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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侵权责任法》第87条到《民法典》第1254条：
“高空抛（坠）物”致人损害责任规则的进步

张新宝  张馨天*

摘  要：《侵权责任法》第87条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且存在较大争议的条文。《民法典》侵权责

任编第1254条通过对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侵权责任规则的利益再衡量，在结合我国现阶段社

会实际情况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采用行为规范与裁判规则相结合、多方参与的综合治理创新模

式，强调法律条文的行为规范作用与裁判功能并重，设定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和相关责任以

及公安机关的调查职责，力求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为此类纠纷的预防和处理提

供了比较完善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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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的物品，民间称为“高空抛（坠）物”，其致人损害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

生，有关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规则，一直是我国侵权法理论与实践中存

有争议的问题。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以前，由于我国没有此类问题的一般规定，导致2000年以后相继

发生的“重庆烟灰缸案”“山东菜案板案”“深圳高空玻璃砸死小学生案”等案件个案之间的判决结果

存在巨大差异，由此引发舆论哗然的同时，也使这一问题进入到学界的视线之中。由于建筑物抛掷物、

坠落物致人损害案件的难点在于找不到具体的加害人时的责任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

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87条立足于对弱势的受害人一方的保护，规定了在难以找到侵权人时的补偿

规则，回应了当时社会对统一裁判规则之需求。然而，学界的争论和实践的问题并未随着法律的颁布而

终止。一方面，从条文的存废到责任的性质学界都未能达成统一，学者对该条要求所有“可能的加害人”

共同承担补偿责任的法理基础有所质疑，同时对于责任性质也形成了公平责任说、连带责任说、区分说

等诸多不同观点。〔1〕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由于条文未考虑公安机关依法调查的职责和物业服务企业的

安全保障义务，甚至未对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作出直接规定，过分强调了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补偿

〔 1 〕  王利明：《抛掷物致人损害的责任》，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6期，第24-43页；谢哲胜：《高层建筑坠物致人损害的责任》，载王

文杰主编：《侵权行为法之立法趋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王成、鲁智勇：《高空抛物侵权行为探究》，载《法学

评论》2007年第2期，第141-150页；高圣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立法争点、立法例及经典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794页；王竹、赵尧：《论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道义补偿责任——兼论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强制责任保险制

度的建立》，载《政法论丛》2010年第5期，第99-105页；李霞：《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法律救济——以〈侵权责任法〉第87条为

中心》，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13-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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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出现了公安机关借故懒政、物业服务企业缺位、一些法院采取和稀泥的办法处理侵权案件，在未查

清事实、分清是非曲直的前提下，作出缺乏正义性基础的“补偿”判决，引发相关当事人不满，加大了法

院判决的执行难度。理论争论与实践问题加剧了社会对此类事件的负面情绪，高空抛（坠）物被称为是

“城市上空的痛”，找不到侵权行为人就由整栋楼的居民来承担，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连坐条款”。

基于上述原因，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立法将《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修改和完善作为重要任务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254条采用综合治理的立法思路，对责任双方的利

益进行再平衡，设立作为行为规范的禁止性规定，强调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尽可能降低无法找到加害人的

情况，使得此类行为损害责任的分配与承担更为公正合理。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对于从建筑物

抛掷（坠落）物品致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之研究的重心应当从立法论转为解释论，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

《民法典》第1254条的立法背景、条文要旨、社会意义显得更加重要。笔者拟以立法中的理论争鸣和利益

衡量为线索，对我国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致人损害责任规则的立法进程进行纵向梳理，并重点对

《民法典》第1254条规则进行解读，以期有益于对该条文的正确适用。

二、《侵权责任法》制定前：案件频发与规则缺位

（一）实践的困境

司法对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致人损害责任的介入始于相关案件的发生。2000年5月11日，郝

某在重庆市渝中区学田湾正街路边与熟人李某聊天时，被一个从高楼上掉落下的3斤重的烟灰缸砸成重

伤，后经法医鉴定为八级伤残。因始终无法查明扔烟灰缸的加害人，郝某将可能丢烟灰缸的24家住户全

部告上法庭，要求承担医药费共计33万元。案件经历两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

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19条侵害生命健康权的民事责任以及第134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同时依据

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2〕最终判决原告胜诉，由可能加害人对受害人进行赔偿。此案发生后不久，山东

济南发生了“菜板案”，被告也将全部可能的加害人列为被告起诉。然而，与“重庆烟灰缸案”不同的

是，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法院判决，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认为在加害人不明的情况下，不应当判决赔

偿。〔3〕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判决引起舆论哗然，支持原告的一派对受害人的遭遇深表同情，并表示损害不

应当由受害人一人承担，在无法找到加害人的情况下由所有人共同赔偿是正义的体现。而反对者认为，

为没有做过的事情买单，哪怕分摊的钱再少也缺乏依据。这样的观点也影响了此类案件的后续执行工

作。有采访报道，在“重庆烟灰缸案”判决后12年内，24名被告中只有三人履行了判决，受害人郝某总

共获得赔偿不足2万元。因执行困难，案件判决1年多后，当地法院以执行困难为由中止执行；且根据被

告的邻居表示：“每人8000多元的赔偿实际上即使按每月200元支付，至今也应付清了，但大家不愿赔，主

要是都觉得冤。”〔4〕

由于没有统一的裁判规则，在此后的数年里，对于无法查明具体加害人的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

品的案件如何审理，人民法院长期存在多种不同的裁判思路：其一，单就此类案件程序上是否可以受理

而言，实践中就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有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受理案件的前提条件是有明确的被告，但在高空抛（坠）物案件中，都无法明确行

为人身份，因此并不符合受理条件。如“山东菜板案”，一审法院就认为原告在起诉中无法确认加害人，

且菜板坠落前的位置也不明确，同时无法确定所有人和管理人，因而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但随后该案

