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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情绪失控。比如南开区
人民法院判决案例中的公某某，
就是因为醉酒后情绪失控，高空
抛物。江苏无锡一名男子因工作
不顺心，先后3次将水桶、杠铃、
花盆从18楼扔下，造成两辆车损
毁，小区居民心理也很恐慌，当地
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三年。以往
在报道中多次出现有人喝醉酒直
接把酒瓶子扔到楼下，这都是情
绪失控的表现。

二是泄露私愤。邻里矛盾未
经有效沟通，关系持续恶化。比
如河东区春华里吕女士遇到的情
况，她是外地人，在天津买了房子
未居住，对外出租。她怀疑高空
抛物的原因是楼上邻居对自己房
子的租户不满，才用这样的方式
来泄私愤，“有什么问题可以说，
扔粪便让全楼居民的日子都没办
法过。”吕女士无奈地说。

三是陈规陋习。有的人文明
素质低，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和遵守公共秩序的习惯，因为住的
楼层高，嫌提着垃圾放楼下垃圾桶
麻烦，就随手抛掷。还有的人，沿
袭了天津人的老例，吃过的中药渣
子要丢到马路上——“去老病”，在
楼上直接从窗口往下抛掷药渣
子。有人在路上正常行走，飞来横
祸，一袋药渣子落到身上。

河北工业大学教工志愿者协
会会长、高级心理咨询师董浩教
授表示，导致出现高空抛物的社
会原因有很多，心理原因同样有
很多，有大家熟知的侥幸心理、缺
乏自控、惯性、情绪宣泄等。但不
管哪种不良心理，出现高空抛物
这种行为本身，体现了当事人对
于生命、法律、公序良俗缺少起码
的敬畏。
董浩介绍，心理学上有关于

反社会人格“不良症”的内容。不
良症，又叫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是
一种需要加以矫正的性格缺陷。
患不良症的人即使做了坏

事被抓到，也只是表面上好像受
到惩罚，内心丝毫感觉不到伤害
别人所受的自责。董浩说，无法
遵守社会规范、惯于欺骗他人、
行事冲动易怒、具有攻击性、毫
不顾及自身或他人的安危、一贯
不负责任、在伤害和虐待他人之
后毫无悔意是不良症的典型特
征，如果以上特征占3条，就足
以在临床上被确诊为反社会人
格障碍。而且由于不良症患者
善于欺骗和装可怜，往往会找各
种借口推卸责任。“当高空抛物
事件发生后，一定要对当事人及
时筛查是否为不良症患者，以避
免后续同类事件的发生。”董浩
教授建议。

现实中，对于高空抛物，监
管和查找“肇事者”很困难，那
么是不是说我们对此就毫无办
法了？

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相
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高空抛物不仅是一种不文明
行为，更严重的是侵害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行为。《天津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六十三
条第二款规定：“从建筑物向外
抛掷物品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
令清除，并处五百元罚款。”而
《天津市街道综合执法暂行办
法》规定，街道办事处集中行使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行使的
全部行政处罚权。因此，按照属
地管理的原则，应由街镇综合执
法机构进行管辖。

2019年 10月，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对于故意高空
抛物的，根据具体情形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
或故意杀人罪论处，特定情形要
从重处罚；对于高空坠物构成犯
罪的，也要依法定罪处罚。
“高空抛物”是困扰大城市许

久的顽疾，和以往散见于多部法
律法规不同，2020年5月28日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通过并已于今年1月1日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专门对处置“高空抛物、坠物”作
出详细规定。其对“在建筑物中
抛掷物品”作了禁止性规定，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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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及时调查，查
清责任人。因此，高空抛物涉嫌
刑事犯罪的应当由公安机关管
辖，并依法立案侦查。天津融耀
律师事务所王秀杰律师介绍，值
得注意的是，在高空抛物、坠物侵
权案件中，《民法典》还采用了特
殊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也就是
说，除了公安等机关调查取证外，
涉及的楼内住户也需举证证明自
己没有高空抛物行为。如果暂时
无法确定具体的加害人，住户也
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所有住户
就要一起承担责任。以后找到真
正的加害人，可以依据《民法典》
规定的追偿权，向加害人提起追
偿诉讼。
市民如果发现高空抛物行为，

