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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侵权责任法》第 89 条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

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有关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规定言简意不

赅，责任主体并不明确，“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到底指

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为《道

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第 10 条对其做了进一

步的解释:“因在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物品等妨碍

通行的行为，导致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行

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道路管理

者不能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应

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规定不仅明确了责任主

体，还规定了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殊值赞同; 然而，其

关于归责原则的规定仍然不无疑问: 道路管理者的损

害赔偿责任是过错推定原则，一眼皆知; 妨碍通行行

为人的损害赔偿责任①的归责原则从文义解释似乎

应该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但该司法解释的起草者又说

是过错推定原则。［1］P133在理论界，该问题的争议也比

较大: 有人认为是过错责任原则，［2］有人认为是过错

推定责任原则，［3］P742有人认为是无过错责任原则。［4］

基于归责原则在侵权责任中的重要性，厘清妨碍

通行物致害中妨碍通行行为人的归责原则很有必要;

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撰写本文，以期对正确理解《侵

权责任法》第 89 条、《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第 10 条中妨碍通行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尽绵

薄之力。
公共道路上妨碍通行物品造成损害，从表面上看

属于物件致害，但从深层次上看，行为人实施堆放、倾
倒、逸散等妨碍通行行为才是损害发生的真正原因;

基于责任自负理念，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它是

一个行为责任。②笔者认为，尽管都是妨碍通行行为，

堆放、倾倒物品与遗撒物品的行为人在主观心态并不

相同: 前者中行为人有意实施该行为，而后者中行为

人无意实施该行为。既然行为人在行为时的主观心

态不同，那么二者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应当有所区

别。因此，本文首先把妨碍公共道路通行行为区分为

主动行为和被动行为，在讨论其对侵权责任归责原则

的影响后分两个部分来研究主动行为人的归责原则

和被动行为人的归责原则，最后对本文观点可能遭受

的质疑预先进行回应，从而证明本文观点的正确。

一、妨碍通行行为的区分及其对归责原则的影响

( 一) 妨碍通行行为的界定

妨碍通行行为的典型形态是就《侵权责任法》第

89 条、《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10 条中的堆

放、倾倒和遗撒。
堆放是指行为人以叠放的方式将物品置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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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上，进而妨碍了道路通行。如农民把粮食堆放于

