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增千万元安保设施
人气恢复胜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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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6时）
AQI指数 65 空气质量 良
优：攀枝花、达州、绵阳、南充、马尔康、西昌、
广安、雅安、内江、遂宁、乐山、广元、巴中、康
定、宜宾
良：泸州、资阳、自贡、眉山、德阳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4—124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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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空气质量预报

22日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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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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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4月22日开奖结果

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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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晚，成都博物馆多功能厅
将演出民族室内乐《春江花月夜》；

4月27日，东郊记忆·8090剧场将
演出北京爆笑动感话剧《夜色》；

4月27日至28日，东郊记忆·荷苗
小剧场将演出爱情温度话剧《那座城，那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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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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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山城市中心，有一片面积
约10平方公里的绿地，被当地市
民亲切地称为“绿心”，几年前建起
了嘉州绿心公园。王某欣生前的
家，就在绿心公园旁的一个小区，
出门几十米就是公园环线公路和
健身步道。自2016年11月搬入这
里后，王某欣养成了晚饭后出门散
步的习惯。

2017年12月14日17时41分
时许，31岁的王某欣像往常一样出
门散步。18时19分，她发了一条
朋友圈：“是我来的（得）太早，还说
是雨纷飞就没人来走路了”配发的
照片显示，飘着小雨的绿心公园健
身步道上空无一人。4分钟后，她

又在这条朋友圈下方留言：“我已经
走了半圈，雨大了只能跑回去。”

但她最终没能顺利跑回家。当
天晚上，王某欣失联，手机处于关机
状态。第二天，30多名亲友出动，
沿她散步线路寻找，但毫无发现。
15日晚，家属向警方报案。民警调
取监控发现，只有王某欣进入公园
的身影，却没有她出来的影像。

为找到王某欣，警方组织了百
余名警力和大量附近社区干部群
众，带上十余条搜救犬，在绿心公
园内反复进行地毯式摸排。同时，
还发布了寻人启事。

媒体报道“女教师公园跑步失
联”后，在全国引发了广泛关注。

女子公园散步被劫杀
凶手一审被判死刑

出事公园新增1199万元安保设施，预计今年7月投入使用

判决如下：被告人李某犯故意杀人罪、抢劫
罪、盗窃罪，依法判处死刑……”4月 22

日，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备受社会关注的乐山嘉
州绿心公园女子被抢劫杀害案一审宣判。

2017年12月14日，31岁的乐山女子王某
欣，在乐山嘉州绿心公园散步时失联。7天后，案
件告破，犯罪嫌疑人李某落网，王某欣系被其抢劫
杀害，案件一度引发全国关注。

听到判决结果，61岁的王岷高和54岁的范建
英夫妇相拥而泣。“感谢法律维护了正义，让杀害
我女儿的凶手罪有应得。”王岷高说，案发一年多
来，自己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女儿遇害后，这个曾经幸福的4口之家，随着
外孙女被前女婿接走，如今只剩老两口相依为命。

宣判结束后，死者父亲王岷
高搀扶着老伴范建英走出法院
大门。“感谢法院……”话还没说
完，他已经泣不成声，只能双手
合十深深一揖。

“原本有我、老伴、女儿和
外孙女的四口之家，现在只有
我们老两口了……”王岷高说，
从案发到现在，他只有两个愿
望，一是看到凶手被判死刑；二
是看到外孙、外孙女长大成家
有了下一代后，可以拍张残缺
的四世同堂合影，“所以，我们
还不能死。”

据王岷高介绍，王某欣遇害
前育有一女一子。与前夫离婚
后，当时6岁多的大女儿由她抚
养，小儿子则随了前夫赵先生。
2017年12月18日，王某欣失联
后4天，赵先生将女儿也接到了
身边，并告诉女儿和儿子：“妈妈

出远门了，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
来。”24日，在获悉前妻遇害后，
为了不让孩子难过，赵先生又带
女儿、儿子去了外地。

但隐瞒终究不能长久。
2018年1月的一天，赵先生在带
女儿出去玩时，将母亲去世的事
如实告诉了她。尽管女儿并没
有哭，但赵先生看得出她心里非
常难过。赵先生说，自己已经重
新组建了家庭，现在的妻子对姐
弟俩都非常好，“如今，8岁的女
儿慢慢融入了新的家庭，小儿子
因为年龄小，对母亲去世还没有
多少意识。”

而王某欣女儿所在小学的
校长介绍，王某欣失联并遇害初
期，学校曾专门召开会议要求，
不议论扩散这件事，将影响在学
校内压到了最低，孩子的情绪也
始终较为稳定。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李某归案后不久，曾获准见了
母亲、女友及弟弟。彼时的李某，还
未意识到罪行的严重，其中一些对
话令人哭笑不得。

对女友，李某说：“这个事情我
好好配合警察，我可能判个10年就
出来了，如果你要等我的话，你就搬
去和我父母住。如果我在监狱里听
到你和别的男的耍朋友，我不会饶
了你。”

对弟弟，李某说：“我的信用卡
里有3000块钱还没还，你帮我还
了，别影响到我的个人征信。”

2018年10月25日，本案第一
次开庭审理。李某表示，对于杀害
王某欣的事实没有异议，并对这一
事实感到抱歉，希望能够以命偿命，
同意检方加重量刑的要求，不接受
除死刑之外的判决。

