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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犬走丢

21岁的南充女孩小吴在成
都上班，住在成都东门的一个小
区。半年前，她养了一只可爱的
柯基犬，取名“莱恩”。半年相伴，
小吴和莱恩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莱恩特别乖，每次我下班回家，
它都要在门口迎接我，摇着尾
巴，特别通人性。”

2017年12月23日，小吴下班
回家，发现莱恩竟然不在家里，
她猜测，自己家住一楼，莱恩应
该是想出去玩，从窗户栏杆缝隙
钻出去了。

到了晚上，莱恩还是没回
来，小吴急了，在小区四处打听
寻找，一个门卫告诉她看到了狗
狗。“结果门卫说，以为这狗是外
面跑来的，没人要，他就送给小
区两个小伙子了。”小吴说。

小吴赶紧通过门卫找到了
这两个小伙子，问过狗的特征
后，大致能肯定应该就是莱恩。
结果一位小伙子说，因为狗太吵
闹了，他们又送给别人了。追问
之下，小伙子说，收养狗狗的人
家住龙泉洪河，是一位30多岁的
女子，并给了小吴联系方式。

联系捡养人

遇“挑衅式”讨价还价

“莱恩”有下落了，小吴满怀

欣喜，在2017年12月24日凌晨，加
了捡养人的微信，准备要回自己
的爱犬。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
情，却让小吴非常抓狂。

收养“莱恩”的是女子何某，
34岁，家住洪河地铁站附近一个
电梯公寓，她是租住户，家住6
楼。记者从小吴手机上的聊天记
录上看到，从加上微信到1月11
日，无论小吴如何费尽口舌，何
某一直不愿归还“莱恩”，一直东
拉西扯，甚至提出了一些过分的
要求。

“我对狗一般态度，心情好
做好（吃）的，心情不好，踢两
脚。”

“我家养的动物换了几轮
了……鸡鸭兔子，明天给你拍个
兔子的照片，养大了，不喜欢就
杀来吃了。”

“转生活费过来，可以给你
喂好点。”

无可奈何的小吴还对何某
提出过，自己可以另买一条狗换
回“莱恩”，并表示一万元以内的
价格都可以接受。对此，何某刚
开始答应了，之后又一直顾左右
而言他，还调侃小吴：“你有很多
钱吗，很多吗？”

1月9日，多次沟通没有结
果，小吴有点生气，表示会把这
个事情发到网上，让网友评理。
何某对此很“不爽”，对小吴说：

“给你发一个火烤狗肉的视频。”

上门讨狗

发现狗被摔死

1日上午，小吴有些生气，自
己低声下气，好说歹说求了半个
月，最终发现对方根本就不想归
还，而且一直在耍她。无奈之
下，小吴把这段遭遇发到了微博
上。有热心网友在何某发给小吴
的视频中发现了线索，确认何某
就住洪河地铁站附近的一个小
区。于是，小吴决定找上门讨要

“莱恩”。
11日上午10点左右，记者跟

随小吴一起到小区打听，找到了
何某位于6楼的家。反复敲门后，
对方一直不开门。小吴在门外
喊：“莱恩！莱恩！”这时，屋内传
来了狗叫声。随后，小吴拨打110
报警求助。民警到场后叫开了
门，开门的是一位3 0多岁的女
子，身穿一件红色的外套，戴着
镜片很厚的近视眼镜，家里还有
一个小女孩。这位女子正是何
某，不过，她拒不承认自己家有
狗，还和小吴在门口吵了起来。

小吴和民警一起进到屋内，
不过刚才还有狗叫声的屋子里，
却没有找到狗的踪迹。于是，小
吴和民警从屋里出来，到楼下继
续搜寻。几分钟后，令人惊愕的
一幕出现了：在何某家窗下的地
面上，小吴发现了一条小狗，嘴
角流血，还在抽搐，奄奄一息。

虽然送到宠物医院救治，但
遗憾的是“莱恩”还是因伤势过
重死去了。

“柯基犬摔亡”事件和视频
报道后，引发全国网友高度关
注，成都龙泉警方也对此事高度
重视。11日下午，成都龙泉警方
第一时间对此事进行了回应，已
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将根据调查
结果依法处理。