〔 2 〕 《“高空坠物第一案”郝跃：被烟灰缸砸坏的人生》，载《北方法制报》2018年1月23日，第7版。

〔 3 〕 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济民再终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

〔 4 〕 杨新宇：《重庆千万富翁被天降烟灰缸砸成弱智 赔偿12年未执行》，载《重庆晨报》2014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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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审法院认为应当进行实质审理，这一点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明确支持。〔5〕其二，采用过错推定

原则，判决由所有可能的致害人平均分摊。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如果被告不能证明自

己没有过错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由所有的可能致害人平均分摊责任。如“重庆烟灰缸案”中，法院

认为除了无人居住的2户之外，剩下的住户均不能排除可能性，并最终判决由这些住户共同承担医疗费、

精神损失费等17万元。其三，采用共同危险行为责任，判由可能的侵权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在“山东

菜板案”中，法院适用共同危险行为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4条，判决56户住户承担连带损害赔偿责任。

从法律效果来看，在缺乏统一规则的情况下，所发生的相关案件都存在类似的困境：人民法院难以

下判，败诉被告不服裁决，法院判决难于执行，受害人无法获得受偿。经常出现判决胜诉的原告，因执行

困难得不到救济而手执无法兑现的判决书上访，多数无辜的被告也因不服判决、感觉冤枉，频频申诉。

（二）学界的争鸣

司法实践中的裁判差异引发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和激烈探讨。学界主要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

认为应当将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侵权责任作为一种新的公平责任类型，并根据实际情况由可能实

施加害行为的全部业主分担受害人的损失。〔6〕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在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和保险制度

尚未完善的背景下，将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侵权责任作为一种新的公平责任类型，符合侵权法损

害救济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在无法确定加害人的情况下，在可能的范围内分摊损失，有

利于保障社会公共秩序，形成相互监督、共同约束的秩序氛围。第二种观点主张，要想认定从建筑物抛

掷（坠落）物品侵权责任成立，加害行为必不可少。由“作为”这种行为引起的侵权责任，在没有替代

责任的情况下，只要没有实施加害行为，就不应承担侵权责任。而可能的加害人与真正的具体加害人之

间不存在替代基础。〔7〕并且，侵权法原则上要求人们自担风险，不能迫使人们对于他人行为所造成的损

害后果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在侵权法上，并不是每一种损害都可以获得救济。〔8〕除此之外，还有持折中

态度的学者，认为虽然相关人员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情理上也不应完全让受害人一方承担后果，建

议由有可能造成损害的人予以适当补偿。一方面是实践中频发的案件带来的裁判需求，另一方面是法

律规则的空缺，使得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责任承担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学者也因此将视

线移至比较法领域，欲寻求解决之道。

（三）比较法研究

从比较法看，建筑物的抛掷物致人损害作为一种古老的侵权行为类型，早在罗马法中就有规定。罗

马法“准私犯”制度中的“对物的替代责任”就包含了动物致人损害、建筑物等物件倒塌致人损害、私

人占有的树木倒下致人损害以及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致人损害等规定。〔9〕在查士丁尼《法学总论》中

规定：“某人占用一楼房，不论是自有的、租用的或借住的，而有人从楼房投掷或倾注某物，致使他人造成

损害时，前者被认为根据准侵权行为负责。”〔10〕可以看出，罗马法认为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对他人造成损

害，承担责任的人不一定是为侵权行为之人。然而，与现代社会不同的是，古罗马法时期的建筑物统称

为一人所有或占有，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因此在出现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致

人损害时，即使不能证明建筑物的管理者、使用者是具体加害人，也可以找到明确的责任承担者。因此，

罗马法的规定并不能有效解决高楼林立、住户集中背景下的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问题。

〔 5 〕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2004年5月18日以（2004）民监他字第4号电话答复。

〔 6 〕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645页。

〔 7 〕  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杨立新：《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版，第147页。

〔 8 〕 杨立新、张新宝、姚辉：《侵权法三人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 9 〕  See Ferdinand F. Stone,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by Things,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 vol. 11, Torts, ch. 5, 

5 (1975).

〔10〕 杨立新：《对建筑物抛掷物致人损害责任的几点思考》，载《判解研究》2004年第2期，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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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中都没有关于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致人损害的专

门规定，而是仅规定了建筑物倒塌、剥落等致人损害的规定。当实践中出现从建筑物抛出物品致人损伤

的案例时，法国法院有判例裁定由行为人承担过错推定和严格责任，但与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问

题相比，这一裁定的前提是有明确的侵权行为人。〔11〕而德国法院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司法判例发展出了

社会安全义务理论，使之能够囊括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损害责任。意大利法院对于这一问题的规

定也仅有零星判例可依，法院依据《意大利民法典》第2051条判决由建筑物的保有者承担无法找到具体

加害人的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损害责任。〔12〕《奥地利民法典》第1318条规定：“如果以危险的方

式悬挂或放置的物坠落，或者物从其中被抛出、破除或坠落的住宅的所有人（或支配该危险的人）应当

对损害承担赔偿责任。”〔13〕由此可见，近代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相对较少关注到从建筑物抛掷（坠落）

物品侵权行为，对于建筑物抛出物等致人损害的立法, 也往往仅限于要求实际加害人承担责任。其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其国民的普遍素质和法制意识相对较高，发生损害之后一般都能找到具体加害人，〔14〕另一

方面在于，若将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纳入侵权法调整，要求可能的加害人承担责任，就意味着社会

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没有从事任何危险行为的前提下被科以法律的惩罚，这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潜在

威胁。这与近代西方法律体系将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放在首要位置的价值判断不符，相比之下，它们更

愿意选择社会救助、商业保险等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事后来看，上述国家的立法选择并未对我国《侵

