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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流浪狗现象法律问题思考 *

*　本文是甘肃农业大学 2019 年 SRTP 项目：大学校园流浪狗现象调查――以甘肃农业大学为调查对象（项目编号：

201915043；项目主持人：韩睿）的结项成果。

——以西部某高校调查数据为例

韩 睿 李树栋 石雪蒙 白巧霞
甘肃农业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摘要】近年来 , 伴随着城市的社会流浪狗数量激增 , 流入大学校园的流浪狗数量也日趋增加。这不仅影响着大学

校园的面貌 , 还给校园广大师生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 同样为校园师生的健康与人身安全埋下了隐患。因此 , 校园流浪狗

管理已成为高校建设和谐文明校园所应对的迫切任务。本文阐述了大学校园流浪狗出现的原因 , 即宠物狗遗弃加之自

然繁殖、流浪狗校园生存环境舒适和学校管理层对相关的法律政策落实不到位 , 分析了校园流浪狗致人损害侵权责任

追究 , 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宣传保护动物知识、设立相关社团协会、切实落实相关法律政策治理校园流浪狗问题的有效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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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流浪狗出现的原因

（一）宠物狗遗弃及其自然繁殖

校外人员和部分大学生遗弃饲养的宠物狗，

以及被遗弃的宠物狗在校园内自然繁殖是大学校
园出现流浪狗的一大主要原因。随着城市生活节
奏的不断加快 , 人们受到来自工作、家庭各方的压
力也越来越大，其中有不少人选择通过饲养宠物
狗的方式来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压力。但
在实际饲养宠物狗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并没有多
余的精力去照料宠物狗或者宠物狗生病等其他原
因而将饲养的宠物狗遗弃的人不在少数，这使得
社会上流浪狗的数量激增。而大学校园作为人口
比较密集的场所，对于流浪狗而言有较大的开放
空间，这就使得流浪狗更容易流入大学校园。虽然
大多数高校明令禁止学生私自在寝室饲养宠物，

但是部分学生基于对宠物狗的热爱，还是会“顶
风作案”。这些饲养宠物狗的学生被发现查处之
后，便把宠物狗放养在校园里的固定位置，慢慢这
些宠物狗便成了流浪狗；另一方面学生毕业之后，

由于没有办法再继续饲养宠物狗，便会将其遗弃
在校园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遗弃宠物狗在校
园越来越多的聚集，再加之其自然繁殖使得校园
流浪狗问题也将日趋严重。

（二）流浪狗校园生存环境舒适

1. 校内学生热心喂食
校内学生热心喂食使得流浪狗寻找食物的途

径得到改善，进一步提升了流浪狗在校园里生存
的质量。大部分情况下，在校大学生尤其是女同学
基于爱心和对动物的喜爱会对校园内的流浪狗进
行喂食，而且喂食的途径是多样的，有定期定点喂
食的，也有顺路看见随时进行喂食的。大部分学生
都将喂食流浪狗这一行为看作是对流浪狗的关心
和爱护，觉得是在做好事，并且还会带动身边的同
学一起进行喂食，这导致流浪狗只需要定时定点
的去进食就可以，于是大量流浪狗在校园聚集。

2. 学校剩食处理点吸引
我们在进行 SRTP 项目时，通过访谈调查发

现，学校食堂人员在处理剩饭剩菜时，先将其放置
在校园内固定位置（下面统称剩食处理点），等
晚上垃圾车来搬运出学校。而在中间这一段时间
内，剩食处理点的剩饭剩菜会吸引大量流浪狗来

“饱餐一顿”。日积月累越来越多的流浪狗前来觅
食，这样就形成了流浪狗群体性繁衍驻扎在高校
校园。

（三）学校管理层对相关的法律政策落实不到位

大量社会流浪狗的出现引起了国家对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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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视，相关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政

策，如《XX 市养犬暂行管理办法》、《XX 市养

犬条例》等。大学校园本应该是学生学习的“天

堂”，但却间接成为了流浪狗的“聚居地”，大学

校园同样也是城市的一部分，本应该切实贯彻落

实政府的相关政策，但是学校相关部门并不重视

校园流浪狗这一问题，在执行落实法律政策的过

程中也存在只做表面工作现象。大学校园本身作

为人口比较密集的场所，对于流浪狗而言有较大

的开放空间，加之学校管理层的不作为，使得流浪

狗有了更多的机会流入校园。

二、校园流浪狗致人损害侵权责任追究

大学校园作为一个特殊的开放场所，每天都

有广大的师生在这里生活。大学本身应该有一个

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毫无疑问，大学要对校园安

全负责。可是，当大学校园里出现大量的流浪狗

时，老师、学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人身健康安

全又该如何保护？如果学校安保部门对于流浪狗

在校园里大量聚集、自然繁殖这一现状，而不采

取适当、必要、积极的干预措施，属于履行安全责

任的疏漏。不管安保部门找什么借口——诸如，

他们试图在校园里捕捉流浪狗时，但是却遭遇到

了部分学生的强烈抗议和校园舆论的施压，只能

有心而无力；广大师生与流浪狗的相处并没有任何

矛盾，也没有任何意外事件发生；学生们不主动挑

逗流浪狗，基本上没有因为自己的主动行为而导

致流浪狗伤人事件的产生。若学校安保部门用以

上理由来请求免除法律责任，将不予允许。在这种

被动的管理方式下，如果出现流浪狗侵权行为，当

被侵权人无法或不方便找到原流浪狗饲养员或管

理员时，学校应承担侵权责任。当然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83 条的规定，高校若是