公路边上。其含义与《侵权责任法》第 88 条中的堆

放相同。③

倾倒是将物品以倒卸的方式置于公共道路上，进

而妨碍通行。如环卫工人直接将生活垃圾倒在公路

上，又如货车司机将碎石倒卸在道路上。被倾倒的物

品可以是固体，也可以是液体，自不待言。

遗撒是指物品控制人在公共道路上遗漏物品、物
品脱离控制后洒落于公共道路，进而妨碍通行。如货

车司机没有捆绑好绳子使货物掉下货车。

社会生活中，妨碍公共道路通行的行为并不限于

这三类，还有其他类型的妨碍通行行为，如在公路上

打晒粮食、高速公路上坏车后没有设置警戒标志。由

于《侵权责任法》第 89 条规定的妨碍通行行为只有

堆放、倾倒、遗撒三种，其他类型的妨碍通行行为只能

类推适用。④《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10 条

在“堆放、倾倒、遗撒”之后加上了“等”字，解决了《侵

权责任法》第 89 条封闭式的完全列举所带来的弊

端; 因此，自 2012 年 12 月 21 日起，只要行为人实施

了行为使得公共道路出现了妨碍通行的物品，就直接

适用该规定。
( 二) 主动行为与被动行为的区分

虽然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物品和遗撒物品都

是妨碍通行行为，但是两者却有差别。堆放和倾倒，

是行为人有意识、主动实施的行为，行为人在主观上

追求行为的发生，其行为形态是作为———本文称之为

主动行为; 不论是堆放还是倾倒，都不可能是行为人

无意实施的，其行为形态不可能是不作为。而遗撒，

说是实施都很勉强; 即使是实施，那也是行为人无意

识、被动实施的行为，其行为形态是不作为———本文

称之为被动行为; 与堆放人、倾倒人追求妨碍通行行

为的发生不同，遗撒人在主观上对遗撒行为的发生并

没有追求，不可能存在有意遗撒。有人认为堆放、倾
倒、遗撒都是主动行为，都是行为人的积极作为; 不仅

存在无意遗撒，还存在有意遗撒的情形。［5］P187 笔者认

为这是错误地理解了遗撒。遗撒是遗漏而撒落或遗

失而撒落，是在物品控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的撒落，

对于物品撒落的发生控制人并没有直接作用; 如果物

品控制人直接作用、有意实施的撒落，那是抛撒、扔

撒、投撒，而非遗撒。所以，只存在无意遗撒的情形，

不存在有意遗撒的情形; 换句话说，遗撒不可能是主

动行为，只能是被动行为。
《公路法》第 46 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31 条、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 16 条第 2 款明确禁止了公

共道路上的妨碍通行行为; 论者或曰，由于妨碍通行

行为人违反了保护他人法律，行为人肯定有过错，⑤

而故意与过失的区分已经体现了行为人不同的主观

心态，主动与被动的主观心态区分并无意义。

故意与过失的确是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主动与被

动也是指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但二者并不一样: 有意

主动、无意被动仅仅是指行为人实施行为时对行为的

发生所持有的一种主观心态; 而过错是指行为人实施

行为时对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所持有的一种主观心

态，它针对的是损害后果的发生，而非侵权行为的发

生。

因此，有意主动、无意被动这种主观心态只有两

种，但体现在过错这种主观心态却有好几种: 堆放人、

倾倒人可能是直接故意( 有意把垃圾倾倒在小区门

口的马路上，希望每天都第一个开车出门的邻居老王

翻车) 、间接故意( 预计到自己把垃圾倾倒在小区门

口的马路上可能会导致路过的汽车翻车，但放任不

管) ，也可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 没有预计到自己把

垃圾倾倒在小区门口的马路上可能会导致路过的汽

车翻车) 、过于自信的过失( 预计到自己把垃圾倾倒

在小区门口的马路上可能会导致路过的汽车翻车，估

计夜里 没 有 汽 车 经 过，自 己 明 天 早 晨 出 门 时 再 清

理) ; 遗撒人只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即他没有预见

到侵权行为的发生，自然也就没有预见到损害后果的

发生。由此可见，主动不等于故意、被动不等于过失，

本文把妨碍通行行为区分为主动行为和被动行为还

是很有意义的。
( 三) 该区分对归责原则的影响

如前所述，堆放人、倾倒人和遗撒人在实施行为

时，其主观心态并不相同，而不同的主观心态在法律

上自然应当受到不同的评价。毫无疑问，主动行为中

行为人主观心态更恶劣，被动行为中行为人主观心态

没有那么恶劣; 社会公众对于后者的接受度远远大于

前者。这就意味着，主动行为中行为人的应受责难性

比被动行为中行为人的应受责难性更强。而这种差

别在法律中又如何得以体现呢?

从表面上看，故意和过失的区分体现了行为人不

同的应受责难性，因为故意中行为人的应受责难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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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中更强，但实际上并非完全是这样的。第一，如

前所述，主动不等于故意，主动行为人在过错上可能

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在过失的情况下就与被动行为

人一样，就无法区别开来。第二，大部分情况下，这种

区分在侵权责任构成上并无区别，因为大部分情况下

过错这个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并不需要细分为故意或

过失，侵权责任的构成只能是故意或过失的情况非常

少见。⑥因此，过错中故意和过失的区分并没有体现

不同的应受责难性。

从表面上看，损害赔偿范围这种区分似乎也能完

成这个任务，即被动行为人的赔偿范围低于主动行为

人的赔偿范围; 实际上，此路也不通。因为全部赔偿

原则是侵权损害赔偿的一个基本原则，而全部赔偿的

范围就包括受害人遭受的、全部的、具备法律上因果

关系的损害后果。不论是受害人因为主动行为遭受

的、全部的、具备法律上因果关系的损害后果，还是因

为被动行为遭受的、全部的、具备法律上因果关系的

损害后果，都属于赔偿的范围。比如甲在公共道路上

倾倒不明液体，乙看到后躲避而翻车，乙的医疗费用、

误工费、精神损害、汽车修理费用是具备法律上因果

关系的损害后果，应当予以赔偿。再比如甲货车上的

不明液体遗撒在公共道路上，乙看到后躲避而翻车，

乙的医疗费用、误工费、精神损害、汽车修理费用也都

是具备法律上因果关系的损害后果，同样应当予以赔

偿。因此，主动行为人和被动行为人不同的应受责难

性无法体现为损害赔偿范围的区分。

而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区分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侵权法的核心，它既是认定侵权

