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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5时）
AQI指数 111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攀枝花、西昌、遂宁、雅安、
乐山、内江、泸州、资阳、绵阳、宜宾、自贡、巴
中、广元、广安、南充、达州
优：眉山、德阳

1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00—13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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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6月12日开奖结果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阵雨转晴

阵雨

阵雨

中雨

多云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多云转阵雨

晴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晴

晴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晴

晴

11-28℃

12-20℃

19-29℃

22-31℃

21-31℃

22-31℃

22-32℃

22-30℃

22-30℃

23-33℃

22-32℃

22-32℃

22-32℃

22-32℃

22-33℃

21-31℃

22-31℃

22-31℃

22-32℃

22-31℃

阵雨

阵雨

阵雨

阵雨转中雨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阵雨

阵雨转暴雨

多云转大雨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

晴

晴

13-26℃

12-20℃

20-30℃

22-31℃

20-29℃

21-28℃

22-31℃

20-27℃

20-26℃

22-28℃

22-29℃

21-29℃

22-31℃

22-29℃

21-30℃

22-31℃

22-31℃

22-32℃

21-31℃

22-32℃

今日
限行 4 9
明日限行 5 0

6月13日至16日，四川锦城艺术宫
将演出美国原版音乐舞台剧《汪汪队立
大功·救援先锋》；

6月25日，广安大剧院将演出川剧
《天衣无缝》；

7月5日晚，《英伦绅士UKEBOX尤
克里里弹唱音乐会》将在成都大喜时代
剧场举行；

7月18日至21日，四川歌舞大剧院
将演出开心麻花高糖音乐喜剧《恋爱
吧！人类》；

7月20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
举办德国创意钢琴互动音乐会《钢琴大
斗法》；

7月27日至28日，圣彼得堡国立儿
童芭蕾舞团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
《天鹅湖》；

8月8日至10日，四川大剧院将演
出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一段8分多钟的视频，改变了常仁尧与张清林的人生轨迹。
视频中，精壮高大的常仁尧朝清瘦的张清林走去，朝着脸颊狠狠甩去一个巴掌，之后接连几下，对方无力还手……

事发后，作为学生、打人者，常仁尧于2018年12月被河南洛阳警方刑拘，至今羁押于看守所。而被打者、老师张清林，在此事
发生后生活也不平静。6月12日，此案在洛阳栾川县法院开庭审理。

这场“过激”的相遇，影响的不止师生两人，更是两个家庭。

超级大乐透第19067期全国销售
281702303元。开奖号码：03、08、11、
15、16、02、10，一等奖基本6注，单注奖
金1000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
102 注，单注奖金 534981 元，追加 19
注，单注奖金427984元。三等奖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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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6914428.40 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排 列 3 第 19156 期 全 国 销 售
15919648元。开奖号码：659。直选
全国中奖12027（四川791）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20820（四
川 1727）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18002024.5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56 期 全 国 销 售
10468896元。开奖号码：65922。一
等 奖 93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51930063.1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
月12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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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打老师？
称自己曾遭张老师踹头

6月11日，在“20年后扇老师耳光案”开庭
前一天，被告常仁尧的父亲常何（化名），又一次
来到看守所外，随便找个地方，蹲了下来，双眼
无神，望着前方，偶尔点上一支烟。当他离开
时，地上已是一地烟头。

