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生车祸后不报警反倒喝起了
酒？4月19日，记者从邛崃法

院获悉一起案件。成都邛崃一男子酒
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没有第一时间
报警，而是在路边买了一瓶酒喝起来，
还称自己是为了“壮胆”，企图在民警面
前把自己“伪装”起来逃避处罚。最终，
因其犯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和危险驾
驶罪，数罪并罚，法院合并执行拘役七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成都（16时）
AQI指数37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西昌、广安、雅安、内江、资阳、遂
宁、乐山、自贡、广元、巴中、康定、泸州、宜宾
良：攀枝花、眉山、达州、绵阳、南充、德阳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60—90 空气质量等级 良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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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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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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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4月21日开奖结果

体彩

4月24日至25日，锦城艺术宫将演
出音乐剧《我是川军》；

4月25日至26日，英国TNT剧院将
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莎士比亚经典
喜剧《仲夏夜之梦》；

4月26日，宜宾市酒都剧场将演出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羞羞的铁拳》；

4月26日至28日，成都国际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览园将举办成都超级草莓音
乐节；

4月28日，成都大喜时代剧场将演
出 2019月光星愿·九把大提琴 久石让
经典作品音乐会；

4月28日至29日，锦城艺术宫将演
出话剧《苍穹之上》；

4 月 30 日，特仑苏音乐厅将演出
“乐动蓉城”月末惠民音乐会 ——“风
华”民族音乐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峥）4月
15日至20日，由教育部和苏州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国第六届中小
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
举行，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在
内的全国547所中小学校7000余名
师生在苏州相聚，我省36所中小学
校519名师生参加现场展演展示。

据介绍，本次展演项目分为艺术
表演类、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艺术
作品类、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
例四大类。

《川剧传奇》等13个艺术节目参
加了现场展演，14所学校的学生美
术、书法、摄影作品现场展示，6所学
校的年画、糖画、废旧报纸创意艺术
和百草园中草药艺术实践工作坊在
苏州博览中心参展，另有3个单位的
艺术教育论文入选《全国中小学美育
改革创新优秀案例集》。

4月15日上午，“落实全教会·奋
进迎华诞”“1+1”系列教育部新闻发
布会在苏州市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四川省教育厅机关党委书记李志
刚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代表，在发布会现场介绍了四川省落
实美育改革发展备忘录的经验。

李志刚介绍，四川全省有教育人
口1840万，有各级各类学校2.4万余
所。2016年8月，四川省与教育部首
批签署了《学校美育改革与发展备忘
录》。还成立了“川江号子研究传承

基地”“川剧研究传承基地”等校地美
育联盟，完善大中小幼一体化美育发
展体系；支持高校开展《川江号子》
《羌族民歌》等民间艺术研究，打造具
有四川特色的艺术精品课程；成立微
校联盟，面向边远农村学校开展远程
艺术教学；组织上百场“高雅艺术进
校园”“戏曲进校园”演出。大力扶持
高校民族民乐团、无伴奏藏族、彝族

民歌合唱团等高水平学生艺术团成
长，开展大中小学优秀学生艺术团评
选。

目前全省学校艺术社团超过5.6
万个，2018年举行校级以上艺术活动
近2.2万场次，参加学生超过700万
人次，引领学生“向真向善向美向上”
成为学校艺术活动永恒的主题。

四川省是全国最早开展学生艺
术实践工坊项目的省份，被誉为学生
艺术实践工作坊的发源地，教育部曾
多次组织人员来川学习考察。

展演期间，四川学生艺术实践工
作坊是参展数量多、水准高、最受欢迎
的展示之一。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到四
川省4个艺术实践工作坊现场观摩，
品尝叙州糖画、与师生们亲切交谈。