应当采取拍照或录像的方式，第一
时间固定证据，向天津市便民服务
专线88908890反映，并提供有关
证据材料，便于执法部门展开调
查。如果造成人员损害或者财物
损失，应及时拨打110报警。

原因 高空抛物行为三大原因

破解 规定和法律相继出台

让高空抛物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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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空抛物致人伤亡事件时有发生，因“肇事者”很难查找，这种令人厌恶的不文明行为被称为“城市上空的痛”。
新年伊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正式实施，对不明抛掷物、坠落物造成他人损害如何追责有

了明确说法，这让审理“高空抛物”类案件有法可依。仅三天后，广州实施《民法典》首案宣判，一起因高空抛物致老太受惊
摔伤的案件判赔9万余元！住在35楼的一个小孩扔下一瓶矿泉水，虽未砸中老太，但她因受惊吓摔倒受伤。法官表示，
高空抛下的矿泉水瓶虽未直接砸中原告，但由于具有极强的危险性，导致原告受惊吓倒地受伤致残，该后果与高空抛物具
有直接因果关系，应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从去年初以来，本报新闻热
线接到不少有关高空抛物的投
诉，虽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却令
周边居民很头疼。网络、微博上
此类投诉也很多。

河东区春华里一楼业主吕
女士反映，最近半年，自家房屋
前地面上经常被人倒下粪便和
尿液，臭气熏天，她怀疑这些污
物是从楼上抛下来的。从她提
供的数段视频中看到，黄色液体
自楼上洒下来，混杂着污物，落
在楼门前的地面上，楼下的居民
怨声载道。

河东区远翠西里居民王女士
反映，楼上有人用塑料袋装着粪
便和尿液往下抛，砸在邻居两个
月前刚换的新车顶上，塑料袋破
裂，污物洒了一车，王女士的车就
在旁边，右侧车玻璃上也溅满了
污物。没几天，又有人高空抛粪，
正中王女士车的前挡风玻璃。她
向居委会反映问题，工作人员当
即打印书面提示贴到楼门口，没
想到，提示贴完没出三天，恶心的
塑料袋又出现了……

河西区龙海公寓居民沈女士

反映，楼上经常有人往下扔东西，
纸盒、厨余垃圾、三层板……她家
窗前树杈上挂着条黑裤子，就是从
楼上抛下来的，她所在的楼共有
11层，200多户居民，也不知是谁
扔的。龙海公寓没有物业管理，居
民就高空抛物的问题向派出所报
案，也曾反映到居委会，最终也没
找到“肇事者”。居委会工作人员
表示，由于涉事楼外没有安装摄像
头，很难查找，他们在楼内贴了禁
止高空抛物的提示，希望起到规劝
作用。目前，考虑给该楼安装户外
摄像头，以便随时监督。

中北镇正荣润璟湾小区居民
反映，有人从高层往下抛垃圾，掉
到小区绿地里，特别脏，居民们到
现在还没找到是谁抛的。居民曾
几次向小区物业反映，希望对方
能帮忙查找是谁从楼上扔垃圾，
工作人员只说向领导反映，一直
没有实际行动。

网友“黑旋风不是李逵”日
前在微博反映：“听到一声响声，
普鸿家园4号楼外的地上出现
一大袋垃圾，没看到是谁扔的，
这片空地夏天有很多小孩玩耍，

这种行为太危险了，而且不是第一
次，每次路过，都有垃圾袋，有时还
有‘袋装屎’。”
网友“小竹子”微博反映：“我前

几天去北辰医院看病，完事沿着对
面的马路边底商走，突然天降一个
点着的烟头，差一点就掉在我头
上。我当时说这人也太没公德心
了，一旁的老公说你就知足吧，没掉
下来个烟灰缸就不错了。”
日前，北辰区上河花园小区30

