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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墙倒塌伤人引发纠纷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何元
平）外卖没能按时到，按照外卖点餐平
台的规定，是可以给外卖送餐员差评
的。不过，市民林女士（化名），最近因
为一个差评被外卖员电话威胁了，双方
因此还进了派出所调解室。

记者 方梁 通讯员 来肖
老沈是富阳西部山区一个小山村的
村民，他家的房子就建在一座山的山脚
下，虽说背靠山岭，空气清新，但也有令
人烦恼之处，那便是特别容易受到雨季
影响，每逢大雨，雨水从山上冲下，家中
总是会进水，如果遇到狂风暴雨的天气，
甚至还会受到小山洪、泥石流的影响。
于是，老沈就想着在自家的南面打
一面 3 米多高的围墙。由于他并不懂这
方面的相关规定，心想在自家住宅范围
内打一堵墙而已，总不需要别人同意吧，
因此并未按规定进行审批。
经朋友介绍，老沈认识了泥水工王
某，商定由王某承包这堵围墙的建设，承
包方式为包工包料。而王某在实地查看
后，感觉单独赶工有些困难，就叫来了以
前一起做过工的董某等人一起施工。同
时，由于老沈住宅旁的下水道需要用挖
掘机挖掘，王某便建议老沈另外请人把
下水道挖好。
几 天 后 ，围 墙 的 雏 形 已 经 建 了 起
来。老沈联系到了承接下水道挖掘作业
的林某，林某指派其雇员赵某前往现场
作业。没想到，在挖掘过程中，老沈某又
与邻居在土地问题上产生了纠纷，无奈

之下，他让赵某将挖掘机开到围墙南侧
的山坡上，平整围墙周边土地，并将挖起
的泥土堆放在围墙旁边。
在挖掘机平整地面的同时，王某、董
某等人则开始粉刷围墙。就在这时，意
外发生了，围墙突然倒塌，压倒了正在墙
下干活的董某。众人连忙把董某送往医
院救治，经诊断，董某全身多处骨折，以
及多处皮肤软组织挫裂伤，后经医疗鉴
定，被评定为九级伤残。
董某认为老沈和王某、林某都应该
对自己的受伤负责，应当共同承担赔偿
责任。对此，老沈认为，并没有证据证明
围墙倒塌与挖掘机作业有关，自己没有
责任，应由董某的雇主王某承担侵权责
任，而且，即使围墙倒塌与挖掘机作业有
关系，也应由挖掘机驾驶员的雇主林某
承担侵权责任。而王某认为，老沈错误
地指挥挖掘机施工，挖掘机碰到围墙或
者填土挤压导致围墙倒塌，应由老沈和
林某共同承担侵权责任。林某则认为，
没有证据证明围墙倒塌与挖掘机作业有
关，己方不应承担责任。
各方对责任认定争执不下，赔偿问
题至今没有解决。

送 餐 员 收 到 差 评 后 ，电
话威胁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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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
本案涉及侵权责任承担问题。公
民的健康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行为
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本案中，老沈未经合法规划审批，
擅自决定在自家住宅的山坡旁建造一
堵 3 米多高的围墙，存在发生事故的危
险性和风险隐患；而且他又指挥挖掘机
驾驶员赵某在围墙南面的山坡上平整
土地，并将挖起的泥土堆放在在建的围
墙旁，泥土的挤压对在建围墙的稳定性
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老沈存在指示
上的过失。
挖掘机驾驶员赵某虽是根据业主
老沈的要求进行施工作业，但他对相关
安全作业仍然应当尽到谨慎的注意义
务，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施工作业应当
及时停止施工或者予以拒绝，否则，一

旦发生安全事故，也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而林某作为赵某的雇主，应当对雇
员赵某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造成的损害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王某作为董某的雇主，未对建造围
墙的工程尽到安全评估、防范、监督、指
导的义务，也未为董某施工作业提供安
全可靠的工作环境，理应为董某在提供
劳务过程中所受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此外，董某作为泥工，在从事粉刷
围墙工作中因围墙突然倒塌而受伤，没
有证据证实这是由于其本身缺乏安全
意识、疏忽大意而造成的，因此不应承
担责任。
综 上 所 述 ，本 律 师 认 为 ，根 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
“二
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
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

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
承担赔偿责任”
“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
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
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
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
责任”；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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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规定，
“ 承揽人在完成
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
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
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
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起案件，应综合老沈、王某、林某、赵
某的过错程度和各自行为对损害结果
的原因力大小等因素，确定各自应承
担的损害赔偿份额。

