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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国华人维权中心会长曹
华钦介绍，目前已为死者家属聘请
两名当地律师，死者家属已考虑对
警方提起诉讼。死者家属聘请的
法国律师称，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证
据指出警察受到了威胁。

“死者家属非常难过，他们认
为死者死于警察的错误，因为当时
的情况并没有紧急到需要警察开
枪”，29日，死者家属聘请当地律
师介绍，当时至少有 3 个警察敲
门：“由于警方和家属说法冲突，目
前还不能得知当天晚上具体情况，
一切都还在调查中，会根据调查情
况再做调整”。

据该律师透露，死者在2012
年曾看过精神科医生，但并没有严
重的病症。

目前，当地华人们抗议的焦点
主要三个方面：

1 警方的枪是一把长枪，一
般用于击毙恐怖分子，为什么向一
名瘦小的在家中国男子开枪？

2 在当地，一般邻里纠纷，出
动3名警察，两男一女为正常，当
天出动了50多名警察，这里是否
存在执法过当的问题？

3 警方称出于自卫才开枪击
毙中国男子，究竟有没有事前按规
定警告两次以上才开枪？

探寻
真相 死者家属和警方死者家属和警方，，究竟谁说的是真相究竟谁说的是真相？？一起来看看一起来看看。。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27日在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3月26日20时左右，在巴黎19区发生一起不幸事件，一名中国公民因与法国警察发生冲
突被打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立即启动领保应急机制，联系法国警方了解情况，要求其尽快查明真相。

据当地华人介绍，死者名叫刘绍友（音），57岁，来自中国浙江青田，事发时居住在法国巴黎19区的一栋寓所内，事发时家中还有刘绍友的女儿和儿子，
其妻子工作未归。然而，此案件却疑点重重。据新华社报道，法国媒体将此事描述成警察面对袭警行为的正当防卫，而当地中文媒体则揭露，死者并未袭
警，法国警方存在执法不当嫌疑。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令法国警方用对付恐怖分子的长枪，一枪夺走了这位身高只有一米六、体重六十余公斤、正在家中用剪刀杀鱼的瘦小中国
男子？死者的女儿目睹了夺命全过程，她说：“警察破门而入，我爸爸当时站都站不稳，怎么可能去攻击警察？”

昨日，是体彩金7乐组3组6
奖上奖 500 万促销活动的第一
天。从各地体彩网点的反馈来
看，这一轮促销活动引发了众多
彩民体验的兴趣。

崇州15150销售网点位于崇
州市中心文庙古建筑附近，有三
层楼，另有6个VIP包间，营业面
积 500 平米。销售人员告诉记
者，从昨天上午起，购买金7乐的
彩民就不断增加，预计首日的销
售数量是往常的两倍。

“金7乐促销的形式非常好，
中奖后再继续赠送彩票，这意味
着彩民还有第2次中奖机会。”销
售人员说，在金7乐第17032801
期，就有网友旗开得胜。不少彩
民冲着促销活动而来，店内体彩
金7乐的销售也红红火火。

据悉，在促销活动期间，彩
民在四川省购买的金 7 乐游戏
二同号单选（组 3）、三不同单
选（组 6）两种投注方式的彩
票，只要中奖即可在有效兑奖
期限内凭中奖彩票免费兑换一
张相应面额的金 7 乐彩票。其
中，二同号单选中奖 132 元，赠
送 36 元面额的彩票，三不同单
选中奖66元，赠送18元面额的
彩票。

3月 28日，金7乐豪掷500
万回馈四川体育彩票彩民的活动
开始了。

从金7乐第17032801期起，
彩民在省内购买金7乐二同号单
选（组3）、三不同单选（组6）彩
票，只要中奖，即可在有效兑奖期
限内，凭中奖彩票免费兑换一张
相应面额的金 7 乐彩票，直至
500万元彩票送完为止。

多年来，体彩像老朋友一样
一直陪伴着彩民，并不时给彩民
带去大奖的好消息。不知不觉
中，体彩大乐透上市已有10周
年。回望10年，大乐透带给彩民
的惊喜连连。

500万元大促销
四川体彩金7乐组3组6奖上奖

体彩大乐透是超级大奖的聚集
地,已经陪伴了彩民朋友10年，为彩
民带来了很多超级大奖。第一期大乐
透的500万大奖，出自湖北省荆州27005
站点，这是一家夫妻店，由业主黄祥新和爱
人打理。“时间过得真快，大乐透中出首注
500万那年我才三十八九岁，现在已经快
50岁了。”黄祥新感慨，直到现在仍有人知
道他这家店中过大乐透首注500万，也常
有周边的人慕名来买大乐透。