权责任法》第87条规则的确立产生实质性影响，原因在于占主流的观点认为我国作为社会主义性质国家

在此问题的规定上应当侧重于受害人保护。〔15〕

三、《侵权责任法》第87条：以受害人保护为中心

（一）立法过程

针对实践的困惑、学界的争鸣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2002年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以下简称《民法（草案）》）第56条规定首次作出回应:“从建筑物中抛掷的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脱落、坠落

的物品致人损害，不能确定具体的侵权人的，由该建筑物的全体使用人承担侵权责任，但使用人能够证明自

己不是具体侵权人的除外。”尽管该条规定并没有最终成为正式的法律规定，但却直接影响了之后《侵权责

任法》相关条款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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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确定具体加害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加害人的外，由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与2002年《民法（草案）》第56条相比，该稿中将“不能”修改为

“难以”，将“侵权人”改为“加害人”，将“侵权责任”修改为“赔偿责任”，并通过对免责事由的正面表述

修正了举证责任。〔16〕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三次审议稿)第86条将“承担赔偿责任”修

改为“给予补偿”。最终，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87条明确规定了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之

人损害责任，规定中除了将“加害人”重新改为“侵权人”之外，并沿用了上述第三次审议稿的表述。

（二）利益衡量

在《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关于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条款的正当性有过多种观点的激

烈交锋，最终，《侵权责任法》在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侵权责任问题上的立法思路基本采用了行为

〔11〕 ［德］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册），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

〔12〕 《意大利民法典》，费安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1页。

〔13〕 参见《奥地利民法典》，周友军、杨垠红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7页。

〔14〕 杨立新：《民法典（草案）对高空抛掷物损害责任规则的完善》，载《当代法学》2020年第3期，第13-22页。

〔15〕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8页。

〔16〕 曹险峰：《侵权法之法理与高空抛物规则》，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1期，第48-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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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错双重推定的规则，这与“重庆烟灰缸案”的裁判适用规则相一致，即在难以找到加害人的情况下，

由可能的加害人承担补偿责任。这一规则的确立以保护弱者为基础，在不能查明具体侵权人时，避免受

害人自行承担损害，从而维护司法的正当性与权威性。〔17〕这样的规则设计主要出于保护弱者、损失分担

和风险防范三个层次的考量：其一，对受害人提供了必要的救济。这类损害的发生都会对受害人造成巨

大损害，有时甚至致命，若法律无法对其提供任何救济，虽然可能满足法律形式正义的要求，但却不能满

足社会的妥当性要求。〔18〕尤其在现阶段，我国的商业保险制度、社会保障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无论从

社会的需要抑或是群众对此问题的认识水平来看，对于无法找到责任人的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损

害尚需要通过侵权责任法来救济。〔19〕其二，从责任分担理论来看，在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致人损

害的情况下将全部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作为一个集体，使责任的分担更具可行性，也符合现代侵权

法关注加害人是否具有较好的分担能力从而能够分散损害的理念，〔20〕并且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

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也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三，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预防损害

之发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人口日趋密集，高楼林立并成为人们主要的居住场所，加之

公民素质参差不齐，高空抛掷物成为对社会公众具有普遍危害可能性的存在，其所威胁的是不特定的任

何人，若因不能确定具体的加害人而不追究相关主体的责任，则容易被视为对侵权行为的纵容，对社会

起到不当引导的负面效果。

可以说，对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致害责任的路径选择是诸多价值权衡与博弈的结果，它的正

义观取向是融合了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之体现，即在不侵犯最基本的权利、不造成不正当伤害的同时，

通过国家公权力（立法权）对社会主体的产权分配施加强力干预，实现对侵权行为的事后惩罚，避免仅

由受害人一人承担损害的不公平后果的发生。〔21〕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侵权责任法》第87条实施十年来，

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事件仍然屡禁不止，法院对此类纠纷的判决效果并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

折射出该条规定所应具有的法律警示和教育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条文本身也仍存在一些需要改

进和完善的地方。

（三）存在的问题

探讨条文之不足的前提和基础是需要对条文进行解构，准确把握立法的原意。《侵权责任法》第87

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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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能证

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予补偿。”从条文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有关侵权人

不明时对被侵权人予以补偿的规定。条文规则较为简单，但隐含了以下四层含义：其一，虽然条文没有

专门明确，但从规定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出补偿条款适用前提是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即该受害人一方无

法证明谁是具体的侵权人，法院依据职权进行调查取证以后仍然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对于能够查明

抛掷人的，则属于普通的侵权行为，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一般条款）和第16条、第19条

以及第22条等条文承担过错责任。对于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致人损害的，如果能够查明该建筑物的

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则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第85条的规定，由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承

担侵权责任。〔22〕其二，补偿者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而不是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更不是不存在

加害可能性的建筑物使用人。对于加害可能性的判断应当依据物理学知识、生活常识、生活经验等作出

〔17〕 参见高圣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立法争点、立法例和经典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7页。

〔18〕 杨立新，《民法典（草案）对高空抛掷物损害责任规则的完善》，第13-22页。

〔19〕 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92页。

〔20〕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解研究》（第2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21〕  参见［英］罗斯：《亚里士多德》，王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1页；［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

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王福友、刘雪松：《作为侵权行为法价值基础的矫正正义》，载《黑龙江政法管理干

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1-7页。

〔22〕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8页。



从《侵权责任法》第87条到《民法典》第1254条：“高空抛（坠）物”致人损害责任规则的进步    张新宝  张馨天

·96·

判断。其三，被列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如果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则不承担侵权责任，

也无须作出补偿。其四，不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对被侵权人的损害予以“补偿”而非“赔偿”。

而“补偿”不是严格意义的侵权责任，因为无须举证指出补偿者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由条文解读

可以看出，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致人损害责任涉及到对具体加害人、可能加害人、有关机关、物业

管理部门等多方主体行为的规制和利益的权衡，而《侵权责任法》第87条将其概括在一个简单条款中难

免捉襟见肘。

1.条文自身设计的不足

第一，《侵权责任法》第87条直接规定了“在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的补偿规则，缺少对于能够