作为社会中的人而言，大家都需要谨慎
对待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的隐患与违法
风险。正如本次案件，尽管只是一场意
外，但如果每个人都能确保自己行为的

林女士今年 30 岁，平时午饭都在
单位食堂解决，不过食堂饭吃多了难免
腻 歪 ，就 在 前 两 天 ，她 中 午 叫 了 份 外
卖。可是 11 点多点的餐，到了 12 点多
还没送到，林女士又饿又气，等外卖小
哥让她去拿餐时，她拒绝收货，并在外
卖平台上给了送餐员差评。
由于送餐员言语上并不礼貌，林女
士还打了美团外卖的投诉电话，投诉送
餐员态度有问题。
不过，让林女士没想到的是，在给
出差评和投诉之后，她接到了一个陌生
电话。对方称，自己大半天白干了，表
示不会放过林女士。对方甚至还说，已
经知道了林女士家的住址，让她以后小
心点。
林女士想想就害怕，一面再次给外
卖平台打投诉电话，把送餐员的威胁言
语告知了平台客服，另一方面，林女士
还报了警。

林女士和送餐员来到派
出所调解
城西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后，将林
女士和送餐员小董（化名）双双叫到了
派出所。小董进派出所后，一脸委屈：
“不就迟到了那么一会吗？害我被罚
100 元。我就打个电话出出气，又不会
真做什么，
她竟然让公司开除我！”
小董是个“90 后”，送外卖没多久，
他说自己好不容易加入这个外卖公司，

买衣服、头盔、送餐盒等装备花了 800
多元，都没赚到多少钱，这次因为两次
投诉，不光总共被罚 500 元，还被公司
开除了，
现在又得重新找工作了。
有着 10 多年调解经验的老协警胡
庆良出面为两人做调解工作，他先教育
了小董，让其意识到威胁言语的错误。
小董最终也后悔不已：
“ 就不该为了出
气说那些话的。”之后，他让两人签了
《人民调解书》，小董表示，不会为了被
开除的事找林女士麻烦了。

迟到前可以事先给顾客
打电话解释
小董和林女士的纠纷最终通过调
解解决了，小董也因为不当言论受到了
相应处罚。不过作为调解员的胡师傅
还是为小董惋惜：
“太年轻气盛了，遇事
也不知道用对的方式解决，逞口舌之
快，
最后受罪的还不是自己。”
胡师傅说，这两年，外卖员和客户
之间的矛盾纠纷闹到派出所的还真不
少，他就曾调解过好几起，大多因为送
餐慢了，
客户给了差评引起。
其实，外卖送餐员会因为各种因素
导致送餐慢了，有可能是餐厅生意太好
需要等待，有可能是餐厅来了新手动作
太慢，也有可能是路上下雨电瓶车开不
快，
甚至可能是送餐员不熟悉路况。
胡师傅说，他还调解过好几起送餐
员和餐厅之间的打架纠纷。由于送餐
员怕迟到被差评，不停催促厨房加快速
度，厨师忍无可忍，双方从口角最终演
化成打架。
胡师傅认为，其实，送餐慢了有时
候不见得就是送餐员的责任，平台方面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送餐员进行处
罚。而作为送餐员自身，有时候眼看要
迟到了，可以先打个电话和客户解释
下，相信只要是合理情况，大多客户都
能理解，
也不至于给差评。

秋丰小学门口的低洼处
一下雨就积水十几厘米
秋丰村村委：
已疏通排水系统，今后还将加固与改造

律师提醒
法律从来都是涉他法，只有关涉他
人的行为才会被法律所规制调整，而在
现代社会中，任何人都无法将自己置身
事外，万物都处于密切联系之中，因此，

因外卖迟到给了差评
她被送餐员电话威胁

合法性，那么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便
会大大降低，至少可以避免自己被卷入
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中。

本报讯（实习记者 倪慈丹 记者 周
晓露）近日，住在秋丰村的朱先生拨打
本报新闻热线 63344556 报料，他的孩
子在秋丰小学上学，一到下雨天，接送
孩子时就要蹚水，低洼路面会积起十
几厘米深的水潭。
“这是进出校门的必
经之路，希望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让
孩子干干净净上学。
”
记者向秋丰村村委核实了朱先生

所说的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校门口
路面的排水系统确实出现了问题，目
前已经派人对排水系统进行了疏通，
以后即使碰上大雨天，路面也不会再
出现积水现象。今后，秋丰村将在小
学附近建设一个中心公园，还将对学
校门口的路面进行改造，更新老化的
排水系统，并用沥青将地面抬高，以防
雨水积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