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期法律热线

关注“孩子抚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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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法律热线关注“邻里纠纷” 。 我们请来贵州一苇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潘廷军，就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解读。

每周四上午 10：30-12：00，欢迎拨打法律热线 0851-85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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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邻居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和

谐的邻里关系， 对市民幸福感的提升非常有

益。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少邻居往往因为各

种各样的原因发生纠纷，在调解不顺后，甚至

诉至法院。

贵州一苇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潘廷军表

示，根据法律规定，所谓相邻关系是指两个或

两个以上相互毗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

在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时发生的权

利义务关系。 也就是在所有人或使用人在占

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时发生矛盾的，应当

运用法律调节彼此间的矛盾，使他们有权从邻

方得到必要的便益，并防止来自邻方的危险和

危害。 同时，对各自所有权的行使也应有所节

制，不能损害邻方的合法权益。 因此，相邻关系

实际上是在斟酌相邻各方的利益和公共秩序

后，对行使所有权的一种限制或节制。

从《物权法》的角度来看，相邻关系涉及排

水权、通行权、采光权等。 近年来，伴随着城市

居民法律意识的提升，法院受理的邻里纠纷案

件在不断提升。潘廷军表示，《物权法》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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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纠纷时，市民应向居委会、社区进

行反映；若对方无法满足合理需求，市民应学会

用正确的方法维护自己权益。

邻居建阳台 侵犯了他人相邻权

读者问： 我们家小区楼房间距本来就很

近， 前段时间我家邻居在他房间外面扩建，修

了一个阳台，距离我家窗户还不到 1 米，而且

他家还经常不拉窗帘，对我的生活产生很不好

的影响。我想问他家这种情况是否伤害了我的

权利？

潘廷军律师：这位邻居的行为侵犯了读者

的相邻权，其扩建阳台的行为本就违反了相关

规定，且其扩建的后果已经影响了他人的正常

生活。根据《物权法》第八十四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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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十九条：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

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

日照。 因此，读者可以向居委会、社区反映，要

求其拆除阳台，若其置之不理，可起诉至法院

要求按照相关法律处理。

协议离婚 能否反悔

读者问：我儿子和儿媳几年前协议离婚，

现在我儿子觉得当时离婚时财产分割对他不

公平，想要推翻这份协议，该怎么办？

潘廷军律师： 离婚协议是在双方自愿的

情况下签订，合法且有效，如果签订时存在欺

诈、胁迫、强迫等行为，可以去法院申请撤销，

但是需要主张一方举证。 您儿子签订协议是

自愿的，因此虽然可以去法院申请撤销，但是

要推翻协议较为困难。

贵州一苇律师事务所

潘廷军律师为市民解答疑

问。 李慧超 摄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 均由

本报记者 李慧超 采写

采光侵权 如何补偿

读者问：隔壁邻居养了一只大型犬，我家

中有孩子，感觉害怕。 多次交涉，对方坚持要

养。 请问该怎么办？

潘廷军律师：城镇禁止养烈性犬，你可以

向物管、居委会反映要求处理，处理不成的向

公安举报要求公安机关处理。 养犬人应有相

应的养犬手续并遵守相关规定。 养犬应到农

业行政管理部门动物防疫机构进行检查，注射

兽用狂犬疫苗，领取标明有效期限的《家犬免

疫证》和免疫牌，并到所属公安派出所办理养

犬登记。养犬人遵守“不携犬践踩公共草地花

圃；制止犬吠干扰他人”等规定。

《贵阳市城镇养犬规定》对养犬手续及遵守的

事宜作了规定， 对于烈性犬是禁止饲养的，

《贵阳市城镇养犬规定》 第六条规定：“禁止

城镇居民饲养烈性犬。 本规定颁布施行之日

起 30日内， 城镇居民所养的烈性犬由养犬人

处理。 养犬人不处理的，由南明、云岩、小河区

公安机关处理；其他区、县(市)人民政府所在

地，以及经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区域由镇人民

政府处理。 ”