找到侵权人的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案件之指引。虽然《侵权责任法》规定有一般条款，在没有特

殊规定的情况下都应当依此作为裁判规则，但这种缺少过渡条文的规定方式，极容易给法律的适用造成

误区，且模糊了第87条与第85条有关不动产以及不动产上的悬挂物、搁置物脱落、坠落损害责任规则之

间的界限。第85条要求明确的加害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第87条的主要特征则是加害人不明，承担

的是补偿责任。从该条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看，条文的表述方法过度依赖了专业人士的解读，而忽略了普

通群众面对条文时的理解，这也是舆论普遍认为只要发生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事件就需要全楼

“连坐”的原因。同时，这也使得实践中不少受害人即使在能够找到侵权人的情况下，也仍然倾向于选择

将全部可能的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的根由——将第87条作为能够实现自身权利的保障。第二，条文缺

少作为禁止性规定的描述。《侵权责任法》作为侵权行为承担规则，除了规定侵权行为的填补赔偿、惩罚

规则之外，它还应当是一个行为规范，即对公民的行为起教育引导作用。具体到高空抛物问题，从高空

随意（故意）抛掷物品，并且在造成他人损害后不予承认，本质上看是国民素质有待提高、法律意识淡薄

的表现，因而突出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条款的行为规范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第三，从性质上看，

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致人损害属于刑事案件，相关部门负有法定的查明义务。然而，由于第87条

直接规定了无法查明加害人时的补偿方式，给相关部门懒政和推诿提供了借口，忽视了国家公权力机关

应当承担的法定调查职责，出现即使是在被侵权人死亡或者遭受严重人身伤害的案件中，相关机关也不

依法进行调查的情形，从而减弱了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不能形成应有的社会教育效果，不利于受害人

的保护和社会秩序的安全稳定。第四，条文规定过于简单化，物业服务责任承担缺位，不利于调动利益

相关方面治理“高空抛物”的积极性。具体而言，第87条没有规定物业等相关责任主体在此情况下可能

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实践中对于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案频发的小区居民楼而言，强调物业的

监管责任（安装监控、警示牌、安全知识宣传等）、安全保障义务等恰恰能够极大地增加查明具体侵权人

的可能性，从而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2.条文适用中反映出的问题

上述条文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体现为法律适用方面的混乱。为探究《侵权责

任法》第87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情况，笔者以“法信网”为工具，通过案例实证的方式对该条

的适用情况进行考察。在将第87条的条文内容作为关键内容对《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以来（2010—

2020年）的案件进行了数据检索后，筛选得到的相关案例共计108件。在对全部案例进行逐一研究后发

现，这108件案例中，有26件为实际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85条规则（悬挂物、搁置物脱落、坠落）的

案件，经过法院审理后，原告或被驳回起诉，或被要求修改诉由后重新起诉。在确应适用第87条规定的

82件案例中，相关调查机关全部表示难以找到加害人；有38件判决由全部可能行为人共同承担补偿责

任，占总数的46.34%；有6件（占7.31%）判决相关物业服务企业承担了赔偿责任；有40件在一审判决后

被告选择上诉，占全部案件的近一半（48.78%）。〔23〕这些数据反映出第87条规定在适用中存在如下问题：

〔23〕  本文所使用的相关数据，截止日期为2020年10月10日，相关数据整理由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雷志富帮助完成，在此致以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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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将特殊条款作为一般条文予以适用。如前所述，《侵权责任法》第87条是关于难以找到具体加害人

时适用的特别条款，它实际上是为保护无辜受害人在别无选择时的无奈之举，但在实践中，不论是法院

还是案件当事人，都有将此规定泛化为一般条款的趋势。〔24〕有法院在裁判时，在能够明确侵权人的情况

下，允许原告依据第87条规定进行诉讼，并判决由可能的侵权人承担责任。〔25〕二是不区分投掷物、坠落

物致人损害与加害人不明的抛掷物致人损害，将应当依据第85条进行裁判的案件也适用第87条。可以

说，实践中对《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适用呈现出不当的优先性，在不查明事实的情况下，错误区分或怠

于区分案件情况，越过一般条款或其他条款径直选用第87条规定进行裁判。

3.条文对各方利益价值平衡失当的问题

当以侵权责任法的功能来审视第87条所规定的补偿责任时，可以发现其存在不合理之处。该条为

倾斜对受害人的保护，采用了“有罪推定”的归责原则，规定了简单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要求可能的加

害人在无法证明其无责任的情况下承担责任，而大概率上补偿责任的承担者并没有侵权行为。事实上，

侵权法在填补损害这一积极功能之外，还存有在权利救济和一般公正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的消极功能。

正所谓法律的最高价值取向是对公平正义的保护，在不查明或无法查明行为人的情况下判决全部人员

承担连带或按份责任的做法，有违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从比较法上看，近代大陆法系的民法典中有四

部规定了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7条所规定的“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相类似的从建筑物抛掷

（坠落）物品侵权责任规则，分别是《埃塞俄比亚民法典》《智利民法典》《巴西民法典》《阿根廷共和

国民法典》。〔26〕比如，《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2142条规定:“如果损害是由数人中的某个人造成的，并

且不能查明所涉及的哪个人是加害人，法院在衡平需要时，可命令由可能造成损害，并且在其中确定可

找到加害人的那一群人共同赔偿损害。在此等情形，法院可命令依法无疑要对损害的不确定加害人承

担责任的人赔偿损害。”〔27〕《智利民法典》第2328条规定: “自建筑物的高层部分坠落或投掷的物件引起

的损害，应归责于一切居住于建筑物的该部分的人，赔偿金在所有这些人中分摊，但损害事实经证明仅

可归因于某人的过失或恶意时，该人应单独承担责任。”〔28〕《巴西民法典》第938条规定: “居住在一栋楼

或该楼的一部分里的人，对于从此楼掉落的或在不该掷出物品的地方被掷下来的物造成的损害承担责

任。”〔29〕此外，《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第1118条至第1121条是建筑物抛掷物规则，条文明确: “……两人