今年4月9日，本案第二次开庭
审理时，面对补充起诉，李某拒绝回
答任何问题。

4月22日上午10时，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李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
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
10000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罚金15000元。

同时，对李某抢劫、盗窃的一只
金手镯、一部苹果手机和耳机、一枚
金戒指、3枚金耳钉予以追缴，返还
被害人王某欣的亲属；对李某违法
所得现金13629元继续予以追缴，
上交国库。

宣判现场，李某的家人没有出
庭。

同年12月20日，事发6天后，
警方经过海量排查，发现了一名可
疑人员——24岁的乐山马边籍男
子李某。除了在监控中形迹可疑，
李某还于12月15日中午，在乐山
市区一家典当行典当了一部苹果手
机、一只金手镯。而据家人回忆，王
某欣当天出门散步时，手上戴着金
手镯、手里拿着苹果手机。

12月21日，李某被警方抓获。
经过9个小时的讯问，他最终承认
了犯罪事实，并带警方找到了掩埋
王某欣尸体的地点——绿心公园内
一条小路边的竹林下，距离绿心环
线公路只有数十米。

据李某交代，案发前，自己无正
当工作，沉迷网络赌博，输掉了7万
多元钱。“而那段时候，他又准备结
婚。”办案民警分析说，急需用钱的
李某萌生了抢劫的念头，并趁在绿
心公园闲逛期间，物色合适的作案
目标，还制定了逃跑路线，避开了大

量监控探头。
12月14日，案发当天18时30

分许，在王某欣第二次发朋友圈约7
分钟后，李某遇到了戴着金手镯的
她。当时四下无人，李某便上前搭
讪，威胁其交出了手镯，然后同意她
离开。走了七八米后，李某见王某
欣掏出了手机，以为她要报警，便追
上去抢下了手机，还胁迫王某欣走进
了小路。此后一直到15日凌晨，王
某欣多次想摆脱李某，并一直与李某
聊天，试图取得其信任。到凌晨1时
许，李某终于再次同意她离开，并将
手镯、手机交还。但离开时，李某发
现王某欣拼命往公路上跑，以为她又
想去报警，于是再次追上去。

最终，李某用手机、石头将王某
欣砸死，并在附近找到一把锄头，刨
坑将其掩埋。处理完现场后，李某
带着王某欣的一部手机和耳机、一
只金手镯、一只金戒指、三个金耳钉
逃离现场。

女子公园散步失踪引起全国关注

典当赃物露出马脚嫌疑人被抓获

法院审理

凶手曾希望以命偿命最终被判死刑
因为本案，乐山嘉州绿心公

园的治安问题也一度备受关注，
甚至一度引发了个别市民对去
绿心跑步锻炼安全方面的担忧。

由于历史原因，绿心公园里
面以前有6个社区，生活着1000
多户、3000多名村民。2017年，
因为城市发展需要，绿心公园开
始实施绿色生态整治工程，对
1488户村民全部实施搬迁。

案发的时候，搬迁已基本结
束，此前鸡犬之声相闻的绿心
内，一到了晚上便万籁俱寂。王
某欣的遇害，当地有关各方对绿
心公园搬迁后的“真空期”更为
重视，随即从加强巡逻防控力
度、排查各类不安全因素、加强
监控探头和路灯亮化等6个方

面进行了加强。
如今，在距案发1年多后，

绿心公园早已恢复了平静。随
着天气越来越暖，来绿心公园游
玩、锻炼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
是不久前桃花盛开期，每天吸引
上万人前来赏花。到了周末高
峰期，单日甚至超过了3万人。

绿心公园管理处处长刘红
瑛表示，事情过去一年多来，公
园内再未发生一起恶性案件，
这起案件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
小。与此同时，有关各方始终
在强化绿心公园的安全防控。
据介绍，公园投资1199万元的
安保设施已于近期开始建设，
预计在今年7月初建成投入使
用。

四口之家只剩老两口
8岁女儿渐出阴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昕锋 丁伟 摄影报道

庭审现场。（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供图）

王某欣最
后发的微信朋
友圈。（网络图
片）

王某欣父
亲王岷高展示
判决书。

王某欣。

超 级 大 乐 透 第 19045 期 全 国 销 售
266773843元。开奖号码：01、04、16、19、33、
03、12，一等奖基本36注，单注奖金1000万。
追加13注，单注奖金800万。二等奖基本263
注，单注奖金91568元，追加87注，单注奖金
73254 元。三等奖 446 注，单注奖金 10000
元。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
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
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555268862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 19105期全国销售17482698
元。开奖号码：458。直选全国中奖4461（四
川472）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
0注；组选6全国中奖16059（四川660）注，单注
奖金173元。1523373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 19105期全国销售11092352
元。开奖号码：45862。一等奖31注，单注奖
金10万元。24287756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 球 胜 平 负 第 19055 期 全 国 销 售
37184790元。开奖号码：30001330310333，
全国一等奖91（四川4）注，二等奖3745（四川
165）注。

胜平负任选 9场第 19055 期全国销售
20828200元。开奖号码：30001330310333，
全国中奖9848（四川575）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58期全国
销售229744元。开奖号码：330010131300，全
国中奖1（四川0）注。

足球 4 场进球第 19062 期全国销售
1283208元。开奖号码：30230230，全国中奖
2（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6月21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