构成，也是指导侵权损害赔偿的准则; 不同侵权行为

人承担侵权责任时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体现了法律

对于这些侵权行为的不同态度，或者说不同的评价。

法律对于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行为容忍度最

低( 不管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都要承担侵权责任) ，

对于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的侵权行为容忍度次之

( 行为人尽管只是在具有过错时才承担侵权责任，但

需要自己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对于适用过错责任原

则的侵权行为容忍度最高( 行为人只是在具有过错

时才承担侵权责任，没有过错就无需承担，尽管其行

为造成了损害的发生) 。法律对于这些侵权行为不

同的容忍度，其实就是这些侵权行为人不同的应受责

难性在法律上的体现: 法律对于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

侵权行为容忍度最高，其行为人的应受责难性最低

(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最轻) ; 对

于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的侵权行为容忍度次之，其

行为人的应受责难性次之(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行

为人的侵权责任次之) ; 对于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

侵权行为容忍度最低，其行为人的应受责难性最高

(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最重) 。

也许这样的结论让很多人无法赞同。适用无过

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行为往往都是工业化大生产所致

的企业行为，这些行为是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法

律对于其容忍度应当高于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

侵权行为。

这样的观点混淆了正常的企业行为和企业侵权

行为。以造纸企业排放污水影响周围农田庄稼为例，

造纸企业排放污水没有给周围农田庄稼造成影响是

正常的企业行为，造纸企业排放污水造成周围农田庄

稼绝收是企业侵权行为。前者是社会发展所不可缺

少的，甚至可以说是法律鼓励的、提倡的; 而后者并非

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它是法律禁止的、应当受到

惩罚的行为。

其实，通过将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行为与适

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行为相比，就会发现本文观

点的正确。为了更好的说明，笔者仍然举例论证。前

者如在某人网络上散布谣言侵犯他人名誉权，后者如

某造纸企业排放污水造成周围农田庄稼绝收。前者

中行为人需要具备四个构成要件( 损害后果、违法行

为、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 才向受害人承担侵权责

任，后者中行为人具备三个构成要件( 损害后果、违

法行为和因果关系) 就要向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

二者通过这一对比，就可以发现后者中行为人更容易

承担侵权责任。这说明法律对于造纸企业排放污水

造成周围农田庄稼绝收行为的容忍度低于网络上散

布谣言的行为; 换句话说，造成周围农田庄稼绝收行

为的排放污水造纸企业的应受责难性高于侵犯他人

名誉权的网络谣言散布者。

因此，针对主动行为人和被动行为人不同的应受

责难性，法律应当配置不同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具

体说来就是，行为人有意实施妨碍通行行为的，其归

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行为人无意实施妨碍通行

行为的，其归责原则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接下来本

文对二者的合理性、妥当性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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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动行为人的无过错责任原则

( 一) 行为的危险性和主观的恶劣性之结合

《侵权责任法》第 89 条、《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

法解释》第 10 条行为人堆放、倾倒物品妨碍通行的

地点是在公共道路上，而公共道路是供数量众多的不

特定公众通行的，使用频率比非公共道路高得多，特

别是机动车的速度又快，一旦路上有妨碍通行的物

品，就有可能发生追尾、碰撞、翻车等交通事故，不仅

造成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害，还会造成公共交通的堵

塞。由此可见，公共道路事关公共安全，公共道路的

畅通涉及公共利益。实际上，《公路法》第 46 条、《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 31 条、《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 16
条第 2 款都对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物品妨碍通行

