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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事发88年至今不敢走楼底年至今不敢走楼底，，看到抛物就像打在自己身上看到抛物就像打在自己身上
■■不允许身边人往窗户外丢任何物品不允许身边人往窗户外丢任何物品，，哪怕是一团烟灰哪怕是一团烟灰

“往事不要再提，
人生已多意外，

纵然记忆抹不去，
疼与伤都还在心底。
真的要拒绝抛物，
让明天美好和谐，

你就不要再次伤害我心灵”
（陈涛改编的歌词）

德眉资民办养老机构注意！
接收成都中心城区

户籍老人每人每月补
贴150元

11月19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民政局
获悉，近日，成都市民政局、财
政局分别会同德阳、眉山、资
阳财政、民政部门出台《关于
社会化养老机构收住成都市
中心城区户籍老年人享受成
都服务性床位补贴实施意见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根据文件规定，今后，凡是德
阳、眉山、资阳的民办养老机
构入住成都中心城区户籍老
人，均可享受成都市提供的
每人每月150元的服务性床
位补贴。这项补贴代表成德眉
资养老服务协同发展推进破
解大城市养老难题迈出实质
性一步。

从今年11月起，德阳、眉
山、资阳民办养老机构需对入
住的成都中心城区户籍老人
的姓名、户籍地址、入住和离
院时间等信息做好登记，并填
写《在院成都中心城区户籍老
人登记表》和《在院成都中心
城区户籍老人统计表》，按月
将情况报至所在地区（市）县
民政部门。养老机构每月报送
的基础资料将作为发放服务
性床位补贴的重要依据，补贴
将按照一年结算一次。此外，

《通知》还对建立和完善档案
资料制度、严格资金监管等提
出明确要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叶燕

高空落个马克杯
弯他的人生路

悬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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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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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抛物高空抛物””再次成为热点再次成为热点。。
1111月月1414日日，，最高人民法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院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
空抛物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坠物案件的意见》（》（下下
称称《《意见意见》），《》），《意见意见》》提出提出，，高空高空
抛物抛物、、坠物造成严重后果的坠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可按照故意伤害罪可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故意杀人
罪定罪处罚罪定罪处罚。。

而就在而就在《《意见意见》》发布第二发布第二
天天，，成都小南街成都小南街，，一把菜刀从一把菜刀从
天而降天而降。。一女子醉酒后与男友一女子醉酒后与男友
争吵争吵，，将菜刀从将菜刀从1010楼扔下楼扔下，，幸幸
无人员伤亡无人员伤亡。。该名女子已被警该名女子已被警
方刑事拘留方刑事拘留。。

陈涛关注着这两条引发热陈涛关注着这两条引发热
议的新闻议的新闻，，下落的菜刀将他的下落的菜刀将他的
记忆带回到了记忆带回到了88年前年前。。20112011年年88
月月1515日日，，他和女友路过成都提他和女友路过成都提
督街锦阳商厦楼下时督街锦阳商厦楼下时，，被一个被一个
坠落的陶瓷马克杯砸中头部坠落的陶瓷马克杯砸中头部，，
当场倒地当场倒地。。此后此后，，商厦整栋大楼商厦整栋大楼
的商户全部成了被告的商户全部成了被告。。

这起引发全国关注的高空这起引发全国关注的高空
坠物连坐案于坠物连坐案于20142014年年66月迎来月迎来
判决判决，，法院判决法院判决124124家被告承担家被告承担
责任责任，，补偿陈涛补偿陈涛1515万余元万余元。。不不
过过，，宣判宣判55年年，，至今仍有至今仍有2020余家被余家被
告未能履行补偿判决告未能履行补偿判决。。而陈涛而陈涛
的人生也因这个下坠的马克杯的人生也因这个下坠的马克杯
发生了改变发生了改变。。

杯子从天而降，重重地砸在陈涛头部左侧。他从电瓶车上直接倒
地，身后的女友惊慌失措，脑子一片空白。2011年8月15日，小伙陈涛的
人生因为这个杯子发生了变化。

他被抬上救护车，送往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陈涛至今清楚地
记得当时的感受，“右侧身体慢慢没有了感觉，越到后来感觉越差”，
他一度觉得自己的人生将在那天结束。

