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赔偿150万

他释放前11天 母亲带着遗憾去世

服刑18年，王本余获得150万国家赔偿。王

本余说， 但之前跟着自己生活的女人跑了，母

亲也在自己释放前11天去世。“母亲是带着遗

憾去世的，她一直相信我没有强奸杀人，但她

没有等我到恢复名誉的这一天。”

出狱后的王本余回到老家的第一件事就是

到父母的坟前磕头， 然后在破旧的瓦屋四周转

了一圈。“我给母亲说，现在我平反了，法院都查

明了，那些事情不是我做的，母亲应该听得到。”

2014年2月，借自己60岁生日，王本余办了20

多桌宴席，一是庆生，二是想告诉大家：自己是

清白的。那天，王本余很高兴，也喝醉了。

“150万的赔偿金只要不乱花钱，够了，可

以轻松安享晚年。”王本余说，不想再去找当

初抓他的警察。“我就想过一般人的生活，干

那些万一再惹点事情出来呢？”

这些钱，王本余也分成了两部分：他花了50

余万在遂宁市区买了一套80余平方的房子。有

人在老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王本余很满意，

他盘算着， 等到这个月把包头的事情处理完就

回四川，今年把婚结了，自己和老伴就“吃利

息”，好好地过过平常人的生活，哪儿也不去了。

王本余遂宁的新家楼下有片很大的花园，这

是王本余最看重的地方，他最爱做的事，就是到花

园里散步、 锻炼。“现在我想干啥子就干啥子，以

前在监狱里，咋个可能？”王本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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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停车提示两次之后才处罚？

交警澄清：

发现乱停放就会查处

不需要先提示两次

在春熙路商圈乱停车， 交警会先进

行两次提醒， 之后才会开出罚单？3月以

来， 交警三分局一大队和春熙路街道办

联合推出治理机动车乱停放的新措施，

一度被称作“三色罚单模式”。那么，是

不是对于一辆车的乱停放行为， 都要经

历了绿色的提示单和黄色的警示单，交

警才会开出罚单？昨日，交警三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所谓先提示、警示再处罚的

说法系误读。“由于提示单、警示单和罚

单的行为主体并不一样， 对于乱停放行

为，交警一旦发现将及时查处，并不需要

先进行两次提示。”

