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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小区里，被从天而降的
水淋湿；楼道里堆满垃圾，引发严
重的卫生问题。有这样的邻居，相
信其他住户肯定很烦恼。扰 邻

一语 人惊

环球采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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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楼道里堆满废
品，不仅散发着难闻的气
味，还引来了跳蚤、老鼠。
多次沟通无果后，上海市
静安区岭南路 50 弄的居民
将邻居侯某告上法庭。近
日，静安区法院要求侯某在
判决生效后5日内清空楼道
垃圾。

“最怕夏天和阴雨天，
掩着鼻子都能闻到臭味。”5
月15日，上海的天气有些闷
热，对岭南路50弄的居民们
来说，这样的天气最是难
挨，家里、楼道里都是因堆
满垃圾而产生的臭味，苍
蝇、蚊子等也开始往家里
窜。“都是 603 室的邻居捡
回来的，家里堆满了就堆在
楼道里，能卖的就卖掉，卖
不掉的就堆起来。”多名居
民表示，603 的住户侯某和
其 80 多岁的母亲一起生
活，捡废品的习惯也有很多

年了。
因无法忍受侯某的行

为，岭南路 50 弄的多名居
民将侯某告上法庭。上海
市静安区法院审理认为，侯
某将公用空间变为私有领
地，理应清理垃圾、恢复原
状。而侯某在家中堆放大量
废旧物品，虽法律对此并无
明文禁止，但是侯某行使其
占有与使用自有房屋权利时
理应有所限制，不能影响他人
的生活环境和居住安宁。

“侯某的行为已经严重
侵犯《物权法》中的相邻权
益。”承办法官表示，不动产
的相邻各方面应当遵循有利
于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
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
理邻里关系，给相邻方造成
妨碍的，应当排除妨碍，因为
相邻各方不仅是平等的民事
主体关系，而且是相互协作
关系。（摘编自《重庆晨报》）

本报讯 当你走在路上，
突然一瓢脏水从楼上泼下，将
你淋个正着，这种滋味肯定不
好受吧？近段时间，类似行为
在海南省海口市不少小区经常
发生。对于这种行为，律师称
高空泼水和抛物性质相同。

在海口美兰区联发名宇
小区，近两年来，2栋5楼的一
名六旬阿婆时不时会突然朝楼
下泼水，楼下多名业主不堪其
扰，有点报警，有的向物业投
诉。据了解，阿婆有精神方面
的疾病，无论大家怎么劝阻，她
仍会往楼下泼水。即使有人在
楼下喊话告知，她仍我行我
素。家住海口秀英区天地·凤
凰城小区的业主也反映，他们
从小区2号楼楼下走过时，总是
提心吊胆，原因是楼上有住户经
常往楼下泼水，这让沿街商户和
路人十分窝火。为了找到泼水
者，小区物业和辖区居委会工作
人员曾挨家挨户敲门查找，但开

门的住户均表示没有泼水，也不
知道是谁泼水。经五源河派出
所民警调查，最终找到了泼水
者，是一位60多岁的阿婆，她每
次在阳台洗完菜后就顺手把水
从阳台泼下去。随后，他们对阿
婆进行了批评教育。

不少物业公司表示，因为
高空抛物行为取证难，物业除
了加大高空抛物危害的宣传，加
强巡查和引导，张贴相关告示及
法律法规外，无计可施。想要杜
绝高空抛物的现象，关键在于业
主要自觉提高安全意识。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陈建表示，如果高空泼水
确认是某人做的，可要求赔
偿。一些市民认为被楼上掉下
的砖头砸伤应该索赔，但被楼
上泼水淋湿却鲜少有人维权，
大多抱怨几句。事实上，无论
高空抛的是何物，只要是对他
人造成损害的，都构成侵权。
（摘编自《南国都市报》）

老人往楼下泼水引邻居报警 男子堆积垃圾被邻居起诉

本报讯 全国首例故意损
毁自然遗迹入刑的刑事案件5
月 18 日终审宣判。在三清山

“巨蟒峰”上打钉攀岩的3人终
审被判赔600万元修复环境。

2017 年 4 月 15 日，张某
明、毛某明、张某三人携带电
钻、岩钉、铁锤、绳索等工具到
达“巨蟒峰”底部，打钉26个进
行攀岩。经专家论证，三人的
行为对“巨蟒峰”地质遗迹点

造成了严重损毁。一审刑事
案件中，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判处
张某明有期徒刑 1 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被告人
毛某明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被
告人张某免予刑事处罚。一
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
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
告张某明、毛某明、张某在判

决生效后 10 日在全国性媒体
上刊登公告，向社会公众赔礼
道歉；连带赔偿环境资源损失计
人民币600万元，用于公共生态
环境保护和修复；赔偿民事公
益诉讼起诉人上饶市人民检
察院支付的专家费15万元。

一审宣判后，三人提起上
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
过审理，维持一审判决。（摘编
自澎湃新闻）