2015年以来，“悬崖村”在
政府的帮扶下，在基层干部
的带领下，当地群众用双

手，养山羊，种青花椒、脐橙、核桃、
油橄榄，还建起方便出行的钢梯，发
展旅游业，让悬崖村“大变脸”。

第一位进入悬崖村的记者、凉
山州本土作家阿克鸠射将悬崖村
的脱贫故事写成了书，再现了“一
步跨千年”的奇迹。

4月21日，阿克鸠射和悬崖
村第一书记帕查有格、省作协副主
席伍立杨来到省图书馆，与读者进
行了现场分享。

第一次进悬崖村
爬了四小时

阿克鸠射回忆，2010年 7
月，他陪同昭觉县领导到支尔莫
乡调研，听乡长阿皮几体说“乡干
部到阿土勒尔村了解情况时，要
攀爬藤梯才能进到村子里”。那
是阿克鸠射第一次听说悬崖村。

3年后，阿克鸠射带队到阿
土勒尔村和古里拉达大峡谷采
访，第一次踏进悬崖村。踩着晃
晃悠悠的藤梯，一路走一路采一
路拍照，四个小时才抵达山上。

阿克鸠射透露了一个有趣
的细节：有一次采访中，他们六
个大男人进悬崖村穿越原始森
林时，只顾埋头攀爬。在一个路
口，前面突然出现几只凶神恶煞
的猴子，直勾勾地盯着他们，其
中一只手里还握着一块石头。

“完了，猴子要打我们！”阿
克鸠射心头一紧，但没有退步，
仗着人多，他们齐声用大嗓门吓
退了猴子。

“后来，我们与村民们交流
时才知道，村民们穿越原始森林
时，都是一路高唱山歌。”阿克
鸠射说，野生动物们听到人类高

开车出事故
为逃避法律追究现场饮酒

2017年1月9日下午5点过，何家
西驾驶一辆中型普通客车沿邛崃市临
邛镇君平大道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至
一农庄外时，与江杉丘驾驶的电动三
轮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江杉丘和车
内乘客卢梦、于汉三人均翻到在地受
伤。

案发后，江杉丘之子江平赶到现
场，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在交警大队
民警赶来之前，何家西做了一件令人
匪夷所思的事。他走到路边小卖部，
购买了一瓶歪嘴郎酒，并当场饮用。

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期间，何家西
出示了虚假的A2型机动车驾驶证。
他还称，自己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前没
有饮酒，是在事故发生后，由于和对方
发生争吵，看到对方人多，为了壮胆才
买了酒喝。经司法鉴定，何家西血液
样品乙醇浓度为115.6毫克/100毫升。

何家西到底是事发前饮酒还是事
发后饮酒？这成为该案的争议焦点。
根据相关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

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
场。其中，保护现场的范围不单包括
不移动发生事故的车辆及相关物品，
还应包括不使用酒精或药物改变车辆
驾驶人当时的身体状态。

法院认为，作为一个未饮酒、精神
正常的驾驶人员，绝不会在发生交通
事故后，明知交警即将到来的情况下
饮酒。而这起案件中，何家西辩称为
了壮胆而饮酒，更是与其专职开车多
年的驾驶员身份、现场冲突并不激烈
的情况以及常理不合。

结合案件相关调查情况和证据，
法院认为，何家西在交通事故现场饮
酒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掩饰其在交
通事故发生前饮酒的事实，因此，认定
他是在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

犯罪事实清楚
被数罪并罚拘役七个月
最终，法院审理认为，何家西为应

付公安机关检查，使用伪造的驾驶证
驾驶中型普通客车，在发生交通事故

后，为逃避处罚向公安机关出示伪造
驾驶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使用
虚假身份证件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依法应予刑事处罚。

何家西持与准驾车型不符的驾驶
证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在发生交通事
故后，明知他人报警而在呼气酒精含
量检验或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后经
检验其血液乙醇浓度为 115.6 毫克/
100毫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犯罪嫌
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为逃避
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验或者
抽取血样前又饮酒，经检验其血液酒
精含量达到醉酒标准的，应当认定为
醉酒。因此，何家西应当认定为醉酒
驾驶机动车，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
依法应予刑事处罚。

法院判决，何家西犯使用虚假身
份证件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五千元；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
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数
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拘役七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
芯邛崃法院供图（文中人物系化名）

