很多新居民的生活习惯难以在短时间内改
变。对于抛物者来说，高空抛物可能是一时疏
忽，但对受害人来说，一个花盆、一个水瓶都可
能造成终身损害。让每个居民都意识到高空抛物
的巨大危害和自己可能付出的代价，强化责任意
识、安全意识、自律意识，才能有效从根源处防
止高空抛物的发生。

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文明素质的培育
需要社会和公民的共同参与。政府对文明行为的积
极倡导和对高空抛物等不文明行为的大力惩戒，为
提高公民文明素养提供积极政策引导。新闻媒体对
高空抛物坠物事件的报道、舆论对高空抛物行为的
谴责和批判，也是对公众的教育与引导。

高空坠物是一个伴随着城市化而产生的问
题，同样也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逐步得到解
决。如今国家立法机关已经意识到相关法律需要
完善，社区物业也在不断地加强治理。意识到了
问题，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相信在不远的
将来，我们将会看到“不让自家窗户飘出一片纸
屑”会成为每一位城市居民的共同意识，真正实
现城市上空永无“痛点”。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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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多发危害安全 法律制度亟须加强

高 空 坠 物 何 时 休 ？
本报记者 张一琪

案件多发危害安全 法律制度亟须加强

高 空 坠 物 何 时 休 ？
本报记者 张一琪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中出现越来越多
的高楼，不断纵向地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但林立的高楼也
带来了一个问题：高空坠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关于高
空坠物的报道见诸媒体，有的万幸没有伤及到人，只是车
辆等受到损害。但也有坠物砸到人而伤及性命。

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6至2018年这3年，全国法
院审结的高空抛物坠物的民事案件有1200多件，这1200多
件中有近三成因为高空抛物坠物导致了人身损害；受理的

刑事案件是31件，31件里有一半多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
但现实情况是，依然有不少高空坠物的案件没有进入

司法程序。无法追责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从新闻报道情况
来看，不少高空坠物无法确定责任人，所以也就无法追
责。所以很多受害者选择将整栋楼的业主告上法庭，要求
承担相应责任。这就造成，受害者有受害者的诉求，业主
却有业主的无辜。因此如何治理这一城市“顽疾”，成为了
各方关注的焦点。

2019年1月，中铁哈尔滨局牡丹江机务段“劳动人身安全体验室”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建成并投入使用。图
为参观人员在体验高空坠物带来的危害。 张春祥摄 （新华社发）

图 为 北 京 市
朝阳区某小区在
楼门上张贴的关
于禁止高空抛物
的安全提示。

本报记者
张一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