的行为作出明确的禁止。因此，行为人实施堆放、倾
倒物品等有意妨碍通行行为在公共道路上影响了公

共道路的良好通行状态，制造了重大危险，破坏了公

共安全，损害了公共利益，妨碍通行行为人应当承担

较重的侵权责任。
试想一下，如果堆放、倾倒行为发生的场合不是

公共道路而是私人道路，那么妨碍通行行为人承担的

侵权责任就不会这么重，也不会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

则，而只能是普通的过错责任原则; 原因在于，在私人

道路上妨碍通行造成的危险远远低于公共道路上造

成的危险程度，并没有侵犯公共利益。
堆放、倾倒行为是妨碍通行行为人有意实施的行

为，堆放人、倾倒人对于行为的发生，其主观上是追求

的; 而堆放、倾倒等妨碍通行行为是法律明确禁止的

行为，并且该行为在客观上会制造出损害公共交通安

全的重大危险; 行为人明知这些，还要追求行为的发

生，其主观心态非常恶劣。因此，行为人实施堆放、倾
倒等有意妨碍通行行为的，其主观心态很恶劣，应当

承担较重的侵权责任。
如果把上述两点单独来看的话，课加无过错责任

原则的理由似乎并不充; 但是，这两点是主客观两个

方面，应该结合在一起而非孤立起来单独地看。在行

为人实施堆放、倾倒等有意妨碍通行行为的情形中，

在客观上行为人制造出损害公共交通安全的重大危

险，在主观上行为人具有很恶劣的主观心态。因此，

这种情形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 二) 举轻以明重的逻辑

其实在《侵权责任法》第十一章的物件致害中，

还有其他情形的堆放人、倾倒人承担侵权责任; 通过

与他们的比较，可以发现《侵权责任法》第 89 条、《道

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10 条中的堆放人、倾

倒人应当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1． 与《侵权责任法》第 88 条比较

《侵权责任法》第 88 条规范的是堆放物致害侵

权责任，“堆放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清楚地表明其归责原则是过错

推定责任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 88 条中的堆放与《侵权责任

法》第 89 条、《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10 条

中的堆放不同，它是指在其他地点的堆放，而不是在

公共道路上堆放，如果也是在公共道路上堆放的话，

《侵权责任法》第 88 条就没有单独规定的必要。和

公共道路相比，在其他地点堆放物品造成的危险更

低、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更小，其他地点堆放人

的应受责难性比公共道路上堆放人的应受责难性低。

所以，《侵权责任法》第 89 条、《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

法解释》第 10 条中的堆放人应当比《侵权责任法》第

88 条中的堆放人承担更重的侵权责任。

在赔偿范围上，二者都是完全赔偿，并无区别; 那

么，侵权责任的轻重就要体现在归责原则上。《侵权

责任法》第 88 条中堆放人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过

错推定责任原则，举轻以明重，《侵权责任法》第 89

条、《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10 条堆放人的

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应重于过错推定责任原则，那就是

无过错责任原则。
2． 与《侵权责任法》第 91 条第 1 款比较

《侵权责任法》第 91 条第 1 款规范的是地面施

工致害侵权责任，对于该种侵权责任，理论界与实务

界公认其归责原则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因为设置明

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是施工人的法定义务，没有设

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则推定施工人有过错。

因施工需要施工人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物品

等妨碍通行的行为，属于《侵权责任法》第 91 条第 1

款的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的附属行为，并非《侵

权责任法》第 89 条、《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第 10 条的“堆放、倾倒”。施工人在公共道路上堆

放、倾倒物品尽管有过错，但它是施工的附属行为，而

施工行为本身又具有正当性。而普通的妨碍通行行

为人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物品妨碍通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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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不具有正当性，是一个十足的违法行为。毫无

疑问，尽管客观都是堆放、倾倒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但与普通的妨碍通行行为人相比，施工人的主观应受

责难性更小、应当承担更轻的侵权责任。
和上文一样，侵权责任的轻重无法体现在赔偿范

围上，而是体现在归责原则上。而《侵权责任法》第

91 条第 1 款中施工人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过错推

定责任原则，举轻以明重，《侵权责任法》第 89 条、
《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10 条妨碍通行行