交警三分局民警称，3月中旬以来，

该分局一大队与街道办联合，启动治理乱

停放的新措施：对于乱停放的车辆，如果

被街道和社区的志愿者发现，将会被贴上

一张绿色的“提示单”；如果被交通协管

员及协警发现，则会贴上一张黄色的“警

示单”；如果被交警发现，则会贴上“违法

告知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罚单。

交警还透露， 由于这一措施目前尚

在试点之中， 主要针对的也是外地籍的

车辆和驾驶人，是否会在更大范围推广，

目前尚未考虑。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15日00:00起，高清探头全部启动？

交警澄清：

这谣言传了几年了

如影响恶劣将追责

“从15日00:00开始，成都市高清探

头全部启动，集中专项整治驾驶、副驾驶

不系安全带， 相同处罚； 开车时接打电

话，罚款50元，闯黄闪200元，越线停车罚

100元，为期60天。”昨日，这样的一则“友

情提示”，在微博、微信朋友圈里传开。

是真的吗？昨晚，成都商报记者就此

向市交管局求证时，相关负责人表示，消

息内容是谣言，并称“这个谣言都传了

几年了”。据了解，从2012年以来，每过

一段时间，这样的谣言就会在网上传播，

市交管局已多次进行辟谣。 如果谣言传

播蔓延，影响到社会公众利益，警方将依

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交警指出， 上述 “友情提示” 中，

“驾驶、副驾驶不系安全带相同处罚”、

“酒驾一经查获一律拘役6个月” 等说

法是错误的， 而关于专项整治的消息，

也并无根据。不过，交警表示，对于包括

酒驾在内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交警部

门已经形成常态查处机制， 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只要你结婚所关心的问题，在婚

礼大观园都能找到答案”，昨日，成都商

报记者从“桃花新娘节”组委会了解到，

为了更好服务蓉城广大准备结婚的小伙

伴，“桃花新娘节”特在全国首创“婚礼

大观园”，重拳祭出全部免费内容，并于

5月期间在博瑞花园酒店盛情上演。

据了解，组委会将提供999套婚纱免

费试穿，找到你最适合穿的那一套，婚礼

时，还有机会免费获得婚纱使用权；将邀

请9位重量级婚礼策划师现场免费咨询，

让你的婚礼永远被铭记；将邀请9家精英

婚纱摄影师现场免费咨询， 让你最幸福

瞬间流淌在不老泉，镌刻在同心锁上；将

提供99套婚礼方案让你免费挑， 选择你

最中意的方案。 同时，9位婚宴专家为你

提供免费咨询，解决婚宴中的问题。

“不光你免费得到婚礼方面的解决

方案，组委会还送出总价值近20万的婚礼

产品，只要你报名，就完全有机会领取。”

组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来参加婚礼

大观园的市民，现场可参加抽奖活动，特

等奖是价值10万桃花主题婚典（一名），

一等奖是价值6000元婚纱使用权（婚礼

当天使用，共6名）,二等奖是价值人民币

2990元婚纱照一套（婚礼当天使用，共10

名），三等奖是价值2000元的消费大礼包

（共20名），同时还有很多参与奖，各种奖

品精彩纷呈，让你目不暇接。此外，组委会

也特别邀请更多的婚纱摄影公司、 婚庆

公司、 摄像公司等有实力的婚庆企业参

与此次婚礼大观园， 一起为蓉城准备结

婚的市民奉上一场精美的婚礼盛宴。

如果你准备今年结婚， 想拥有一个

完美的婚礼，你就不得不去婚礼大观园，

你可直接拨打028-66660114电话报名。

成都商报记者 安利平

不去“婚礼大观园”