全国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四川500余名师生秀才艺

第一次进村差点被猴子袭击
穿越原始森林需一路高歌

酒驾出事后现场喝酒就无法认定？

成都一司机用行动实力“辟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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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村》作者揭秘创作故事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尓莫乡，有一个中国最出名的
村庄——阿土勒尔村。过去，由于村庄通往外界全靠几近90
度的藤梯，因此，又被称为“悬崖村”。

亢的山歌，自然就会为人类让路。此
后，他把自己变成了“悬崖村人”，一
次又一次攀爬悬崖村，向外界讲述里
面的故事。

最喜欢村民们
叫他阿克老师

阿克鸠射认识村里好多村民，每
家每户的故事他都了然于胸。当然，
这些故事都是他与村民们交朋友、从
摆谈中问出来的。

阿克鸠射还记得，有一次，一群

媒体朋友上山，他跟在采访团当翻
译。 由于语言障碍，再加上村民们
害羞，记者们的好多问题都只有简单
的答案。

那天晚上，阿克鸠射背起从山下
带上来的酒，找来村民们，一边喝酒
一边聊天。在互相敬酒中，记者与村
民们熟络了起来，龙门阵也摆得越来
越精彩。不过，整个过程中，阿克鸠
射一直在“控场”，以免有人喝醉了。

在悬崖村，阿克鸠射有三个称
呼：阿克部长、阿克老师、阿克记者。

“你最喜欢哪一个称谓？”面
对记者的提问，阿克鸠射毫不犹
豫地说“我最喜欢他们叫我阿克
老师。”

阿克鸠射说，他曾当过教师，
他的一名学生正好在教悬崖村的
孩子们。这种情感上的纽带，让
他更觉悬崖村亲切，也更喜欢老
师这个称呼。

采访中，阿克鸠射还透露：
“《悬崖村》的书名有过变化，最初，
我把它定为《天梯》。后来，在网
上一查，天梯太多了，没有辨识
度，与出版社编辑老师一合计，
索性就叫《悬崖村》了。”

希望文学
给脱贫攻坚带来力量

为什么要写《悬崖村》这本书？
“自从悬崖村出名后，外界关

注的多了，前来探访的人也多
了。”阿克鸠射说，来的人鱼龙混
杂，有网红来直播，有人揣着假记
者证要上山，还有人在网上摘抄
一些不真实的片断杂糅成一篇假
新闻……

“外界众声喧哗，有些信息不
知真假，我有责任告诉大家一个
真实、立体的悬崖村。”阿克鸠射
说，几年时间的相处，他看见了悬
崖村的种种变化。比如说，老百
姓重视教育了，争先恐后送孩子
上学；老百姓精神面貌更好了，感
觉日子有奔头了，变得更积极也
更勤劳。

在凉山州，一共有193个悬崖
村。阿土勒尔村，只是其中的一个。

阿克鸠射觉得，阿土勒尔村
的发展，有可复制的经验，他希望
通过文学的力量，给更多悬崖村
以前进的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席秦岭肖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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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双流艺体中学表演《水母鸡》。

阿克鸠射为读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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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星 彩 第 19045 期 全 国 销 售
12381644元。开奖号码：9773879，一等
奖1注，单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5注，
单注奖金67957元；三等奖90注，单注奖
金1800元。38355487.06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104 期 全 国 销 售
16568052元。开奖号码：461。直选全国
中奖3242（四川376）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3全国中奖0注；组选6全国中奖
13476（四川2288）注，单注奖金173元。
15026972.9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04 期 全 国 销 售
10607788元。开奖号码：46140。一等奖
36注，单注奖金10万元。240542308.92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9054 期全国销售
26565404 元 。 开 奖 号 码 ：
00113333300310，一等奖全国中奖56（四
川3）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54期全国销
售 19464142 元 。 开 奖 号 码 ：
00113333300310，全国中奖 9473（四川
463）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57期
全 国 销 售 68508 元 。 开 奖 号 码 ：
100031113301，全国中奖0（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61期全国销售
927986元。开奖号码：12220031，全国中
奖11（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6月
20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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