他被直接送进了ICU，进行了开颅手术。医生告诉他，他的运
动神经受到重创，右侧身体可能全部瘫痪，今后必须依靠轮椅生
活。“那个时候我才27岁，根本无法想象这样的结果”。好在经过3
个多月的治疗和康复训练，他得以出院，却留下了创伤性癫痫等
严重后遗症。

杯子从何而来，是被谁扔下的？巨额的医疗费用又该找谁
来负责？出院后，陈涛迎来了一场漫长而艰难的维权之路。

“我这个案子很特殊，发生在商业大楼下面，涉及商户的
范围广，而商户的流动性又非常大，注册地涉及全国多个地
方，甚至包括境外。”陈涛说，在诉讼过程中，单是确定被告、
收集和核实被告商家的信息就长达3年，最终的被告数达到
了144家。继重庆烟灰缸案后，陈涛一案再次成为高空抛物
的焦点事件。

2014年，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
了公开审理。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曾现
场旁听了整个开庭过程。法院几次增加被
告席的板凳，用了近两个小时才将被告
信息核读完毕，审理时长持续近6个小
时。法院最终判决124家被告承担补
偿责任，补偿陈涛15万余元，平均
每户商家承担1200余元。不过，陈
涛最终收到的补偿款为13万余
元，至今仍有20余家被告没能履
行法院判决。

陈涛介绍，经过几次强制执行
后，案子于2015年底结案，剩余未执
行款项则在2016年通过法院申请到了
救助金。“剩下的实在是执行不下去
了，找不到人。”

该案的判决曾引发舆论关注，有
人质疑为了一个受害者却让124家
可能无辜的商家成了被告是否恰
当。对此，陈涛认为：“确实，124个
被告可能都是无辜的，但我呢，
我可能是更无辜的，我无辜付
出的代价不但有物质还有精
神和身体的伤害。”

被时常刺痛的伤口
“每降一次温，
就会像针刺一样”

事发8年。11月18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在成都西门一
家企业的办公室再次见到了陈涛。
与当年的寸头不一样，他的头发长
了很多，“主要是为了保暖，医生说应
该戴帽子，但我不喜欢。”

下落的马克杯砸碎了他的头骨，
至今还有一小块钢板留在他的头皮下。

“一摸就能摸出来，伤口这里是一个波
浪状，有一个小的凸起。”他说，长发的另
一个功能就是可以盖住这块伤疤。

这块小指头大小的伤疤也成为他全
身最敏感的区域，每次理发洗头的时候，
他都会提醒服务员避开那里。“总感觉，一
按会给我按塌下去一样，虽然可能性不大。”

伤口也成了他身上的一个天气预报器，
晴雨降温总能提前知晓，冬季最明显。“每

次降温，这里就会像针刺一样，早晨
疼得最厉害。”

除了天气，还有一种情况
会激发这种疼痛。“每次看到
有关高空抛物的报道时，就
感 觉 是 砸 在 自 己 头 上 一

样，头上一阵刺痛，右侧
身体也会不自主地抖

动，手会下意识地
摸 到 伤 口 的

位置。”

伤口以外则是另一种“残疾”。“虽然这种残疾
不至于让我生活不能自理，但起码让我和正
常人有了区别。”陈涛说，运动神经遭受重创
之后，身体左右不再协调，“不能做一些剧烈
运动，跑步跳跃这些动作也不协调。”

这种影响让他像一个动作迟缓的老人，
上下楼梯时总显得慢半拍，跑步最多是一种
加大步伐的快走。“右半边在接受信号的时候
总要迟缓很多，跟不上节奏。”

上肢同样如此。陈涛改变了之前用右手
的习惯，在与记者交谈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手
上动作都是从左手开始的，“除了写字吃饭，
现在很多事情都转到了左手来做。”

被瞬间改变的心理
“每次到了现场都会紧张，
身体右边发抖”

