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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家住双流人居都市阳光小区的刘

女士，遇上了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情。因装修不

久的新家被堵塞的下水道倒灌而受损，她选择

了将同单元共同使用同一污水管道的16户邻

居告上了法庭。她称这并非自己的本意，但面

对损害严重的新家，找不到更好的赔偿渠道。

从去年7月事发至今，刘女士一直希望能

通过协调解决好这个纠纷。但没人“接招”的

现状， 让她最终选择将16户邻居连同物管公

司和开发商，一并起诉至双流法院，并依据相

邻权法律关系， 请求共同连带赔偿自己的损

失。对此，楼上邻居们纷纷表示“冤枉”，声称

自己合理用水， 并没对二楼业主实施具体侵

权行为，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物管公司也表

示已尽到妥善合理的管理义务，不应当担责。

原告方：

楼上住户不当使用

致下水道堵塞污水倒灌

一直在重庆工作的刘女士， 于2010年在

成都双流人居都市阳光小区购买了一套位于

二楼的二居室住房，装修后偶尔居住，平时交

由亲戚帮忙照看和打理。 2013年7月，刘女士

的亲戚例行前去查看时， 发现整个房屋渗满

了污水，各种油污漂浮在房间内，发霉变质。

随后，刘女士返回双流家中处理此事。“看到

好好的一个新家，还没怎么住，却变成这样，

心情可想而知。” 刘女士将此事第一时间通

知了物管， 并委托物管对下水道进行清理。

“当时从二楼下水道中清理出了大量的油污

和各种残留物，还有一张毛巾。”物管公司工

程部经理严大海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同时，刘女士一家在单元内贴出公告，告

知邻居们自家因污水倒灌被淹的情况， 希望

楼上的邻居们能注意用水， 避免下水道再次

堵塞。同时，也希望能以此找到导致下水道堵

塞的侵权人。“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找到具体

侵权人。面对家中造成的数万元的损失，我们

想到了起诉。”刘女士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最

先只想到了起诉物管， 但很快发现物管不是

下水管道的使用人，他们只具有管理义务，加

上在每次下水道维护中， 物管都按约进行了

疏通。后经过咨询律师，最终选择将共同使用

管道的16户邻居和开发商也一并起诉。“正

是由于楼上住户的不当使用行为， 造成了下

水道的堵塞和污水的倒灌， 物管公司在管理

上也存在相应过错。”刘女士的律师介绍。

邻居们：

没故意往下水道丢东西

未侵犯二楼原告权益 不该担责

面对二楼住户的起诉， 楼上邻居普遍认为

自己是“冤枉”的，他们认为自己有权使用下水

道，并没有故意往下水道丢东西，自然也没有侵

犯二楼原告的权益，因此不应该承担责任。

“我家至今还是清水房，也没用过下水

管道，原告连我也起诉，是没有道理的。”18

楼的一位被告业主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我们家下水道口都是有漏斗的，从来不

用抹布、拖帕，也不会掉这些东西到下水道去。

就算一不小心掉进了下水道， 也应该是堵在

楼下的管道内，不至于到了2楼才堵上。”住在

14楼的梁女士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自己家比

原告先入住了2年多，从没遇上类似情况，而原

告没住多久就给堵上了，“他们没想过是自己

的原因？我认为他们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一根管道从2楼到18楼在公用，要说责

任大家多少有一点。” 住在5楼的陈先生表

示，但下水道反水问题很容易发现，作为原告

业主，自己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处理，导致损失

不断扩大。“以此分析，我认为大部分责任都

在他们自己。” 陈先生称，“不能因为自己的

过错造成损失就来告我们楼上住户， 再说我

也没有钱去赔偿。”

“要想让我们担责可以，但必须要证明

下水道捅出来的东西是我们丢下去的。”被告

林先生则表示，“原告要拿出具体侵权的证

据，否则就是法院判了，我们也不得赔钱。”