为人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应重于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那就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三、被动行为人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 一) 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苛刻与过错责任原则的

宽松

《侵权责任法》第 89 条、《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

法解释》第 10 条的立法目的是保护公共道路的交通

安全，该目的是通过禁止实施妨碍公共道路通行行为

来实现的。如前所述，《公路法》第 46 条、《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 31 条、《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 16 条第 2
款都明确禁止了公共道路上的妨碍通行行为，而《公

路法》第 46 条列举的行为是“摆摊、堆放、倾倒、设

置、挖沟、排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31 条列举的

行为是“从事”，《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 16 条第 2 款

列举的是行为“摆摊、堆放、倾倒、设置、挖沟、打晒、
种植、放养、采石、取土、采空、焚烧、排放”。这些行

为，无一例外，都是行为人有意实施的主动行为，行为

形态是作为，就像《侵权责任法》第 89 条和《道路交

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10 条中的堆放行为、倾倒

行为。而遗撒行为是行为人无意实施的，遗撒人在主

观上对遗撒行为的发生并没有追求其发生; 也正是因

为这个原因，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并不恶劣，他不应该

像堆放人、倾倒人那样承担过重的侵权责任。
所以，即使遗撒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法律应当

给予遗撒人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证明自己对于遗

撒行为的发生、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没有过错。如果遗

撒的被动行为与堆放、倾倒的主动行为一样采无过错

责任原则，那就意味着一旦在公共道路上发生遗撒、
造成他人损害就要遗撒人承担侵权责任，不管遗撒人

有无过错，这对遗撒人来说未必过于苛刻。
既然无过错责任原则对遗撒等被动行为人过于

苛刻，那么能否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笔者认为，普通

的过错责任原则对其又过于宽松。

从主观上看，遗撒等被动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并不

像堆放人、倾倒人等主动行为那样恶劣，但从客观上

看，毕竟遗撒等被动行为让公共道路上出现了妨碍通

行物品，同样严重破坏了公共道路的良好通行状态，

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出现，进而造成人员伤亡、财产

损害和公共交通的堵塞。易言之，在客观上无意妨碍

通行行为对于公共道路造成的危险和有意妨碍通行

行为一样巨大，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一样严重。⑦此时，

如果采过错责任原则，对遗撒人而言未免过于优惠。

此外，采过错责任原则即意味着受害人要举证证

明遗撒人有过错，实际上，遗撒物品在公共道路上进

而妨碍通行的原因有很多，受害人要举证证明遗撒人

有过错在很多情况下是比较困难的; 如此处理，对受

害人也不尽公平。

无过错责任原则对被动行为人过于苛刻，而过错

责任原则对被动行为人又过于宽松，妥当的处理是适

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 二) 社会生活经验的判断

公共道路要保持路面的良好通行状态，不允许一

般妨碍通行的物品⑧出现在公共道路上，物品为什么

被遗撒在公共道路上妨碍通行? 由于遗撒人对自己

( 所有、使用、管理等) 的物品有控制义务，该问题又

可以置换为遗撒人为什么会让自己控制的妨碍通行

物品出现在公共道路上? 答案是遗撒人没有尽到自

己的控制义务，一旦遗撒人尽到了自己的控制义务，

物品就不会从机动车上遗撒到公共道路上。

进一步的追问，遗撒人为什么没有尽到自己的控

制义务? 一种可能是遗撒有过错( 如疏忽大意没有

将货物捆绑紧) ，另一种可能是基于其他原因，遗撒

人对此没有过错( 如小偷爬上货车盗窃时将捆绑的

绳索解开致使货物洒落) 。两种可能对应两种情形，

毫无疑问，在现实生活中第一种情形极为常见、出现

的概率极其大，第二种情形较为少见、概率较小。

在这种背景下，法律假定遗撒等被动行为人没有

尽到自己的控制义务有过错是基于社会生活经验的

判断，存在统计学上的基础，具有正当性。但考虑到

还有无过错的可能，故应当给遗撒等被动行为人一个

反证的机会，他们可以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一旦

证明成功，说明其没有过错，此时不让其承担侵权责

任; 一旦证明失败，则说明其有过错，此时让其承担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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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任。这就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 三) 激励机制的作用