楼的居民往下抛东西时被邻居拍成
视频发到网上。视频中，高层顶楼
一户居民窗口飞出大量白色纸片，
漫天飞舞。视频曝光后，属地居委
会上门调查，发现室内只有一位老
人，其否认他和家人有高空抛物的
行为。
居民张女士反映，2020年 10

月的一天，她看到武清区下朱庄街
静湖花园东区靠近路边一栋楼的
楼顶，几名工人正在施工，其中一
名工人把需要清理的物品直接从
楼顶往下扔，这种行为实在危险。
静湖花园是入住多年的居民区，居
民比较多，如此高空抛物，很容易
伤到人。

高空抛物投诉不断 周边居民很头疼

案例

河西区人民法院曾于2018年
审理过一起因高空抛物致人伤害索
赔案。受害人在一栋楼前经过，突
然天降一个烟灰缸，不偏不倚砸在
他头上，造成比较严重的伤害，可谁
也不知道这个烟灰缸是从哪儿掉下
来的。找不到侵权人，受害人把事

发地点旁的全楼住户告上法庭，请
求赔偿。法院受理了此案，经开庭
审理，无法确定加害人。最终法院
判决，楼上全体住户补偿受害人的
损失。主审法官告诉记者，在没有
找到加害人的情况下，楼上住户都
有可能是加害的侵权人，如果将来

经过一系列调查，找到侵权人，楼上住
户还可以就此向侵权人追偿。法官也
奉劝高空抛物者，千万别以为扔了东
西没人看见就存在侥幸心理，法网恢
恢疏而不漏，一旦查清侵权人，面对全
楼人的追偿和声讨，需承担的责任是
翻倍的。

天降烟灰缸砸人 全楼居民一起担责

2020年4月的一天，19时30
分，租住在南开区一栋居民楼6楼
的公某某饮酒后，开始往楼下扔
东西，菜墩、酒瓶子、砖头、墩布
把、凉席……停在路边的一辆标
致车被砸坏。

有路人发现后，赶紧拨打110，
公安机关当即将公某某传唤到案。
经鉴定，公某某血液中的乙醇含量
为163.7mg/100ml，车损价值认
定为537元。案发后，公某某赔偿
了车主的损失并获得了谅解。

南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公某某故意高空抛物，
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
和公私财产安全，其行为构成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未造
成严重后果，依法应判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被告
人犯罪的事实、情节、悔罪表现及

社区评估结果，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规定，依法判处公某某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本案公诉人、南开区检察院

检察官付鹏飞介绍，被告人住的
是6层顶楼，路人经过时能够直
接判断抛物从何而来，接报警后
警方直接上楼找到被告人。犯罪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该院果断提
起公诉，指控犯罪嫌疑人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何确定
谁扔的，是高空抛物案中的关键
环节。如果没有当场指认当场报
警，也不见得没有办法。公安机
关可以现场取证，比如抛出物品
里的蛛丝马迹，或者整栋楼的
DNA比对等，都有可能锁定被告
人。只要证据充分，就可以提起
公诉。”付鹏飞说。
其实，目前随着公安天网行动

的深入，街边摄像头日益布控成网，很
多小区、企事业单位也都安装有监控
摄像头，加上人人都有手机，随时可以
拍照摄录，“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
为”，那些明明高空抛物，却还抱着“反
正不知道是我扔的”这类幻想，妄图逃
避责任的人，纯属异想天开。
公某某为什么从高空往下扔

东西？付鹏飞介绍，被告人是外来
务工人员，来津后在一家超市熟食
部做切墩的工作，日常生活简单，
没有什么社交圈，本人性格内向，
经常在家喝闷酒，一个月几次，想
喝了就买几元钱一瓶的白酒喝。
事发当天，喝了将近一瓶白酒，大
约有七八两，之后就醉了，但从楼
上往下扔东西是第一次。检察官
认为，综合公某某所说，可以将他
高空抛物的行为视为发泄情绪的
一种方式。

醉酒男子高空抛物砸车被抓正着 入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