身体创伤以外，那场高空坠物也在改变
和影响着陈涛的心理。除非有媒体采访，他
几乎不谈锦阳商厦和8年前那天发生的任何
事情。

“锦阳商厦”、“马克杯”、“提督街”、“太升
路”等，成了陈涛心中的敏感词汇。在回答记
者提问过程中，他把出事地点描述成了“那个
地方”，事件本身称为“这件事”，事发地点则
被说成“那一片”。

除非应对工作，他几乎没再去过事发地，
“差点丢了命的地方，不敢去！”他描述了几次
应媒体采访而回到事发地时的感受，“每次到
了现场我都会紧张，身体右边发抖。”

不仅是对事发地恐惧，甚至对所有高楼，
陈涛也有了心理障碍。无论是逛街、出门办事
还是回到小区，他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会
不时地抬头观察上空，行走的线路也选择靠
近大楼最里侧的位置或者远离大楼，“万一再
出事，我也许就没那么幸运了。”

不久前，陈涛驾车回南充老家。车子开进
小区，刚刚来到单元楼下，一个牛奶盒从楼上
掉落，打在了他的车顶，他被吓得不轻。他赶
紧下车，拿起牛奶盒找到物管，与物管一起上
楼挨家挨户敲门，可惜没有找到抛物者。在他
看来这种行为是无法容忍的，他督促物业在
各个单元楼张贴禁止高空抛物的提醒，并将
问题以信访形式向街道办进行了投诉。“这不
是丢什么物品的问题，哪怕是一团棉花呢，
这是行为本身的问题。”陈涛激愤地说。

陈涛对自己也提出了要求。他在成都羊
犀立交附近租了一套房，把阳台上所有的摆
件都清理掉，窗户他也尽量将角度开得很小。

对身边人，他的要求同样苛刻，不允许他
们往窗户外丢任何物品，哪怕是一团烟灰，哪
怕住在一楼。

众人泪洒报告会
“李科是人民的

好儿子”
“李科同志是一名优秀的

共产党员，他是妻子的好丈
夫，是儿子的好父亲，是父母
的好儿子，但同时也是我们人
民的好儿子。”听完报告会后，
现场代表感动地说，李科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和生命践行了
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是
大家学习的楷模。

李科同志系成都大邑县
公安局西岭派出所原副所长，
2019年8月20日，他在出警救
援被突发山洪围困群众的过
程中不幸因公牺牲，年仅34
岁，被中共成都市委追授“成
都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1月19日下午，李科同志
先进事迹报告会成都市直机
关专场在成都孵化园举行，李
科妻子曹茜和生前同事等4名
报告团成员作了生动、真切、
感人的宣讲报告，来自成都市
直机关的300名党员、代表参
加了报告会，大家含着眼泪聆
听了报告。

作为李科先进事迹宣讲
报告团的成员，李科的妻子曹
茜强忍着悲痛和泪水坚强地
站在宣讲台上，回忆了李科对
孩子、对家庭的爱，讲述了李
科对工作的热爱与负责。“李
科经常一离开家就是三四天，
家里摆好了饭菜，他接一个电
话就走了……诸如此类的事
情，全家都习惯了。”“他曾对
我说，每次看到老百姓无助的
眼神变成信任的眼神再变成
感激的眼神，就觉得做的事情
有意义！”

除了曹茜，大邑县融媒体
中心记者赵航、大邑县西岭镇
云华村文书赵小燕、大邑县公
安局西岭派出所所长谭进勇
依次作了报告。一个多小时的
报告中，感人肺腑的演讲让现
场代表们流下了热泪。

在听李科妻子作报告时，
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
文森一直泪流不止，他被李科
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他
说，作为一名办公厅工作人
员，要向李科同志学习，做好
本职工作，成为一名优秀的共
产党员。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
税务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张忠
福曾做了23年的人民警察，他
说：“李科也是我的战友，我为
他感到骄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需要立法，也更需要人人自律”