根据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把妨碍公共道路通行行

为区分主动行为与被动行为，并且根据不同的主观心

态分配不同的归责原则，从激励机制的设置上来说也

是合理的。堆放、倾倒等主动行为是行为人有意实施

的，行为人通过非常低的注意义务就能够避免堆放、
倾倒等妨碍通行行为的发生( 极端地说，不加注意也

能够避免) ; 而遗撒等被动行为是行为人无意实施

的，行为人需要一定的注意义务才能避免妨碍通行行

为的发生。侵权责任，尽管是一种负激励，仍然能够

对行为人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 违反较低的注意义务

课加较重的侵权责任，违反较高的注意义务课加较轻

的侵权责任; 如此一来，义务人就有动力尽到自己的

注意义务。所以，从激励的角度来看，法律应当对主

动行为人课加较重的侵权责任，对被动行为人课加较

轻的侵权责任; 否则，法律的激励机制就失灵了。
如前所述，由于赔偿范围都是相同的，侵权责任

的轻重就体现在归责原则上; 既然主动行为人是适用

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被动行为人就应当是适用过错

推定责任原则。

四、对可能质疑的预先回应

本文的上述观点也许会遭到以下质疑，想必也是

预料之中的，作者愿就这些可能的质疑进行预先回

应，从而就教于学界各位同仁。
论者或曰，侵权责任的归责基础有二，主观过错

和客观危险; 后者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归责基础。而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现代大工业发展的结果，形成于

19、20 世纪，其适用对象往往是大工业化企业的生产

经营行为，其归责基础在于客观存在的危险，该危险

造成的损害不仅巨大而且具有不可预期性，其适用主

体往往是能够通过保险、价格等移转风险的“深口

袋”; 但是，堆放、倾倒等主动行为致害在以上方面与

之并不相符，因此，给主动行为人配置无过错责任原

则并不妥当。
不可否认，通说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制基础在

于客观危险，侵权行为人承担较为严格的侵权责任，

此时法律强调的重点已从承担过错责任转移到补偿

损失; ［6］但事实上无过错责任原则并非如此。早在

传统罗马法中一直就有采用无过错责任的监护人责

任、雇主责任以及动物侵权责任; 这些侵权责任长期

以来就是无过错责任，与现代大工业发展无关，适用

主体就是普通的自然人。所以，上面所说的无过错责

任仅仅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中的一种。即使是这种无

过错责任原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即理论基础，学界

的认识也不统一。⑨就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除了通说的行为人自己实施的广义的危险行为之外，

有的学者认为还适用为他人不当行为承担责任的替

代责任和组织责任。［7］第十一章

由此可见，既有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相关理论知识

并非没有争议，也存在待完善的空间。既有的无过错

责任原则的归责基础只包括客观危险，笔者认为，也

应当包括“客观的危险 + 主观的恶劣心态”。

必须指出的是，笔者所谓的客观的危险与通说中

的客观危险并不相同，虽然都是客观上存在的风险，

但此危险非彼危险。通说客观危险中的危险，朱岩教

授认为应当满足五个要求: 超出了一般的生活风险、

具有发生损害的较高危险性、风险实现的经常性、损
害后果的严重性、风险的新颖性。［7］P419 客观的危险并

非超出了一般的生活风险，它不是建立在新型工业技

术基础上产生的“特殊危险”; 客观的危险并不具有

发生损害的较高危险性，妨碍通行行为人尽到一定的

谨慎义务可以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 客观的危险也没

有新颖性，与不断涌现并投入应用的新型科学技术投

入生产生活没有关联，也无法通过价格、保险等手段

分散到社会上。但是，行为人将物品堆放、倾倒在公

共道路上，影响了公共道路的良好通行状态，很有可

能导致追尾、碰撞、翻车等交通事故，所以，它的确在

客观上制造出危险，一种可能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和公

共交通堵塞的危险，本文将之称为客观的危险。

但是，光凭这种危险还不足以给妨碍通行行为人

课加无过错责任原则; 因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决定行

为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时不考虑行为人是否有过错，

体现了法律对于该侵权行为最低的容忍度，需要侵权

行为制造出来的危险为巨大危险，而妨碍通行行为制

造出来的客观的风险至多是较大危险，其危害程度低

于高度危险作业、污染环境、产品缺陷等。因此，法律

在确定妨碍通行行为人侵权责任时还要考虑其主观

心态，否则对其过于苛刻。如果在主观上行为人的心

态又很恶劣，故意实施这些法律法规禁止的妨碍通行

行为，进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此时，行为人的应受责

难性增至最高，法律对于该行为容忍度也变成最低;