或两人以上居住于该房屋时，如不知该行为来自哪一房间，所有居住之人均对造成的损害负责。如果知

晓何人投掷该物，仅由该人承担责任。”〔30〕

上述几个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基本上都将承担责任的主体范围扩大至所有可能的加害人，立法逻辑

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规定类似。并且，从国情上看这几个国家大都为发展中国家，这与我国

《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背景也存在相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规定为我国的在难以确定加

害人情况下由所有可能的加害人承担补偿责任之规则的正当性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但另一方面也

必须注意到，绝大多数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鲜少有此规定，即使有相关案例发生，原告也需要承担对

具体责任人的证明责任。〔31〕并且上述国家民法典关于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规则的相关规定也都

明确了在能够找到侵权责任人时应该由该人承担责任。同为发展中国家、国民素质应大体相当的上述

国家的经验提示我们，要求可能的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需要经过慎重的考量，应该设定更为严谨的适用

〔24〕 刘晓霞、王振宇：《论高空抛掷物责任之废除》，载《西部法学评论》2018年第6期，第42页。

〔25〕 文书案号：（2016）湘1025民初486号。

〔26〕 杨立新，《民法典（草案）对高空抛掷物损害责任规则的完善》，第13-22页。

〔27〕 徐国栋主编：《埃塞俄比亚民法典》，薛军译，中国人民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页。

〔28〕 ［智］安德雷斯·贝略：《智利共和国民法典》，徐涤宇译，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33页。

〔29〕 《巴西新民法典》，齐云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30〕 徐涤宇译注：《最新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276页。

〔31〕 See Byrne v. Boadle, 159 Eng. Rep. 299, 300-301 (Ex. 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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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条件。对于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问题的治理，并非通过规定好“最后的救济”就能够解决，

而是需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明确各方的职责，充分发挥条款作为行为规范的作用，切不可泛化和滥

用，否则容易使人道的救济变为“高空抛物”屡禁不止的缺口。对于这一难题，更多国家通过侵权责任

之外的途径——社会救济与商业保险的方式——来解决，但就我国目前的社会救济体系与商业保险的

发展现状来看，实现对此类受害人的救济尚存在困难，因此暂时仍有赖于侵权责任立法的完善。

总之，《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规定没有考虑有关机关依法调查的职责，没有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的

安全保障义务，甚至不对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作出直接规定，而过分强调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

偿，条文设计的逻辑性和价值取向没有充分考虑公平正义对于双方当事人的意义，由此带来了一系列负

面效果：有关机关不依法履行调查的职责，即使是在被侵权人死亡或者遭受严重人身伤害的案件中，有

些机关也以“《侵权责任法》第87条提供了民事救济，被侵权人可以到法院起诉”为由进行推诿，使得本

来可以依法查明的案情得不到及时调查，有可能使真正的加害人逃避法律制裁及赔偿责任。条文过分

强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采取和稀泥的办法处理侵权案件，没有分清是非曲直，所

做的“补偿”缺乏正义性基础，相关当事人不服气，尤其是当补偿人本人也是弱势群体时，社会正义的分

配受到了严峻挑战，类似情况的案件无疑会加大法院判决的执行难度，影响司法的公信力。除此之外，

由于物业服务企业缺位，不利于调动利益相关方面治理“高空抛物”的积极性。

四、《民法典》第1254条：多元化解决的综合治理模式

（一）立法过程

在起草《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过程中如何修改《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规定一直是各界关注的

焦点，也是修改的重点，但如何修改在立法过程中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多年来的审判实践

表明判决的执行效果差，双方当事人都多有不满，从法条实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来看，应当予以废

除。但占据主流的观点认为，作为能够解决受害人最终救济问题的条款还是应当保留，它展现了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的优越性，但需要对条文进行修改，即通过对条文中各方利益的再平衡，使从建筑物抛掷（坠

落）物品造成他人损害案件的责任分配与承担更为公正合理。在学者起草的侵权责任法建议稿中，大

都保留了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致人损害处理规则。如，王利明教授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第1973条规定: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致人损害，抛掷人承担民事责任。不能确定谁为抛掷人的，由建筑

物的所有人或者全体使用人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没有抛掷该物品的人不承担责任。”〔32〕学者所形

成的基本共识是，对《侵权责任编》第87条的修改重点要把握几个关键要点：其一要对“高空坠物”和

“高空抛物”作出明确的区分，二者所承担的责任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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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物业必须承担起安全保障义务，切实履行保障居民人身安全的责任与义务。此外，

也有刑法领域的学者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并表示高空抛物所造成的损害首先是刑法问题，想要得到根本

解决不能单依靠《侵权责任法》来解决，而是“应尽早通过刑法修正案将高空抛物入刑，依法追究高空

抛物人员的刑事责任，只有对违法者用重典，才能更好地发挥刑法惩罚犯罪的功能，更好地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33〕

除了学界的探讨以外，司法部门也在立法过程中进行了表态。2019年10月2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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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见》）（法发〔2019〕25号）〔34〕对《侵权责任

法》第87条的适用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侵权责任法》实施9年多来第一次对

〔32〕 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15页。

〔33〕 《高空抛物条款首修：欲破“连坐”难题，明确谁担责》，载《新京报》2019年8月27日，第6版。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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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发〔2019〕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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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问题作出回应。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虽然在高空抛物系列案件发生

后修订，但是却未涉及相关内容。〔35〕《意见》依据《刑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提出了16条意见，

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加强源头治理，监督支持依法行政，有效预防和惩治高空抛物、坠物行为。《意

见》提出人民法院要将预防和惩治高空抛物、坠物行为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充分发挥