打26个岩钉赔600万元

本报讯 近日，一段电台
主播帮车主硬核维权的视频在
网络热传。视频中，当电台主播
质问销售经理为何违规收取车
主续保押金时，该经理反问：“你
谁呀？你说的算呀？”据了解，
事发4S店为安徽省亳州市东
源东风本田4S店。5月17日，
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
员称，已联合商务局约谈涉事
4S店，责成退回续保押金。

2019年6月，卞先生从亳
州市东源东风本田4S店购买
了一辆汽车，后 4S 店工作人
员向卞先生收取了1000元续
保押金。近日，卞先生向浙
江一广播电台反映此事。5
月 14 日，该电台主播致电涉
事 4S 店，质疑其收费违规。
该店一位李姓销售经理接听
了主播电话，当主播询问李经
理是否知道国家明令禁止收

取续保押金时，该经理称不清
楚此事，并认为收取续保押金
是合理的。

据该主播后续节目报道，
事后她把与这位李经理的通
话录音发给厂家总部，厂家总
部回复称将责成该4S店退还
卞先生续保押金 1000 元，并
组织安徽亳州东源东风本田
店进行普法学习。（摘编自《北
京青年报》）

电台主播帮车主硬核维权

泰国多地设免费食物
分享柜 近段时间，每到午
餐时间，设置在泰国曼谷素
坤逸路71巷的免费食物柜
就陆续有人过来领取自己
需要的食物。这种由各地
人士自发设置的食物分享
柜目前遍布泰国 77 个府，
已达到 1150 个，简易又低
调地帮助着那些受新冠疫
情严重影响的人们。素帕
吉是食物分享柜的发起人，
他没想到这个主意会受到
如此大的关注，这个行动会
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我
们就是想通过这种方法帮
助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创
的人们。”他说。（摘编自《都
市快报》）

本报讯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
钱按摩，可是你听说过有人花钱买寿
命吗？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还真就
有人买。

家住呼和浩特的王先生说，2018
年 12 月初，有个女子经常和朋友来
他的饭店吃早饭。因为生意不太好，
加上身体也不如从前，听说女子会算
命后，原本就迷信的王先生当即让女
子给他算命。“她跟我说你生意不好，
你这个人今年还有大灾大难，老伴和
儿子也会有灾祸。”王先生和妻子忙
问怎么办，女子说破解方法是买阳
寿，即王先生出钱，她拿着钱下阴间

去给王先生一家人买寿命。王先生
通过刷卡以及贷款，共花费了 50 多
万元。该女子收了王先生的钱以后，
就离开了呼和浩特。临走前，她曾口
头上承诺每年给王先生十万元帮他
渡过难关，可钱只到账了4万元就再
无音讯。

王先生醒悟过来后，马上向公安
机关报警。民警通过走访调查，最终
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民警在调
查中发现，王某是一名无业人员，曾
经因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目前，王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
拘留。（摘编自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

轻信算命“买阳寿”被骗巨款

4 辆警用摩托为老人
筑起安全墙 5 月 16 日傍
晚，四川成都都江堰市文
荟路与柏条河北路中段路
口，一名年近七旬的老人
在过马路时，突然摔倒在人
行道上。老人几次试图撑
起但没能成功，一旁的老伴
手足无措。4位驾驶着警用
摩托巡逻的民警发现了这
一情况后，依次将摩托停在
老人附近，其中三辆挡住了
后方来车，另一辆横在了人
行道上，为其划出一个安全
区域。随后，4名民警下车
将老人扶起，并将其安全
送到了居住的小区。（摘编
自《成都商报》）

“我相信靠自己的力量，
可以自食其力渡过难关！”

——现年50岁的钟苏
华，家住江苏省宿迁市宿
豫区。儿子钟文杰 6 岁那
年 ，钟 苏 华 和 丈 夫 离 了
婚。2019 年年初，钟文杰
被确诊为尿毒症。经检
查，钟苏华与儿子符合亲
体肾移植条件，钟苏华选
择割肾救子。在儿子生病
前后，钟苏华陆续拍了100
多段视频发到网上，不少
网友被她无私的母爱所打
动，想捐钱帮助她，都被钟
苏华婉拒。她表示，她和
儿子可以渡过难关。（摘编
自《扬子晚报》）

跟一句：给坚强的母
亲点赞。

“我过得不开心，宁愿
去牢里。”

——5 月 10 日，浙江
省杭州市萧山区警方接到
一名车主报警称，他的现
代轿车被盗。就在前一天
晚上，当地也发生汽车被
盗事件。警方通过分析研
判，最终将嫌疑人曾某抓
获。审讯时，民警发现曾
某始终非常开心，不禁向
其询问，没想到曾某语出
惊人。目前，曾某已被移
交给绍兴警方接受进一步
调查。（摘编自《钱江晚报》）

跟一句：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