常何知道，他进不去看守所，但他仍旧忍不
住会来这里。自从儿子被羁押看守所后，来看
守所外面等待，已成为习惯。

常何的妹妹、常仁尧的姑姑说，可能哥哥觉
得，常仁尧能够感受到爸爸在陪他。

儿子常仁尧打老师，常何其实在视频传播
出来以前，就已经知道。当时，常仁尧主动告诉
常何，自己“出气了”。

听到儿子的话，常何有些搞不明白，随后他
出了门，后来从村里一个年轻人那里，他才了解
到，常仁尧把张清林老师给打了。

回家后，常何质问常仁尧，为什么打老师？
常仁尧才第一次向常何诉说，当年自己遭

老师张清林踹头、插板子侮辱。
常何说，自己是军人出身，对待孩子的管理

很严格。以前，儿子从没跟他说起过自己被体
罚的事，只是听儿子说过其他学生被体罚。他
没有想到，常仁尧也是这些孩子当中之一。

常何上一次与常仁尧说话，是2018年12月
20日，常仁尧被捕当天上午。当时常仁尧正赶往
杭州东站，急于赶路，两人匆匆挂断了电话。

打人者妻子：
他晚上经常被噩梦惊醒

开庭前，常仁尧的妻子小琳（化名）从杭州
赶回了栾川，参加6月12日的庭审。

对于丈夫的往事，小琳很清楚。
小琳说，常仁尧晚上经常被噩梦惊醒，偶尔

会抱着头大喊“别打我，别打我”。她曾劝过常
仁尧去看心理医生，丈夫却觉得她“多事”。

2018年12月20日，常仁尧被警方拘留，至今
已过去174天。小琳一直算着天数在过日子。

期间，她曾与家里亲戚一起，带着礼物去张
清林老师家中道歉，但却被对方拒之门外，甚至
报警驱赶他们。

小琳与常仁尧有一个女儿，有时女儿会突
然要爸爸，每当这个时候，小琳总觉得很心酸。

当事人公开道歉
法院将择期宣判
6月12日上午9点，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法

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了“男子20年后当街
掌掴老师案”。至下午3点左右，庭审进行了6
个小时，法官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

12日早上8时40分左右，栾川县人民法
院外就聚集了众多围观群众，同时还有数十
名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一名围观者告诉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他们正是为常仁尧
的案件而来，“这个案子在我们这里很有名。”
法院正对面，是一家银行，该银行保安也表
示，平时这里没有这么多人。

检方认为，常仁尧的行为涉嫌“追逐、拦
截、辱骂、恐吓他人”，已经构成寻衅滋事罪，
且情节恶劣，建议在1年6个月到3年之间进
行量刑。而辩方律师则表示，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对寻衅滋事罪的解释，要认定情节恶劣，
必须符合：1、多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
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2、持凶器追逐、拦
截、辱骂、恐吓他人的；3、追逐、拦截、辱骂、
恐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
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4、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5、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
6、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而常仁尧的行为并
不符合上述情节，因此不应被认为情节恶劣。

常仁尧在庭审时表示，自己殴打张清林
老师，事出有因，是由于对方早年在担任班主
任时，有过多次殴打、侮辱自己的情况出现。
同时，常仁尧也承认自己的行为不对，并当庭
公开道歉。

在本次庭审中，案件的另一当事人，教师
张清林没有现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沈轶段意茜

常仁尧妻子于6月10日晚，通过网络发布
近万字长文，表示希望法律可以还给常仁尧一
个公平。

2018年7月底，32岁的常仁尧，在河南省栾

川县栾川乡变电站用扇耳光的方式，殴打自己
初中班主任老师张清林。同行同学为他录下了
视频。2018年12月，常仁尧因此被捕。

常仁尧妻子在“万字长文”中表示，常仁尧
所做的事确实存在一定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了
不好的影响，并且她也代常仁尧向全国所有教
育工作者道了歉。但是，她表示常仁尧之所以
会做这件事，也是事出有因，“世上没有无缘无
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同时，她表示希
望法院能够公平公正地依法判决。

6月9日，常仁尧父亲在接受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法院能够依法
判决，“我希望判决时，能够抛开当事双方身份，
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不能因为他打了老师，
就无罪变有罪。”

作为常仁尧的辩护律师，郭京朝律师也表
示，自己将为常仁尧做无罪辩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沈轶 段意茜

100余村民按手印
称他多次帮助人是个好人

常仁尧扇老师耳光事件爆发后，栾川当地，
曾有过一次小小的震动。

常仁尧所在的村里，有二三十位得过这个
年轻人恩惠的邻居和亲属，曾结队去派出所说
情。

派出所民警见警务室被村民们围个水泄不
通，就想了一个办法，让村民们回家把常仁尧平
时表现写一份情况说明，集中大家意见。

于是，在这份名为“雷湾村村民为常仁尧伸
张倡议书”上，留下了100多名村民的签名，每
人都按有手印。

“给患病无钱医治村民常小孬一次捐助现
金1000元。”