今年不结婚！

免费找专家咨询，抢大礼品

王本余的老家位于遂宁船山区新桥镇

白家桥村4组， 进出需穿过一个铁路涵洞。

上世纪90年代， 在他被判刑前的最后一次

回家，涵洞还在建设中。

进村田坎路左侧一片竹林中， 便是

王本余的四间老屋。走进破旧的瓦房，屋

内满地灰尘，3张日历最晚的时间是1992

年。 堂屋右侧那间房是王本余曾经居住

的房间，床、立柜等农村生活的必需品已

经破烂。

王本武说， 今年60岁的王本余在家中

排行老大，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说起王

本余，村子里的老年人说，1991年离家外出

打工前，初中文化的他一直在家种地，老老

实实，还曾是村里的出纳。“他算账很得行，

村里面分粮都是他一个人搞定， 还经常帮

人写信，信写得好。”妹妹王秀兰说。

“大哥被抓后，几乎每个月都写信

给她，说自己是被冤枉了，但写的申诉交

上去就被撕了。”王秀兰说，她劝大哥在

里面好好改造，相信总有一天能够出来。

直到2012年真凶李彦明在北京被抓，警

方通知他去辨认人后，一家人才知道，转

机来了。

王本武记忆中，堂弟离家后，其父母一

直住在老屋，但没过几年，便得知儿子在内

蒙古“犯事”进监狱。直到他父母去世，均

未能见到王本余。2013年，7月王本余被改

判释放归家时， 母亲已过世11天。“妈就是

盼着大哥回来，但最终还是没盼到，带着遗

憾走了。”昨天18时30分许，在遂宁城区，王

本余的妹妹王秀兰说。

“出狱后，他只有七八十斤，太瘦了，人

完全都‘傻’了，与社会有点脱节。”王秀兰

说，回家后，饮水机、手机这些，他最初都用

不来，还是我们教他，他才慢慢会用。如今，

他早上6点左右就起床了，偶尔帮妹妹看店

子，经常坐着发呆。

蒙冤18年

遂宁男子死缓服刑18年后

1996年11月，42岁的王本余因强奸杀人罪

被判处死缓。2012年，真凶李彦明落网，他洗脱

了强奸杀人的罪名。据《法制晚报》报道，2013

年7月，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改判王本

余强奸杀人罪名不成立。随后因有包庇李彦明

的情节，王本余被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包庇

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蒙冤18年，王本余获得150万赔偿金。但之前

跟着他生活的女人跑了，母亲也在王本余释放前

11天去世。昨日，尚在包头市处理个人事宜的王

本余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月内将回

到四川，对于包头这座城市，他再也不想去了。

今年2月已满60岁的王本余甚至不想再去

找当初抓他的警察，老家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

对象，他准备今年内把婚结了，用赔偿金的利

息安享晚年。

王本余老家在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新桥镇，

昨日，尚在包头市处理个人事宜的王本余说起老

家，话就多了起来，言语中掩饰不住的兴奋。

今年60岁的王本余1991年离开家乡打

工，这个月，处理完包头的一些小事，他将回

到家乡。

而包头这座城市，他说，但愿以后不要想起。

1994年的12月15日下午5时许， 在包头以

蹬三轮车为生的王本余回到出租屋，同睡在一

张床上的河北籍装卸工李彦明就告诉他自己

杀了个小女孩。听到这事，王本余当时就蒙了。

据王本余回忆， 当晚9时许， 在李彦明的威胁

下，自己与李彦明一道到离出租屋10多里外的

郊外抛尸。次日，李彦明不见了。当晚，因有强

奸杀人嫌疑，王本余被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分局

民警带走。

“审讯时，我说是李彦明干的，可没有人

信。”事隔多年，王本余心有余悸，“审讯的时

候他们打我，我遭不住了，只能乱承认。”

在东河古城湾看守所，王本余度过了难熬

的两年零七个月。这期间，王本余曾主动找到

狱警， 希望能来个痛快，“我从来都没有想到，

这辈子我还能活着出来。”

1996年11月，包头中院对王本余作出了死

缓判决。王本余回忆，1997年8月，他被安排到

内蒙古第五监狱服刑，后被改判无期。

“2012年，李彦明在北京等地犯事被北京

公安局给抓着了，应该是他交代了包头的这个

命案，我才有改判出狱的机会。”王本余说，自

己因此蒙冤18年。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多次致电北京市公安

局，均未能了解到李彦明一案情况。

蒙冤18年

室友强奸杀人后消失 他被警方带走

法院改判

强奸杀人罪不成立 犯包庇罪判3年

王本余回忆，改判强奸杀人罪名不成立是

在放他出狱前，在监狱一间办公室里作出的判

决，当时高院的法官宣布，之前的强奸杀人罪

名不成立，以高院的这次判决为准。随后，2013

年9月在包头中院作出了王本余犯包庇罪获刑

3年的判决。

王本余称，出狱后见到当年的段姓审判长

时，审判长还给自己道了歉。

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内蒙古

自治区高院办公室李姓主任毫不隐讳地证

实， 王本余案确实改判了，“改判结果为强

奸杀人罪名不成立， 犯包庇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3年”。

《法制晚报》报道称，在接到王本余的最

后一次申诉后，内蒙古自治区高院的一个领导

也承认，“我们把你的档案调出来，发现确实漏

洞不少，的确缺乏证据，所以很快办这个事情，

及时纠错及时改判”。

“出狱后，他‘傻’了，与社会有点脱节”

遂/宁/老/家

王本余遂宁的老宅家徒四壁，墙上贴着的年历仍停留在上世纪

90

年代 法制晚报供图

譹訛

王本余的四间老屋破旧不堪 ，

床 、 立柜等农村生活的必需品已经

破烂 姚永忠 摄

譺訛

说到王本余的遭遇，妹妹王秀兰

伤心流泪 法制晚报供图

譻訛

今年清明节，王本余在祖坟前拜

祭父母 法制晚报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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