第 6 期 杨 会: 论妨碍通行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 147

因此，法律在确定妨碍通行行为人侵权责任时就无需

考虑行为人过错程度，不管其有无过错都可以追究其

侵权责任。由于行为人的恶劣主观心态，这样的处理

结果对其来说也是合理的。

五、结语: 妨碍通行行为人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从

一元论到二元论

《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出台前，关于《侵

权责任法》第 89 条妨碍通行物致害侵权责任的归责

原则，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 《道路交通损害

赔偿司法解释》出台后，这种争论消失了，理论界和

实务界都采“二元论”。关于妨碍通行行为人侵权责

任的归责原则，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采“一元论”，

尽管该一元是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还是

无过错责任原则存有争议。接下来笔者用一个表格

来描述妨碍通行行为人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一元论”
的三种可能，其中的 A、A’、B、B’、C、C’是指各自的

适用情形。

主动行为 被动行为

过错责任原则( A) 过错责任原则( A’)

过错推定原则( B) 过错推定原则( B’)

无过错责任原则( C) 过错责任原则( C’)

在 A 中，受害人证明妨碍通行行为人有过错，基

于事实自证，这对受害人来说比较容易。此外，妨碍

通行行为人可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免责，并且免责

事由非常广泛; 这就不妥了，他可能抗辩成功而免责，

如此一来就侵害了受害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侵权

对这些法律明确禁止的侵权行为的最低容忍度没有

体现出来。
在 A’中，受害人证明妨碍通行行为人有过错，由

于被动行为无法适用事实自证，受害人就很难证明妨

碍通行行为人过错的存在，这样的归责原则对受害人

是不合理的。
在 B 中，法律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这对受害人是

有利的，由于是主动行为，对行为人也没有不公平。
妨碍通行行为人可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免责，并且

免责事由非常地广泛; 这就不妥了，他也可能因抗辩

成功而免责，如此一来就侵害了受害人的利益。同

A，侵权对这些法律明确禁止的侵权行为的最低容忍

度没有体现出来。
在 B’中，法律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这对受害人有

利，由于是主动行为，对行为人也没有不公平。妨碍

通行行为人可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免责，并且免责

事由非常广泛; 因为是被动行为是无意的行为，行为

人的侵权责任不宜过重，这样的处理就比较合理。
在 C 中，不管妨碍通行行为人有没有过错都要

承担侵权责任，这对受害人是有利的; 由于是其积极

实施的主动行为，对行为人也没有不公平。妨碍通行

行为人只有法定的免责事由即受害人故意才能免责，

由于行为人恶劣的主观心态，这对行为人来说也是公

平的。
在 C’中，不管妨碍通行行为人有没有过错都要

承担侵权责任，这对受害人有利; 由于主动行为并非

行为人积极实施的，这样对行为人并不公平。妨碍通

行行为人只有受害人故意时才能免责，第三人过错等

都无法免责，这对被动行为人非常不公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被动行为人的侵权责任

归责原则在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中不合

适，只能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而主动行为人的侵权

责任归责原则在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又不妥当，只有无过错责任原则才行。所以，妨碍通

行行为人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不应采“一元论”而应采

“二元论”，下面表格可以体现。

主动行为 被动行为

无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其实，学界已经有人发现了遗撒与堆放、倾倒的

不同。王洪亮教授说道: “《侵权责任法》第 89 条之

规范目的在于规定这些有关单位与个人的无过错责

任，因为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

品是异常危险的，对于堆放人、倾倒人规定如此严格

的责任，有其道理，但对于遗失、遗洒、飘散载运物的

人课以无过错责任，缺乏正当理由。”［8］遗憾的是，他

仅仅指出这点而已。本文在此基础上，对两种不同的

妨碍通行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进行了详细的

论证，提出“二元论”的观点。当然，囿于能力所限，

笔者的这种创新可能有所瑕疵，不妥之处敬请学界前

辈、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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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当然，在损害发生前，妨碍通行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形式还应当包括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但往往是损害发生后妨碍通行行为人的侵权责