自身职能作用，及时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二是法律适用上明确区分

抛物和坠物。一方面在刑法适用层面要注意二者在主观方面的区别，另一方面要合理界定不同侵权行

为的民事责任。三是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教育功能，对于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充分发

挥刑罚的威慑、教育功能。四是加强高空抛物、坠物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针对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直

接侵权人查找难、影响面广等特点，《意见》要求人民法院通过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推动当事人积极查找，

同时要为及时充分救济受害人，依据《侵权责任法》有关规定，明确了物业服务企业在未尽到法定或者

约定义务的情况下，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36〕该《意见》归纳和总结了学界的观点和司法实践的经

验，与此后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三次草案的思路基本吻合。

立法机关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也对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虽然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一审稿与二审稿都仅延续了《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规定，未作出修改，但实际

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有关民法典草案二审稿修改情况的汇报中专门提到：“高空抛物致

人损害的责任问题是侵权责任立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争议较大，各方也高度关注。对该规定是否修改

以及如何修改，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侵权法理、保护受害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因素后慎重

决策，因此暂不作修改。”〔37〕此后，经过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反复研究和讨论后认为，从大方向

上看，《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则应当予以保留，主要理由在于考虑到《侵权责任法》实施近10年，法律

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惯性，形成了非常广泛的法律风险预期和稳定的法律秩序，如果对责任主体进行重大

调整，就会导致社会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易产生动荡。而且，按照目前的规定，在找不到加害人的情况

下，受害人还有个可救济的机会；如果删除这一规定，就会导致其丧失获得最后补偿的机会。在条文修

改上，《侵权责任法》第87条中的“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必须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能“机械地

无限扩大至建筑物中的所有人”，因此就需要在公安机关积极作为、确实无法查找到具体加害人后再适

用补偿，并作为规则予以确认。《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三次审议稿反映了上述思想，此后正式颁布的

《民法典》第1254条基本维持了三审稿的规定，仅就个别用词进行了调整。

（二）《民法典》对既有规则之完善

《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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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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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

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

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

形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与《侵权责任法》第87条相比，《民法典》第1254条主

要有以下修改：一是从行为规范的角度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二是强调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的责任。三是规定了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

有权向侵权人追偿。四是引入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五

是强调有关机关依法及时调查的职责。

〔35〕 杨立新，《民法典（草案）对高空抛掷物损害责任规则的完善》，第13-22页。

〔36〕  姜启波、郭峰、陈龙业：《〈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2020年第16

期，第22-33页。

〔37〕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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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民法典》第1254条开宗明义即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表明这是一条禁止性规定而非

授权或者许可性规定；同时，也表明这是一条行为规范而非裁判规则。结合全部条文内容看，除了禁止

从建筑物向建筑物的外部空间抛掷物品外，还有防范建筑物上或者建筑物内的物品坠落的立法旨意。

其基本意义在于通过设定禁止事项为人们的民事活动提供行为规范，告诫人们不得有从建筑物抛掷（坠

落）物品的行为。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该条的立法精神体现从源头上保护公众安全，回应社会现实需求，

这一规定也是贯彻《民法典》第1条规定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诚信、友善”的人际关

系尤其是邻里关系所要求的。同时，该条规定也针对我国国民素质参差不齐，公共安全意识、法律意识

相对薄弱的现状设立了行为底限和规范。

2.侵权人依法承担责任

依据《民法典》第1254条的规定，在发生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案件中，应当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如前文所述，此前的《侵权责任法》第87条虽从逻辑上可以推出应当由侵

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但是由于规定不够明确，出现了条文适用泛化的情况，因而修改后的法条专门对此

予以明示。条文中的“侵权人”包括：（1）实施抛物行为的人（或者其监护人、用人单位、个人雇主等）。

（2）致害物品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或者其监护人、用人单位、个人雇主等）。此处的“依法”是指

依据《民法典》有关条文和其他法律的规定。《民法典》的条文包括第1253条、第1165条、第1188条、第

1191条、第1192条等。在损害发生时侵权人明确的，被侵权人应当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在诉讼进

行中查明了具体侵权人的，被侵权人应当变更诉讼请求，直接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3.由可能造成损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1）“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

《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经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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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侵权责任法》第87条相比，增加了“经调查”这一表述，这是为了

强调在发生了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物品致人损害的情况时，应当尽可能通过缜密调

查取证来查明侵权人。这里的“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是指通过被侵权人的举证、法院依职权

进行调查以及第1254条第3款规定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仍然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等情况。

（2）使用人承担“补偿”后果

《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承担“补偿”的是建筑物的使用人，而不是建筑物的所有人。当然，如果

建筑物的所有人同时也是使用人的，则其应依据第1254条承担“补偿”的后果。法律之所以规定由建筑

物的使用人承担，是因为使用人在案发时实际使用、控制建筑物，最有可能是抛物行为的实施者或者对

防范物品坠落负有义务的人。

（3）“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

“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表明举证责任倒置，其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举证责任被分配给被告。在上

述“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下，被告承担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举证责任。其二，被告对

一个“不存在的事实”进行举证，是防范“有罪推定”前提下的辩护。此等被告可以提供自己没有“作

案时间”、没有能力实施此等抛物行为、没有也不可能拥有致害物品、在力学上其所在位置的抛（坠）物

不可能造成本案中的损害等来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如果被告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则不承担

侵权责任也不承担“补偿”的后果；反之，如果被告不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则要承担“补偿”的后果。

（4）“补偿”的含义与数额确定

《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的“补偿”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补偿是被告真金白银地拿出金钱支付

给被侵权人（受害人），于此等被告而言，其在经济上承担了不利的后果。第二，在性质上，“补偿”不同

于“赔偿”。承担补偿后果，不意味着此等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或者应当对侵权损害后果承担法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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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责任。易言之，承担补偿后果不意味着司法裁判对此等被告的行为作出了否定判断。第三，补偿的