据人民网

女子疑索酬不成摔死小狗

带摄像头的扫地机器人、负
责监控家里小孩或宠物的监护
器……越来越多的智能家居设
备进入家庭的同时，一些安全漏
洞频频爆出。在某网络论坛上，
多位网友发现，家中的网络摄像
头未经操作自行旋转移动视角，

“开启看家模式后，明明家里没
人，打开一看居然摄像头自动转
向，本来对着大门口，结果对着
厨房去了。”“这还让人怎么放
心，监控秒变直播?”无独有偶，
北京海淀的张女士直到从网上
看见自家客厅的照片，才发现监
控摄像头一年前就被黑客破解。

目前，我国家用摄像头保有
量为4000万至5000万个，一些安
全性较差的摄像头成为被攻击
的对象。在智能摄像头频遭入侵
的背后，是一个逐渐形成的盗卖
个人隐私黑色产业。在一些QQ
群，摄像头破解软件和摄像头IP
地址被公开售卖，数十元至数百
元不等。除了窥私，还有卖家将
偷录的私密视频当做色情视频
卖出牟利。网络安全专家提醒，
摄像头如必须联网，最好使用冷
门的接入端口，要设置较为复杂
的密码，千万不要把摄像头对准
卧室和床。

当前，国家层面尚无立法规
定摄像头的安装、使用，但在司
法实践和权利意识上，公众已对
侵犯个人隐私权须担责达成共
识。广东、辽宁等多地立法已有
规定，即明确禁止在涉及公民隐
私的场所和部位安装摄像头。去
年11月，《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
息系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中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非法泄露获取的涉及公民个人
隐私的视频图像信息，不得利用
该信息系统非法获取国家秘密、
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侵犯公
民个人隐私等合法权益”。今年

以来，北京、浙江等多地警方接
连破获黑客非法入侵居民家用
摄像头案件。8月初，浙江丽水警
方成功打掉省内首个网上传播
家庭摄像头破解入侵软件的犯
罪团伙。已被破解入侵的家庭摄
像头IP近万个，涉及云南、江西、
浙江等地。

北京律师张新年认为，非法
获取计算机数据罪将被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
学研究院孙道翠认为，借助网络
技术的犯罪具有身份隐秘、地点
隐匿、行为轨迹难以追踪等特
征，执法部门要通过提高科技力
量进行应对。

据《文摘报》

非法入侵居民家用摄像头将获刑

事件回放：张某在山东济
阳某中学就读八年级，系住校
生。张某在就读八年级期间，无
故遭受同宿舍同学的侮辱、殴
打，并持续一段时间。张某的母
亲发现张莉被打后，向学校反
映此情况。学校对此事进行调
查，并让同宿舍的打人者书写
保证书。随后张某的母亲发现
其精神异常，多次带她到多家
医院治疗。山东精神疾病司法
鉴定所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
碍，张某的精神障碍与被欺负
事件有直接因果关系，为此，张
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学校和同学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约 9 . 2 万余元。近日，法院酌情
认定同宿舍同学承担 70% 的赔
偿责任，济阳某中学承担 30%
的赔偿责任。

说法：法院认为，宿舍同学
对张某进行殴打、辱骂导致张
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应当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
担侵权责任。该事件发生时，均
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
责任应由其监护人承担。张某
系住校生，济阳某中学应当保
证其在住校期间的人身安全，
张某在住校期间有一段时间持
续遭受殴打、辱骂，济阳某中学
在管理方面存在过错，亦应当
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法院作
出了如上判决。

据《法制日报》

幼女随母亲面试坠亡
被告被判赔 108 万元

事件回放：2016 年，李女
士应朋友郭某之邀，带两岁多
的女儿到北京市大兴区金融大
厦郭某供职的保险公司应聘。面
试中，为防止女儿吵闹，李女士
将她交由郭某看管。由于郭某的
疏忽，导致女儿从楼梯栏杆的间
隙坠落，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
发后，李女士和丈夫将郭某、保
险公司以及金融大厦管理方诉
至法院，索赔 120 万余元。日
前，法院审理后认定各方当事
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郭某
40%、大厦管理方 30%，保险公
司 20%，李女士 10%，共同赔偿
李女士 108 万元。