在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后，找到流浪动物的原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的，高校可以行使追偿权。正如前文

中提到的：“校内学生热心喂食”。然而，当这些

流浪狗发生伤人事件后，喂食大学生是否想过作

为长期喂养它们的“爱心喂养人”，这样的善举很

可能是要负赔偿责任的！这里有一案例同大家警

示：“姜某、何某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

法律的作用是解决纠纷、制止纠纷。然而，

在损害发生后进行权利救济，运用法律来处理纠

纷，并不是一种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因为在这个过

程中将耗费不少物力、财力、人力。因为法律上的

权利可以得到暂时的救济，但是这一行为给人造

成的身体上的伤害和精神上的损害却是简单的民

事救济所不能够做到的。法律的作用更应该体现

的的是如何预防事故的发生和正确引导人们的进

行正确的行为方式。通过法律规则让人们知道什

么样的权利 , 承担什么样的法律义务，什么样的行

动会导致法律关系的变化 , 将导致怎样的法律责

任 , 并依法选择自己的行为。

大学作为一个供广大师生学习和生活的地

方，应该做到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功能，师生安全

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高校有责任做到提前为广

大师生排除妨害、提供安全校园。而作为在校大学

生，更应该理智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能只基于自己

喜好而影响校园环境和彼此之间的生命安全契约。

三、校园流浪狗的管理措施

随着流浪狗在校园数量的增加，也给广大师

生带来了不少的困扰，这使得对流浪狗科学有效

管理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那么我们又该

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流浪狗只增不减的问

题呢？校园流浪狗的管理不是仅凭着个人的一腔

热血和社会责任来实现的，面对如此大基数的流

浪狗需要的是各部门的齐心协力，以及广大热心

团体和个人的努力。

（一）宣传保护动物知识

校园流浪狗管理不仅需要建立相关的法律和

制度，更需要充分发挥整个社会的力量和积极作

用。学校可以定期举办一些宣传活动，向学生和学

校家属院居民介绍动物保护知识，促进人与动物

和谐相处，建立生态文明校园。学校可以通过大学

生动物保护志愿者进入学校社区向社区居民宣传

动物保护知识，一方面，参与宣传的学生可以更

多地了解中国目前的动物保护措施；另一方面，还

可以调动社区群众在校园管理流浪狗中的积极作

用。学校还可以在校园里定期播放与动物保护相

关的电影和电视节目，让学生在热爱动物的基础

上，学习更多关于动物保护的知识，让他们理性地

关爱动物。

（二）设立相关社团协会

高校可以在本学校建立相关的社团组织，利

用社团活动影响更多的大学生关爱动物，为建设

生态文明校园和生态文明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根据调查，甘肃农业大学的动物保护与福利协

会，会定期把校园里的流浪狗送往社会上的宠物

流浪站，同样如果遇到受伤的流浪狗会及时送往

学校的动物医院。建议学校有关部门把爱护动物

的宣传教育和指导，作为一项加强流浪狗管理的

重要内容。同时，充分利用学校各大团体组织的优

势，发挥学校和师生的共同作用，调动学校各方面

的力量，开展形式多样，又深受广大师生喜闻乐见

的宣传教育活动，指导并教育师生深刻认识校园

流浪狗的危害，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动员师

生积极举报违法宠物狗，自觉参与对宠物狗的监

（下转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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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可以创新地赋予党组织在民办高校办学中
的政治监督、政治把关以及对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的把握等方面的核心地位，协调处理董事会（或
理事会、校务管理委员会等）、校长和党组织三者
的关系。

（三）创新民办高校与社会互动的方式

一方面，在民办高校提供社会服务的问题
上，应着重完善民办高校“校企合作”等方面的
法律法规，对知识产权、劳务成果、学生实践等方
面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在社会对民办高校的
评价问题上，应健全权益保护与纠纷处理机制。如
仿照企业模式，设立民办学校内部的法律顾问制
度，聘请校外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健全师生权益保
护机制；完善以法律途径解决校内外矛盾和冲突的
长效机制，这也是区别于过去“大事化小”、调解
为主的纠纷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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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形成全校人人爱护的良好氛围参与流浪
狗的管理。

（三）切实落实相关法律政策

各高校应该切实履行国家出台的有关政策，

将流浪狗治理“放在心上、拿在手里”，组织学校
广大师生加入到流浪狗治理当中来，以国家法律
政策为导向，以校园实际状况为出发点，打造出适
合本校的治理办法。从根本上解决校园流浪狗频
出、校园公共环境治理的问题，为广大师生打造出
具有良好氛围的学习“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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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体质与损害后果的发生在客观上是有一定的联

系或者说是因果关系，这就势必影响到医疗机构

的损伤参与度和责任承担，因此在判断医疗行为

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就应当考虑受害人

的特殊体质。

（三）法 官 在 裁 判 过 程 中 应 当 考 虑 的 主 要

因素？

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对司法实践的

考察可以看出，在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医疗损

害责任案件中，除了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法

官在审理中还应当考虑医疗行为的过错程度、损

害后果的严重性，若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具有因

果关系还要考虑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

大小，以及受害人特殊体质对损害后果所起的作

用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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