物管方：

履行了疏通义务

未造成次生损害 不该担责

同样作为被告的物业公司成都润锦城实

业公司表示，原告起诉邻居，“是把问题复杂

化了。”据物业公司工程部经理严大海介绍，

下水道管理维护问题是每个小区都面临的普

通问题，物业公司每年要定期对该小区进行2

次例行疏通，初步安排在每年的4月和9月，对

于业主发现的堵塞问题， 物管也会在半小时

内达到现场，应急处理。

“小区十几栋楼房，只有这栋堵漏的情况

最为严重。”严大海不否认在事发前，物管公司

已经应急疏通过2次。对于此次事故的责任，严

大海表示，物管公司作为管理方，只要按照物

业管理条例履行了疏通义务，且没有给业主造

成次生损害，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面对业主的起诉， 小区开发商成都人居

置业有限公司的代理律师表示， 由于目前尚

在应诉中，开发商方面不便接受采访。

双流法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摄影报道

杨老板在成都经营火锅店， 身为德

国队球迷， 他在世界杯开赛前就放出豪

言：只要德国队夺冠，获胜当日，成都两

家门店的菜品全部1折。昨日凌晨德国拿

下冠军，杨老板兑现曾诺。他粗略估算，

昨日大约要亏近20万元。 当被问及心不

心疼时，杨老板表示“我高兴”。

12岁小球迷也来排队吃火锅

昨日中午，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这家

位于城南的火锅店， 门外有20多人正在

排号。店门外的横幅上印着“如果德国

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全场菜品1折”的字

样。人群中，一名身着德国队球衣的小男

孩有些惹眼。“我是德国队的忠实粉丝，

喜欢他们的团队精神。” 小男孩自称今

年12岁， 世界杯期间只要有德国队的比

赛，他都会熬夜观战。几天前，他就看到

了火锅店门口的广告，心里暗自决定，如

果德国赢了， 一定要叫上妈妈和同学来

此庆祝。他说，昨日上午9点，他就来到火

锅店门外等候排队， 并叫上了妈妈和两

名同学，准备中午一起吃火锅庆祝。

两家店昨日2000人涌入

“有阿根廷队球迷，也有荷兰队球

迷，各国家队的球迷都有。”火锅店杨老

板告诉记者，在成都他有两家门店，昨日

菜品全部1折。一般而言，两家门店每日

的食客有500~600人，昨日却达到了2000

人。为了保证食客的安全，昨日的接客时

间有了限制，午市从11点至13点，晚市从

17点至20点，以客人进店时间为准。

杨老板说，早在世界杯开赛前，他就

在火锅店门外挂了横幅， 小组赛德国每

胜一场，当日全场菜品7.8折；16进8德国

队获胜当日， 全场菜品6.8折；8进4德国

获胜当日，全场菜品6折；半决赛德国进

入决赛当日，全场菜品5折；德国队获胜

当日，全场菜品一折。

杨老板说，经营火锅店，菜品6.8折

时，才基本能够保本。不算盈利，昨日一

天，火锅店就亏了近20万元。算上此前德

国获胜而打折的活动，世界杯期间，他为

德国队亏了近30万元。“肯定要亏嘛，但

是我高兴。”杨老板乐呵呵地说，他们全

家都喜欢德国，喜欢德国人做事严谨、认

真的风格。当然，他也是德国队的球迷。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摄影记者 王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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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倒灌新家

她把楼上16户都告了

她还把物管和开发商一并告上法庭 要求三方被告共同连带赔偿自己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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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蒙牛乳业联合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成都电视台第2频道（CDTV-2）和两所成

都高校联合打造的2014大型支教公益活动 “我

回老家上堂课”，自启动以来，在成都高校和社

会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尤其是在本次活动中，大

学生支教志愿者们远赴西藏、甘孜、阿坝、凉山

等地的乡村中小学， 和孩子们相处、 上课的全

程，都将被成都电视台派出的摄制组贴身拍摄，

并剪辑成纪录片在成都电视台第2频道播出，所

以这次特殊的大学生支教行动， 又被网友们称

为“老师去哪儿”。

从7月3日起，44名大学生志愿者已分头出

发。支教行动的第一站，四名来自四川师范大学

的志愿者来到了达州市宣汉县黄金镇黄金坪小

学。“我们一走下长途汽车， 就听到一阵稚嫩的

童声齐声大喊‘欢迎老师’，我们这才惊喜地发

现，10多位小学生自发走了几公里山路，出来迎

接我们，” 支教小队的队长黄林彬同学感动地

说，当地是普通的山区小镇，小孩子们见到他们

时，眼神中流露出的那种向往、渴望和崇拜的神

情， 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看到有人为了我们

一些简单的举动而这么动容，既让我心疼，又让

我自豪！”