因此您可以要求公安或政府处理。 如被

犬伤到的，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主张侵权

赔偿。

养犬扰邻 报警处理

本报讯 6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10

点 30 分至 12 点，本报与贵阳市司法

局 联 合 主 办 的 法 律 热 线

0851-85811234，将继续开通。 本期

热线将关注离婚案件中的孩子抚

养权问题。 当然，读者有其他问题，

同样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咨

询。

在婚姻家事案件中，

除了离婚、 财产问题外，

子女抚养问题是一个极

其重要的焦点。不少父母认

为孩子是其希望所在， 因而为

了取得子女抚养权， 不惜付出一

切代价。 那么，法院在确定子女由

谁抚养的问题上， 究竟会考虑哪些原则

呢？ 本期法律热线将围绕相关话题，请

来贵州合治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王镇，为读

者解答。

王镇律师大学本科学历、 法律硕士，

2006年起任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书记员、主

任科员、助理审判员等职务，多次得到嘉奖、

并记三等功一次；现任贵州合敬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律师。 目前主要从事强制执行、不动

产及三农法律实务研究， 熟悉三农法律、商

事合同、公司法治、婚姻家庭、不动产等法律

实务工作。

除了法律热线，本报还推出了微信公众

号“贵州法律帮”（微信号：gz-flb），读者

可以随时在微信上用文字咨询，工作人员将

读者咨询的内容转交给律师，律师答复并提

出相关建议后，将刊登在本报法律版面和微

信公众号“贵州法律帮”上。

（本报记者 张鹏）

解决邻里纠纷 律师有话要说

据潘廷军介绍，《物权法》、《民法通则》、

《民通意见》等多部法律法规对于相邻关系均

进行了大量说明。

1、水源使用：《物权法》第八十六条规定

不动产权利人应当为相邻权利人用水、排水提

供必要的便利。 对自然流水的利用，应当在不

动产的相邻权利人之间合理分配。 对自然流水

的排放，应当尊重自然流向。 潘廷军举例说明

“自然流向” 一词，例如在农村，村民灌溉农田

时，上游居民不应为了自己便利，阻断溪流，使

下游居民无法使用流水。

在《民通意见》中也有提到：一方擅自堵

截或独占自然流水影响他方正常生产、 生活

的，他方有权请求排除妨碍；造成他方损失的，

应负赔偿责任。 相邻一方必须使用另一方的土

地排水的，应当予以准许；但应在必要限度内

使用并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排水，如仍造成损

失的，由受益人合理补偿。 相邻一方可以采取

其他合理的措施排水而未采取，向他方土地排

水毁损或者可能毁损他方财产，他方要求致害

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的，应当予以支持。 另外，在处理相邻房屋滴水

纠纷时， 对有过错的一方造成他方损害的，应

当责令其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2、通行权利：《物权法》规定，不动产权利

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

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 但是不动产权利人因建

造、修缮建筑物以及铺设电线、电缆、水管、暖

气和燃气管线等必须利用相邻土地、 建筑物

的，该土地、建筑物的权利人应当提供必要的

便利。

《民通意见》中还提到：对于一方所有的或

者使用的建筑物范围内历史形成的必经通道，

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不得堵塞。 因堵塞影响

他人生产、生活，他人要求排除妨碍或者恢复

原状的，应当予以支持。 但有条件另开通道的，

也可以另开通道。

3、采光、通风、日照权：《物权法》第八十

九条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

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

照。

潘廷军表示曾有案例中，一市民家中楼房

因为邻居扩建，阳光全部被遮挡。 在这个案件

中， 邻居不仅对市民家中采光权造成侵害，还

是一种多重侵权的综合。 因为阳光被遮挡而多

出的电费、采光损失导致的房屋价值贬低等损

失都应由邻居承担。

另外，《民法通则》中表示，相邻一方因修

建施工临时占用他方使用的土地，占用的一方

如未按照双方约定的范围、用途和期限使用

的， 应当责令其及时清理现场，排

除妨碍，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除上述权利外， 根据 《物权

法》规定，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

定弃置固体废物， 排放大气污染

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

射等有害物质；不动产权利人挖掘

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安装设

备等，不得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

潘廷军表示， 在处理邻里纠纷时， 依照

《物权法》规定，如果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可以

按照当地习惯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