说法：法院认为，李女士并
不熟悉大厦内的建筑情况，无
法预料且未能轻易观察到大厦
楼梯区域是否存在一定安全隐
患。加之通常的面试应聘过程
不会持续较长时间，故不应因
李女士将其女交托她人照管之
时坠亡而苛责其承担更多法律
责任。大厦管理方不能证实已就
楼梯栏杆安全隐患进行了明确
提示和防范处理，故应承担一定
责任。同时，郭某未能充分保障
之过错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应当
大于栏杆间距过宽这一环境条
件，故前者责任应大于后者。郭
某看护孩子目的是保证前来面
试的人员顺利完成应聘活动，
且本身的工作职责亦与招聘他
人从事保险代理有关，在存在
重大过错的情况下，应由保险
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据《新京报》

住校患精神分裂
宿舍同学担责 70%

点评律师：陈兆港
山东龙奥律师事务所主任

狗作为遗失物应被妥善保管
主人遗失宠物狗，后被他人

捡拾，在主人与捡拾人反复沟通
交涉主人欲索回爱犬的过程中，
因双方就酬金等事宜未达成一
致意见，其后主人上门讨要时，
捡拾人将该宠物狗摔死。针对最
近这一引发网友热议事件，现做
如下法律分析：

从民事角度看，根据宠物狗
的法律性质，其属于民法上的
物，是饲养主人的个人私有合法
财产，主人拥有完全的所有权，
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
权利应受法律保护，现在宠物狗
走失，被他人捡拾，宠物狗变成
遗失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第109条之规定，拾得遗
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
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
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第111条
之规定，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
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
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

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
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因此，就本次事件来看，捡拾
人不但拒绝归还宠物狗，还未能
妥善保管和照顾宠物导致宠物
狗最终被摔死，即使捡拾人非故
意所为，但仍然存在重大过失，
宠物狗的饲养主人可以要求捡
拾人承担民事责任，赔偿由此给
其造成的损失。

从刑事角度看，捡拾人的行
为涉嫌构成侵占罪或者故意毁
坏财物罪，如果以侵占罪认定，
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遗忘物
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
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0条之
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
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
还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
案发当地侵占罪的立案标准，侵
占罪入罪起点为2万元，且侵占
罪为亲告罪，意即受害人必须亲
自向法院起诉，以此举证证明宠物
狗的价值达到2万元，并且证明宠
物狗的死亡与捡拾人的行为存在
因果关系，但也因亲告罪举证难
度大，面临无法立案的风险。

如果捡拾人的行为被认定
为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毁坏财
物罪是指故意毁灭或者损坏公
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行为。行为人可能是出
于对财物所有人的打击报复、或
嫉妒心理或其他类似有针对性
的心理态度，毁坏财物使所有人
的财产受到损失。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275条之规定，
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
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根据案发当地故意毁坏财
物罪的立案标准，为5千元，因
此，根据宠物狗的实际价值认
定，如果宠物狗的价值超过5千
元，并且足以认定捡拾人故意
摔死狗的行为系故意行为，那
么捡拾人的行为就涉嫌构成故
意毁坏财物罪，宠物狗的饲养
主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以刑
事案件请求司法机关介入，立案
侦查。

最后，抛开法律不谈，我们
也看到了人性的弱点和阴暗面，
宠物狗始终是无辜的，人与动物
终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人主导
动物的生死，然而任何不合理的
杀、夺，都赤裸裸的揭露了人性
凉薄的一面，希望通过此次事
件，能够令人深思，引以为戒，最
终唤醒每个人的良知与善心，爱
护生灵，善待动物，尊重他人，尊
重生命！

1月11日，小吴抱着死去的柯基犬
“莱恩”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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