“村民常彦坡驾车撞人出车祸无力赔偿时
主动借给他现金10万元。”

……
这封倡议书中，大大小小的金钱数目和不

同村民的名字被提及。
村里人说，常仁尧是一个好人，不抽烟、不

喝酒、不赌博，最大爱好就是打篮球和钓鱼。前
两年春节回家，他告诉村里人，总是聚在一起打
牌赌小钱没什么意思，就为村里添置了几台乒
乓球桌，举办球类和棋类比赛，他还承担了比赛
后续的奖品支出。

如今，常仁尧即将坐上被告席，也牵动了无
数人。

经常体罚学生？
十余名同学愿出庭作证

在栾川部分学生群体中间，流传着实验中
学“四大暴君”的说法，张清林就是其中之一。

“暴君”的由来，自然是因为对学生的体
罚。在常仁尧出事后，有十余名常仁尧曾经的
同学，愿意出庭作证，证明常仁尧曾经被张清林
体罚的事实。

关于张清林“暴君”传说，在栾川有很多。
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将一名学生打到转学。当
地有传言称，张清林曾多次体罚一名初二女生，
该女生家长知道后，为孩子办了转学，但张清林
给这名女生留下了严重心理阴影，后来连走路，
都会躲着张清林所在的学校。

这个传言，常何表示，他也听常仁尧说起
过，这名女生其实就是常仁尧的同学。

如今，被称为“暴君”的张清林，不知是因为
年龄变大，还是因为后来的修身养性，已改变很
多。

无论是与张清林相熟的同事，还是他现今
班里的学生都表示，张老师不打人，是个挺好的
老师。

被打视频被曝光后，张清林从未在学校作过
任何解释，并且依然坚持工作。这种缄默，就像被
打以后，他从未告诉过包括妻子内的任何人。

沉默并不能为他带来清静，随着事件被曝
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慕名寻找“张老师”。张
清林本人，也被各种人肉，电话号码、家庭住址，
早已不是隐私。

情绪不稳定
见到记者突然暴怒喊“滚”

张清林，家住栾川县第五实验小学附近。
栾川第五实验小学一位教工曾表示，不知

道是哪里来的消息，曾经有人说张清林被调到
了这里教小学，经常都会有记者来访，他几乎每
周都会给人解释。

6月11日，在张清林家楼下，多家媒体记者
看到了张清林本人。

当记者表达采访意愿后，原本平静的张清
林突然暴怒，“滚，××，你再来信不信我弄死
你。”随后，他甚至想要向一名记者冲去。

有知情人表示，张清林的情绪不稳定，主要
源于女儿，“事情发生后，他女儿也被骚扰过，甚
至有同学问他女儿，‘你爸被打了，你知不知
道。’他女儿才读小学，他有顾虑。”

据常仁尧的律师透露，张清林本人不会出
现在6月12日的庭审现场。

打人者妻子万字长文喊话：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期待法院公正判决

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检方在起诉书中认为，常仁尧的行为，已构
成寻衅滋事中的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因
此将以寻衅滋事罪对常仁尧提起控诉。而常仁
尧的辩护律师则认为，常仁尧的行为并不构成
寻衅滋事，只是单纯地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仅
仅是过错。

当地曾有一个传言称，因常仁尧，栾川县
“全国文明县”没有评上，这一次他肯定跑不
了。这种传言让常仁尧家人有些心神不宁。

6月11日，常仁尧的父亲在网络上再次发
文，希望该案能够公开审理，全程直播。

事件进展

常仁尧妻子。

6月12日，河南栾川县法院开庭审理“掌掴老师案”。

河南“掌掴老师案”开庭，打人者妻子——

他经常被噩梦惊醒
抱头大喊“别打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