数额，视具体情况确定。总体上补偿的数额应当少于赔偿数额。第四，不同被告对损害承担补偿后果，

应当适当考虑致害的可能性大小、被告自身的负担能力等情况。

（5）关于追偿权的规定

《民法典》第1254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行

使这一追偿权的前提是在案件审理结束且判决得到执行后，查明了真正的侵权人。在此情况下，“可能

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已经支付的补偿失去了支付的原因，因此需要通过向侵权人追偿而填补“可能加

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财产损失。除此之外，若在执行终结前的任何一个阶段中发现具体加害人，都应

当及时终止执行，并由法院重新审理，要求具体的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

4.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1）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

《民法典》第1254条第2款规定了建筑物的物业服务企业等主体负有采取安全保障措施防止该条

规定的损害发生的义务，未尽到此等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建筑物的物业服务企业等主体

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由物业管理法规、物业管理公约、物业服务合同等确定。此等义务，有些是保护物业

业主利益的，有些是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此款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三审稿中的表述

为“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的情形发生”，后来经讨

论认为，实践中建筑物管理人主要就是物业服务企业，为了明确责任主体，增加可操作性，避免出现相互

推诿，将其明确列为物业服务企业。如此也有助于引导物业服务企业积极采取安全保障措施。〔38〕随着

监控技术的发展与普遍应用，物业服务企业一般也有义务安装必要的监控设施，记录和保存有关视频资

料，以便查清责任人。此外，还需要注意到，虽然法律将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承担者明确为物业服务企

业，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居民楼或老旧小区没有物业服务企业，则此时需要由其他承担物业服务企业

职能的组织履行同等义务。

（2）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依据《民法典》第1254条第2款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承担此等法律责任

是侵权责任而不是违反合同的违约责任，也就是说，此等责任是由法律直接加以规定的，不依赖于物业

服务合同等是否有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承担此等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是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

理人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具有消极不作为或者不适当作为的行为。二是存在被侵权人损害，包括人身

损害、财产损失。三是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与损害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具体表现为：如果适当履行

安全保障义务，就能够防止损害的发生或者减少损害发生。四是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存在过

错。凡是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产生的侵权责任都是过错责任。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在多大程度上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254条没有作出明确规

定。在有些案件中，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损害发生的主要乃至唯一

原因，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当无争议。而在另一些案件中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对于损害发生所起的作用比较小，由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显然不合理。此等情况下，可以考虑

参考《民法典》第1198条第2款的规定确定物业服务企业等的侵权责任。

5.公安机关的调查职责

《民法典》第1254条第3款是一个提示性条款，提示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以查清责任人。在

〔38〕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释义》，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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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三审稿中，对于调查职责一款的规定表述为“有关机关的调查职责”。但实际上，“有

关机关”一般认为是负有调查、侦查刑事案件和社会治安案件职责的国家机关。负有此等职责的国家机

关就是公安机关，因此应当予以明确。在2020年5月民法典草案被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

过程中，经研究采纳了这一建议，将“有关机关”明确为“公安机关”。

需要注意的是，《民法典》第1254条第3款没有民法上的直接功能，不是民法的典型规范，但是通过

提示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以查清责任人。从实践中看，从建筑物中抛掷或坠落物品致人损害时，

受到重力加速度的影响，一般来说都会造成至少轻伤以上的损害，甚至失去生命或丧失劳动能力等，对

受害人自身及其家庭都是严重打击。这样的案件，或者是治安案件或者是刑事案件，都属于公安机关主

管调查（侦查）的案件。通过《民法典》规定的形式督促公安机关积极履行职责、及时立案侦查、合理

运用侦查技术和手段，有利于相关案件的审理，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乃至避免“可能加害的建

筑物使用人补偿”的适用，也为前述追偿权的行使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在《民法典》中作出此等规定，

也体现了我国法律包括民法的中国特色。

（三）《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的意义

1.重新平衡双方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与《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的侧重于对受害人一方的保护相比，《民法典》第1254条实现了各方

利益的调整与平衡。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致人损害责任与一般的侵权责任不同的是，在难以找到

具体侵权人时，承担补偿责任的是所有可能的侵权人，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实施侵权行为。过于

侧重受害人一方的损害救济，忽视无辜补偿责任承担者的利益损害，有碍于实现立法者对此条文预设的

规范目的，这也是长期以来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案件上诉率高、执行困难、社会效果不佳的主要

原因。从本质上看，在难以找到具体侵权人时由可能的侵权人承担补偿责任，潜在含义是以“优势”和

“弱势”为标准划分了责任承担，而这一区分标准本身即是一种价值判断。当将其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呈

现时，必须谨慎为之，准确把握尺度。修改后的法律规范在考虑到受害人困境及其救助的基础上，将利

益保护的天平进行再平衡，突出了条款作为特殊规定的地位，增加了司法机关在选择适用由“可能加害

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补偿责任的先前步骤。条文首先要求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并且强调公安机

关的调查职责和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穷尽手段最大可能地确定侵权人，目的

就是要使难以确定加害人的情况成为极少数。当发生经调查确实难以确定加害人的情况时，采用举证

责任倒置的方式允许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举证证明自己并非具体加害人，这不仅严格了该条规定

的适用条件，为无辜者免责提供了路径，而且也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其他国家的立法规定相对契

合，也更加符合民法公平正义的精神。与此同时，《民法典》第1254条赋予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追偿

权，以更加完善的逻辑结构和清晰明确的规定尽可能地平衡被要求补偿损失的可能加害人之利益，并向

其释明法律并非在不辨是非曲直的情况下将其作为侵权行为人予以“连坐”，而是为解决社会现实情况

的深思熟虑之举，从而努力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这一最终目标。

2.多措并举，从源头综合治理

经过深入研究和讨论之后，立法部门已充分认识到，多年以来，高空抛（坠）物问题屡禁不止的原

因并非是由于无法可依，而是在于要想解决好一个社会问题不能仅依靠人民法院通过裁决来实现，需要

调动多方的积极性，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来治理。《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中容纳了民事、行政、刑事三种