学习舞蹈专业的志愿者小米为孩子们精心

安排了几堂舞蹈启蒙课，“既有芭蕾舞， 也有民

族舞。”她说，因为时间太短，她只能教孩子们一

些简单的基础动作， 利用小学操场上的双杠作

为把杆，在自己的手机播放的芭蕾音乐中，她教

孩子们压腿、拉伸，感受音乐和舞蹈的魅力。“孩

子们学得特别认真，而且从他们眼中我能看到，

他们是真正在享受这些美好的东西，”小米感动

地说。

在支教的5天中， 有100多名本已放暑假的

小学生特意返校，来听“城里来的老师”讲课，

其中甚至有不少不是黄金坪小学的孩子， 听到

消息后自发赶来听课。 接下来，“我为老家上堂

课”志愿者还将走进更多乡村学校，为孩子们带

去一滴滴知识的“甘霖”。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图由志愿者提供

蒙牛“我回老家上堂课”走进达州

黄土操场上

志愿者教孩子们跳芭蕾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对类似事件的认识

和判案都不一致。 判决支持的案例依据的法律

包括共同危险行为或共同侵权行为； 而判决不

支持的则认为， 受害业主无法举证证明楼上业

主存在过错，因此驳回诉讼请求。下面让我们先

来看看这三个判例，并了解下法院判决的理由。

支持方：认定共同侵权连带赔偿

判例一：

2003年至2004年期间，北京乔女士家多次遭

遇污水倒灌现象，维修人员在下水管道中掏出袜

子、塑料袋、头发等杂物。2004年5月，乔女士起诉

楼上16户共同赔偿其经济损失1万余元。

判决：

北京市二中院终审判决，楼上16家住

户各一次性赔偿乔女士200元经济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

乔女士与楼上16家住户共同

使用同一污水主管道排放生活污水。鉴于无法确

认堵塞下水道公共部分污物的直接来源，从维护

公共利益角度出发，在无免责事由情况下，应由

使用主管道的各住户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判例二：

2011年， 成都汤先生的家因下水道反渗损失

严重，随后他将楼上两家住户告上法院。

判决：

成都高新法院审理认为，楼上两家住

户实施的是共同危险行为，由于加害人不明，判

两住户对汤先生所受的损失连带赔偿3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0条

规定，应认定李先生、苏先生实施的是共同危险

行为，只有举证证明其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不存

在因果关系，方才得以免责。

反对方：无法证明使用人过错而被驳

判例三：

2014年， 家住柳州的阿强夫妻俩出差十几

天回家， 发现才装修好的房屋被卫生间里倒灌

的污水和污物浸泡。 经检查发现屋内积水是因

建筑垃圾和材料残留物排到主排污管道引起的

堵塞所致，便将楼上11户业主全告上法院索赔。

判决：

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

发生堵塞的管道原告也同

时在使用， 发生堵塞的部位也位于原告家排水

管之下， 不能排除因原告装修时倾倒的建筑垃

圾导致堵塞。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11名

被告存在过错或实施了侵权行为。

楼上业主该不该“连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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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和开发商是否有责？

本案中， 和16名业主一起被起诉的还有开

发商成都人居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方成都

润锦城实业有限公司。 作为开发商和物业管理

方，在类似渗水事故中是否承担责任，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了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刁伟玮。

刁伟玮分析，物管公司在相关法律关系中，承

担着物业管理和维护义务，如果物管公司存在管

理不善或者在管理中导致次生损害，那么将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而开发商在设计和施工建设楼