“追加”1元，让云南彩民成功实
现“超越500万的梦想”！云南的首
期 800万大奖，出自曲靖市师宗县
04703号站点。销售员史先生回忆，
2007年 5月28日早上，一位老彩友
走进他的体彩站，打算买张彩票试试
手气。史先生问他：“你要不要玩一
下新玩法！”“能不能中啊？”这位老彩
友问道。史先生笑着回答：“那谁能
知道？说不定能中个800万呢。”“那
拿来吧。”那位老彩友一边递上钱一
边接过彩票。没想到真的被史先生
说中了，其中1注中了800万。

十年来，大乐透激发了彩友的购
彩热情，点燃了很多人的创业梦想，
也点亮了无数人的精彩人生。如今，
大乐透再也不是“超越500万”这么简
单了，“千万大奖成常态”将带更多的
人去圆更大的梦想。

在宜宾市翠屏区人民路59229网
点，近期购买金7乐的彩民好运不断。

该网点专管员总结，该网点的彩
民采用“两码组合全包”的投注方式，
一次投注14元，能购买7注，其中包
括两注组3和5注组6。与此同时，
该网点的彩民热衷于众筹购彩，5到

10个相熟的彩民，每人出资一些钱，
众筹买体彩金7乐。就算没有中奖，
也损失不大。这样既能降低购买彩
票的风险，也能提高中奖率。

此外，该专管员还介绍，在3月
28日，金7乐促销以来，该网点的销
售量相比平时增加了约30%。

3月28日起，金7乐豪掷500万回馈四川体彩彩民。雷远东 摄

中奖经验
降低风险 熟人众筹买彩票

相伴十年 点亮精彩人生
大乐透千万大奖成常态

金7乐大促销
组3组6奖上奖

500万元彩票送完为止

大乐透为彩民带来了超级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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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二女儿目击全过程：
“爸爸在我身边一米处被射杀”

大女讲述/
邻里纠纷导致邻居报警
我父亲当时在拿剪刀杀鱼

刘绍友被法国警方枪杀后，数张来自死者
女儿发布在巴黎华人社区朋友圈的截图流传
出来。发文的是死者的大女儿，她说：“我是受
害者的女儿，事发的时候我不在场，但是我的
2个妹妹亲眼目睹事发。”据其讲述，当地时间
3月26日晚8点左右，死者刘绍友正在厨房里
用剪刀杀鱼，而楼上发出非常嘈杂的声音，她
父亲忍受不了，剪刀没放下就上楼理论。因为
其父当晚喝了酒，说话声音很大导致楼上法国
邻居报警，报警时他已经下楼继续回厨房杀
鱼。过了一会儿门口有人急切敲门（后确认为
两男一女三位便衣警察），但是他们没有开门。

“当时我爸爸也不想让警察进来，之后警察
按门铃几分钟我们没有开，我爸在厨房杀鱼所
以手上刚好有剪刀。警察随后开始想破门而
入，大概10来秒他们就进来了，我爸当时在门那
里，我妹妹也在旁边。我爸爸被门撞到并倒退，
警察马上向我爸爸开枪。一切过程我两个妹妹
都目睹了。我爸爸几秒钟时间就死了。开枪后
我妹妹就被轰进房间。”刘绍友大女儿说。

欧洲青田同乡总会会长陈少奇告诉媒体，
事发时刘绍友家中还有4个女儿和1个儿子，
刘绍友的妻子工作未归。

二女目击/
警察破门而入立即开枪

“爸爸在我身边一米处被射杀”

据数位当地华人华侨介绍，刘绍友的五个
子女年龄在15-25岁之间，除大女儿保留中
国籍之外，其余均为法国籍。刘绍友赋闲在家
打理家务照看孩子。

刘绍友的二女儿亲眼目睹了自己父亲被
射杀的全过程。她说：我他父亲身材瘦削，身
高只有一米六，体重六十公斤。大约晚上8点
左右有人敲门，我从猫眼里看到三个人在外
面，穿着便装。因为最近社区发生过冒充警察
上门抢劫的事，所以我们没有开门。后来门敲
的越来越响，我想去开门，但爸爸不肯。后来
外面砸门了，我爸爸一只手拿着剪刀，一只手
死命推着门。后来警察用力推开了门，我爸爸
一个踉跄，只听到一声枪响，她爸爸就倒在地
上了，警察和我爸的距离只有一米，我就在距
离爸爸旁边不到一米的地方，亲眼目睹了父亲
被杀的过程。