陈涛不多的朋友圈消息中，与高空抛
物相关的文章和评论占据了绝大部分。其
中一条，在转发央视一则新闻报道后，他留
下了一则改编的歌词：“往事不要再提，人
生已多意外，纵然记忆抹不去，疼与伤都还
在心底。真的要拒绝抛物，让明天美好和
谐，你就不要再次伤害我心灵”。

这8年里，陈涛时刻关注着有关高空
抛物的报道。此前，四川遂宁一名1岁女
童被高空坠落的健身球砸中，颅骨碎裂
最终不幸身亡。陈涛曾跟随央视前往当
地，并为当事人处理后事提供协助。“每
一次看到抛物，就像是打在自己身上一
样，我经历过这样痛苦的过程，更能懂它
的危害以及受害者的无助。”

陈涛还将自己的关注延伸到了公共
安全方面。生活中，他一旦发现某地存在安
全隐患，就迅速将情况向相关部门反馈，并
持续关注到最终处理结果。

但让陈涛不解的是，近年关于高空抛
物的报道一直不断，却并未减少这类事件
的发生。“需要立法，也更需要人人自律。”
在陈涛看来，减少或避免高空抛物案的发
生，一方面需要立法层面的持续推进，另一
方面也需要个人做好自律，提高意识，约束
好自己的行为。“就像成都丢菜刀的事件，
这是极其恶劣的行为，抛物者完全没有顾
忌这个行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1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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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布，为有效预防和依法惩治高空抛物、坠
物行为，《意见》提出16条具体措施，高空
抛物、坠物造成严重后果的，可按照故意
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物业未尽
义务，也将追究其侵权责任。高空抛物的
处罚上升到了刑责。

陈涛关注到了这则消息，他在朋友
圈写道：这些年此类事件越来越多，法律
上终于有了明确规定。高楼上任何举动
都可能给地面带来无辜伤害。

“希望永远不会再有高空抛物的发
生，也不再有无辜者遭受伤害。”这是陈涛
的美好愿望。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刘海韵

一个马克杯144名被告

“被告无辜，
我可能更无辜”

深圳5岁男童，被高空坠落的玻璃
窗砸中，三天后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南
京10岁小女孩，放学路上被不明物体
砸伤，倒地血流不止……

谁都希望，历来被称作“悬在城市
上空的痛”的高空抛坠物问题能引起
全社会关注。而谁都不希望，它以如是
触目惊心的方式走到舆论中央。

近年来，高空抛坠物致人伤亡的案例
不断见诸报端，而以“高空抛坠物”为关键
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可得1400多条
结果，轻者致人伤残，重者致人死亡。

伤人利器也五花八门，小到螺丝、
铁钉、苹果、瓷砖，大到烟灰缸、菜刀、切
菜板、晾衣杆、砖头、混凝土块、猫狗、
窗户——一切皆可从高层呼啸而至。

想彻底根除不容易。但可行之策
是防范和惩处并重，在最大程度上减
少问题发生。

治乱用重典，让责任人为其行为
付出应有的代价，既是对受害者的救
济，也可彰显法律和规则的力度，起到
震慑与防范作用。

而法律效力得以有效发挥的第一

步，即是“识别”。尽可能降低行为的隐
匿性、明晰责任主体，才能实现精准有
效的治理。其中，技术手段更新是最便
捷的识别之道。部分小区调整监控摄
像头角度，实现对高空抛物行为全时
态全角度监控，效果明显。

最难但也最长效的方法，还是实
现有效的居民自治，让居民行动起来，

参与问题治理，提高社会防控能力。重
庆有个新建成的安置小区，也出现大量
高空抛坠物问题。一些老人在社区动员
下，组成一个监督小组，同楼栋长、居民
小组长紧密合作，他们空闲时间多，就
利用散步、聊天时间，去“抓”高空抛坠
物行为，发现一个，曝光一个，效果倒也
很不错。 据侠客岛

高空抛坠物 真治不了了吗？ □王德福（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改变人生
的那件事

从正常人生到
“非正常”人生

从受害者到
反高空抛物斗士

专 家 观 点

陈涛现在下楼时
右腿仍有些僵硬

陈涛被砸中后做了开颅手术，现在仍会感到刺痛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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