任更受关注，此时其侵权责任形式是损害赔偿。基于这个原因，《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10 条提及的侵权责任形式只有损害赔偿，本文

遵从这种规定。
② 遗憾的是，有的法院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吴新芝与淮南市政管理处等公共道路妨碍通行责任纠纷(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

院( 2013) 田民一初字第 03246 号民事判决; 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淮民一终字第 00610 号民事判决) 案中，一审法院认为: 公共道路

妨碍通行致害责任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并导致他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的，有关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向受害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是一种物件损害责任; 侵权人对受害人承担的侵权责任并非因侵权人的行为而产生。
③ 虽然两种情形下的堆放含义相同，但是两种情形下损害发生的原因却不相同: 前者是妨碍通行物品造成交通事故进而造成损害，后者

是堆放物倒塌而造成损害。
④ 有人认为《侵权责任法》第 89 条的规范重点在“妨碍通行”上，凡可产生妨碍通行效果的行为，均应纳入该条的适用范围之内。参见韩

强:《妨碍通行物品侵权责任探析》，载《法学》2012 年第 10 期。这种理解违反了法律适用的规则，没有意识到《侵权责任法》第 89 条是一个完全

列举。正确的选择有二: 要么将其他产生妨碍通行效果的行为解释为“堆放、倾倒、遗撒”行为，要么类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 89 条。
⑤ 甚至这种过错的认定都已经客观化，都无需受害人加以证明。
⑥ 在此，刑法与侵权法有较大的区别: 在刑法中，很多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只能是故意，过失不行; 很多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只能是过失，

故意不行。故意和过失对于犯罪构成有很大的影响。
⑦ 《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司法解释的起草者认为，“从现实来看，遗撒等行为虽然妨碍了通行，可能造成损害，但有的遗撒物如碎

石等体积很小，如果遗撒不多，危险性并不严重，……”。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

版社 2012 年版，第 133 页。这种认识有失偏颇。有的遗撒物体积小，而有的遗撒物体积很大; 有时候遗撒不多，有时候遗撒较多。论证时不能仅

仅找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论据，毕竟其他部分也存在。
⑧ 一些特殊的物品，比如道路管理者的修理车，出现在公共道路上尽管也妨碍交通，但其存在具有正当性。
⑨ 如王泽鉴教授认为危险责任的基本思想在于“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乃基于分配正义的理念。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09 年版，第 15 页。张新宝教授认为行为的潜在的对他人产生侵害的危险性以及加害人的优势地位就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责任基础( 加

害人的可归责事由) 。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5 页。张民安教授认为严格责任( 无过错责任原则)

的理论依据有高度危险行为理论、高度危险物理论、危险利益理论。参见张民安、杨彪:《侵权责任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4 页。朱

岩教授认为分配正义是危险责任的法理基础，致害风险与损害后果是危险责任成立的两个关键要素。参见朱岩:《侵权责任法通论·总论》，法

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98 － 399 页。程啸教授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论基础包括危险开启理论、报偿理论、控制理论。参见程啸:《侵权责

任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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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ort Liability Principle of Traffic Obstructionist
Yang Hui

( Humanities and Law Schoo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ichuan Chengdu 610059)

【Abstract】In Tort Liability Law of the PＲC article 86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Damage Compensation to
Ｒoad Traffic article 10，piling and dumping article on a public road is active behavior，while scattering is passive be-
havior．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subjective attitude，obstructionist should get different tort liability principle． It
means active obstructionist is no － fault liability and passive obstructionist is presumption of fault liability． The ques-
tion of“not conforming to the theory foundation of no － fault liability principle”is not reasonable．
【Key words】injure by traffic obstruction; tort liability principle; active behavior; pass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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