房的过程中，应该按照建筑设计施工标准，建设

房屋及附属设施，如果开发商存在设计施工不合

格的情况，也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邻居如何证明自己不担责？

被告上法庭的16户邻居， 该如何证明自己

不担责？对此，律师刁伟玮分析，被告方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证明自己不应承担责任。

首先可以证明自己不是适格的被告。 比如

像18楼尚未装修入住的业主， 可以向法院提交

证据证明在侵权事实发生时，自己并没有装修，

更没有入住房屋， 因此也谈不上使用下水管道

和侵权行为。

作为已经入住的被告邻居，也可以提交证据

证明自己一直在妥善使用和管理下水道， 以证

明自己在使用下水道时没有过错， 没有实施侵

权行为，以减轻自己的法律责任。

受害业主应如何维权？

律师刁伟玮介绍， 业主在发现自己的权益

受损时，可依据《民法通则》《物权法》等法律

中关于相邻权关系的规定维权。 在确定具体被

告后，需要收集并固定证据，“不但要证明侵权

行为、还要证明具体损失，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失

之间的因果关系。”刁伟玮称，本案的核心法律

关系即是相邻权。

根据法律规定， 相邻权是指不动产的所有

人或使用人在处理相邻关系时所享有的权利。

《民法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

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

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

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 给邻方造成妨碍或损

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物权法》第84条、第92条也作出规定，不动

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

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

权利人造成损害；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

“权利人可依据上述法律请求同一根管道

的使用邻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刁伟玮称，

这些法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 排除妨害和赔偿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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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德国夺冠

火锅店1折待客

球迷老板：

我高兴！

郁闷

她的新家被倒灌

喊冤

邻居称不该担责

一家住户被污水倒

灌，楼上16户怎么都成了

被告？

对此，律师表示，业主

在发现自己的权益受损

时， 可依据 《民法通则》

《物权法》 等法律中关于

相邻权关系的规定维权。

那么，什么是相邻权？

相邻权

是指不动产的所有人

或使用人在处理相邻关系

时所享有的权利。《民法

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

产的相邻各方， 应当按照

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

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

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

通风、 采光等方面的相邻

关系， 给邻方造成妨碍或

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

除妨碍，赔偿损失。

《物权法》第84条、

第92条也作出规定，不动

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

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

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

确处理相邻关系。 不动产

权利人因用水、 排水、通

行、 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

不动产的， 应当尽量避免

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

成损害；造成损害的，应当

给予赔偿。

世界杯期间 成都查处酒驾728起

荷兰队球迷围观决赛

“隔夜酒”照样被查

昨天凌晨， 巴西世界杯迎来决赛。公

安部再次部署开展集中专项行动，在全国

范围严查酒驾违法。从前晚至昨晨，成都

交警在市区范围内出动大量警力严查酒

驾，在九眼桥致民路口，自称是荷兰队球

迷的张某就被抓了“现行”。

虽然荷兰队没进入决赛，但张某前晚

还是和朋友一起来到九眼桥酒吧一条街

附近喝酒看球， 但对决赛意兴阑珊的他，

喝了一些酒后倒头就睡。 等他一觉醒来，

比赛已结束，他便开车离开，没想到被交

警逮了个正着。对此，张某很委屈，“咋可

能是酒驾嘛！我就喝了两三杯，还睡了近6

个小时”。他反复解释，自己前晚12点左右

喝了几杯酒，然后倒头就睡了。直到比赛

结束，朋友叫醒他，他才开车离开。没想

到，还是被查出“隔夜酒”。据交警介绍，

张某因涉嫌酒驾，面临罚款1000元，扣12

分，暂扣驾驶证半年的处罚。

世界杯期间， 成都交警共出动警力

6500余人次， 在全域成都范围内进行酒

驾查处行动， 共查处酒驾违法行为728

起，其中饮酒驾车665起，醉酒驾车63起。

而据公安部提供的数据， 世界杯开赛以

来，全国共查处酒驾3万起，醉驾6700余

起。其中，已刑拘3000人。

成都商报记者 周恒 桑田

刘女士家因污水倒灌地板损坏严重 图由物管方提供

事发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