刘绍友的二女儿说：警察破门而入时，我
父亲几乎被推倒，站都站不稳，怎么可能有时
间用剪刀去刺警察？此外，据当地华人维权中
心会长曹华钦介绍，事发后，刘绍友的四个孩
子事发后均被警察控制在公寓内不准外出，一
直到晚上十一点半左右，孩子们前来向求援。

小区保安/
死者和报警邻居曾有矛盾

当时看到近五十个警察进小区

小区里的保安人员说，死者平时喜欢双手
背着身后，一个人在大院子里走动。事发前，
保安员在院子里碰到死者邻居时，那名邻居说
给警察打电话报警了。保安员认为如果是邻
里纠纷，理论上是先通过他来调解，然后他来
决定是否需要报警。他说随后就见到近五十
个警察荷枪实弹进到小区里，那个邻居将他们
带上六楼，即死者居住的楼层。保安介绍，刘
绍友住在6楼，过去就和邻居闹过矛盾。

死者其人/
好友称其爱喝酒，比较宅

平时对孩子和朋友都非常好

据《钱江晚报》报道，刘绍友的好友透露，
他的家境不是很好，以前在巴黎当地一家制衣
工厂做熨烫工的工作。他的妻子也以打零工
为主，在一餐馆做洗碗工。近两年，刘某因年
龄大了身体不好，家里孩子也多，干脆辞了
工。好友描述，他爱喝点小酒，不善言辞，平日
里对待孩子和朋友都非常好。死者的女儿则
说，她父亲喜欢喝酒，喝多了说话声音会高一
些。不过对子女非常宠爱，从来不打骂孩子。

他持剪刀猛地冲过来
造成一位警员受伤

据陈少奇介绍，警方和家属的说法并不一致，家
属表示警察一进门尚未按照法国法律规定警告两次
以上就开枪射杀其父。而警方表示是刘某用剪刀切
伤了一名警察后，警方才开枪还击。”但是，因为是便
衣，所有没有执法记录仪器。

而据当地媒体报道，警方称26日接报警后接入
一起位于巴黎19区的家庭纠纷，在门外听到有小孩
的尖叫声，门开后一名男人持一个冷兵器袭击警察，
另一名警察为了保护而开枪，袭击者重伤而亡。

法国警方内部消息称，被刺伤的警察已经住院
检查，伤势不是太轻。同时警方表示，目前法方司法
警察和督查已经介入，正在调查此案，调查结果出来
之前，他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

法国警方还称，死者曾经有过精神病且以前有
过案底。

然而，据当地华文媒体《华人街报》记者调查，在
2012年，刘绍友因几个孩子不大用功读书，天天看
电视电脑而恼怒，一次他生气之下，把电视机从窗门
扔到楼下花园里，后来被警察抓去到当地精神病医
院做了检验，拘留了几天才放回家中。

当地华文媒体称，目前案件没有新的进展，要等
待法医鉴定，以及警方纪律委员会的调查，看警方有
没有违法违纪，大概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出结果。

目前，法国警方辩称“因系便衣出警未携带执法
记录仪”，造成直接证据链断裂。

华人悼念与警方起冲突
华人被打伤、数人被逮捕

事发后，当地华人称警察的行为令人发指，认为
华人在法国屡次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不能再坐以待
毙，一定要团结起来维护华人的权益，以及维护自身
权益和悼念死者，于当地时间27日晚上8时前往巴
黎19区警察局门外集会。抗议中华人与警方起冲
突，数人被打伤、被逮捕。

我外交部向法方提出交涉：
尽快查明真相
采取措施保障在法中国公民安全

一名中国公民当地时间26日在
法国巴黎家中被警察枪击身亡。对
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8日表示，
中国驻法使馆已启动应急机制，第一
时间向法方交涉，要求法方尽快查明
真相，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在法
中国公民安全与合法权益。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钱江晚
报》、央视等

家属说A

警察说B

华人抗议C

律师说法

情况并没紧急到需要警察开枪

中方态度

旅法华侨在家被法旅法华侨在家被法
国警方枪杀国警方枪杀
死者是否袭警引发死者是否袭警引发
争议争议

死者家属在巴黎19区警察局门口哭诉。

死者的两个女儿向媒体讲述事发经过。 旅法华人自发到巴黎19区警察局门口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