法律责任关系，即是要通过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和刑事手段，共同从根源上遏制此类案件的发生。而在

致人损害确已发生的情况下，通过明确各方责任，确保案件调查和审理能够顺利推进，并及时查清案件

事实。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致人损害情况频发，根本上是由于一些人的法律意识和素质水平低

下。《民法典》第1254条通过突出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有利于实现城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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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下沉，即以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为抓手，调动社区机构、基础组织、业主委员会等一系列

相关组织和群体的积极性，实现居民、邻里间的相互监督、相互帮助的氛围，使更多的人民群众意识到高

空抛物问题的危害性与严重性，以法治带动德治和自治，运用三者的有机融合共同根治陋习。

3.补偿被害人损失，体现人文关怀精神

民法典的价值理性是对人的关怀。〔39〕《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立法的首要目的即是保护民事主体的

合法权益。《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设置的重要考量即是对受害人的保护，把涉及受害人的生命健康权

利的保护置于首位。从建筑物中抛（坠）物致人损害的，特别是造成他人重伤、残疾或死亡的，如果由受

害人一方承担所有的损害后果，极有可能导致其陷入生活困境。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在发生极少数经

调查实在无法找到具体加害的人情况下，将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共同分担，对受害人给予适当的

补偿，符合法律合理分散损失的要求。同时，从保障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若受害人在遭

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法律完全无以为救，则容易使社会成员在出行时丧失安全感，降低人与人之间

的信任感以及对法律的信任感。可以说，《民法典》对于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侵权责任的规定是

对社会个体权利的确认与保障，为弱势群体在特殊情况下提供充分的救济关怀，彰显了“以人为本”的

精神。

4.立足本土实践，突显中国特色法律文化

所谓善治还需用良法，判断一部法律是否具有足够的适用性，关键即是在于其是否符合国情。从理

论上讲，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致人损害在难以找到具体侵权人时的损害填补可以通过社会救助、

商业保险等制度来实现，将难以找到具体侵权人的高空抛掷物案件归为社会保障或国家赔偿范畴之中，

从而获得与能够找到具体加害人的同类案件相当的人身损害赔偿数额。从比较法上看，也有更多国家

通过侵权责任之外的途径解决此类问题。如德国于1884年颁行了工伤赔偿制度，尝试以社会保险补充

甚至替代侵权法。欧洲国家采用建立全面公共基金赔偿制度来规避风险。〔40〕在《民法典》立法过程中

也有观点提出，社会救助和商业保险是比制定侵权责任法更好的选择，在弥补损失的同时还能够减轻司

法机关裁决此类案件的压力。然而，《民法典》最终仍然选择了保留这一制度，这是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社

会救济体系与商业保险的发展现状，对于实现对此类受害人的救济尚存在困难。为了实现对受害人的

救助不落空，《民法典》采取了更加务实、也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调整方法，来实现法律关系的

平衡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从普通百姓的救济需求的角度出发，若对此类问题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

安排，则不符合《侵权责任法》实施多年来追求并逐渐形成的法律判断标准预期。可以说，如此的制度

设计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充分考虑我国社会体制、文化传统和习俗，立足于解决我国当前阶段的具体问

题，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和谐与良法善治的结合。

五、结语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有关建筑物抛(坠)物侵权责任承担的规则采取了综合治理的思维模式，不仅

在全面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反映了社情民意，凝聚了多方共识，在尊重社会生活实际的前提下，使规则更

加符合公平正义的理念，强化对权利和合法权益的救济，以实现对人们正当行为自由的保护。从“高空

抛物第一案”发生至今，我国的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致人损害规则经历了从缺失到建立再到完善

的过程。《民法典》第1254条弥补了既有规则之不足，明确了侵权人的侵权责任，强调了公安机关的法定

职责与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从立法思路上看，这一规则也由单纯侧重对受

害人的救济，转为以查清事实为基础，兼顾各方利益，追求个案的公平正义，使这一规定更加符合中国国

〔39〕 参见［美］艾伦·沃森：《民法体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

〔40〕 张国庆、王红君：《权衡与博弈：高空抛物致害责任的路径抉择——兼评〈侵权责任法〉第87条》，载《法律适用》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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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充分体现了法律的规范价值和教育、警示、引导作用，在借鉴比较法经验的同时也为世界提供了从建

筑物抛掷（坠落）物品损害责任的中国方案，是符合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佳选择。当然，对

于高空抛物规则的研究与完善不会止步于此，随着社会救助、专项赔偿基金、商业保险等制度和体系的

完善，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致人损害救济或在未来发展出新的更加多元合理的解决路径，让人民

群众不再为“头顶的安全”而担忧。

From Article 87 of Tort Law to Article 1254 of the Civil Cod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ort Law for Harm Caused by Throwing (Falling) Objects from Buildings

Zhang Xinbao & Zhang Xintian

Abstract: As article 87 of Tort Law was highly controversial and had caused wide concern, Article 

1254 of the Volume of Tort Liability in the Civil Code has re-balanced the interests addressed by the tort 

law for harm caused by throwing (falling) objects from building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social context and 

practical judicial experience at the present stage in China, it has adopted an innovative model of compre-

hensive governance that involves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parti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ode of 

conduct and the rules of judgment, which gives equal weight to the normative role of legal provisions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judgment. It specifies on one hand the security obligations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that 

shall be undertaken by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service enterpris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duties 

of investigation to be performed by public security organs, so as to achieve equity and justice in individual 

cases and provide optimal rul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settlement of similar disputes.

Keywords: throwing (falling) objects from high-rise buildings; liability for harm; security obliga-

tions of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service providers; the Volume of Tort Liability in the Civi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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