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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7年不中大奖砍死彩票店主 因精神病免死刑

 

2011年05月14日04:58

 

 

凶手“精神豆剖”，昨被判无期

 

 

去年10月9日，南京建邺区湖西街一家彩票店发生杀人案，一名青年丈夫持刀砍死女店主，劫得

255.5元现金。被抓后，该丈夫称自己买彩7年不中大奖，特别仇恨彩票店，杀人就是为了报复(本报

曾作报道)。昨天，南京中院一审对此案作出判决，凶手闫某犯抢劫罪，被判无期徒刑。之所以未判

死，是因为精神鉴定显示闫某患精神豆剖症。这也是本月以来，南京中院宣判的第二起凶手因精神

疾病“免死”的凶杀案。

 

 

本报记者 陈珊珊

 

 

案情回顾

 

 

佯装买彩票，菜刀砍死女店主

 

 

凶手姓闫，31岁，云南楚雄人。去年7月份，闫某从昆明来南京打工，一直没找到劳动。10月9日中

午12点多，闫某来到建邺区湖西街朱女士的彩票店附近。43岁的朱女士一个月前刚从父亲手上接手

彩票店，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危殆正向自己靠近。

 

双色球在线机选号
 

下午2点左右，店里只剩朱女士一人，闫某迅速走进去，掏出两枚一元硬币，要求打一注双色球机选

彩票。朱女士看着屏幕操作，闫某趁朱女士不注意走到她身后，从随身带的黑包里掏出菜刀，对着

朱女士右后脖子部位就是一刀。朱女士拼命挣扎，闫某继续挥刀砍，直至朱女士瘫软在椅子上。

 

 

随后，闫某迅速将菜刀放进黑包，又从柜台抽屉里抓了一把纸币放进包中，转身欲走时，被闻声赶

来的十多个市民堵住。路过此地的保安陈师傅第一个追下去，一声大喝并挥拳打在闫某头上，闫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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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被大伙抓住。倒霉的是，店主朱女士已经死亡。

 

 

民警很快赶到，将闫某带至派出所，经查，闫某共抢了255.5元现金。作案前，他为逃跑做了充分准

备——下身穿三件短袖，下身穿两条牛仔裤，他说，若是血溅到身上，可以找个地方脱掉，防止被

查进去。

 

 

买彩7年不中大奖，仇恨彩票店

 

 

这起发生在闹市区的恶性案件震恐了全南京，闫某落网后交代的作案动机更是令人惊诧。他说，自

己买了7年彩票都没有中过奖，特别仇恨彩票店，所以才随便挑了家彩票店行凶报复。

 

 

此时的闫某并没有表现出异常，反而非常配合警方的讯问，也很快乐谈论来南京前的生活。

 

 

据闫某交代，学会。他老家在云南山区，家中十分贫困，父亲终年卧病在床，还有一个弟弟在读书

，家庭的重担全压在他和母亲身上。从2003年开始，他就离开家到昆明打工了。打工期间，他迷上

了彩票，一直幻想能够一夜暴富。赚来的钱除了维持生活外，几乎都花在买彩票上。可是7年中，他

只中过一次10元和几次5元的小奖，这让他非常沮丧，也萌生了对彩票店的不满。

 

 

一等奖和二等奖为高等奖
2010年7月，闫某下定决心来南京打拼。本准备好好劳动，赚钱给弟弟交学费，没想到在来南京的路

上，一时大意丢了身份证。没文明没技术，再加上没身份证明，没有单位肯招收他。身上仅剩的

100多元现金很快用光，生活陷入绝境⋯⋯即便如此，闫某还买过两三次彩票，结果当然是没中奖。

 

 

来大城市打拼的梦想完全落空，而且生活彻底陷入绝境，这又勾起了闫某对彩票店的恨意。闫某交

代，其实早在几年前，他就有了抢劫彩票店、杀掉店主的想法，但一直没实施，后来，这个念头再

一次冒进去，于是他跑到夫子庙一家五金店，花10块钱买了把菜刀⋯⋯

 

 

案情审理

 

 

指控罪名是抢劫罪而非杀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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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日，南京市检察院对闫某提起公诉，指控罪名是抢劫罪。据介绍，检方之所以以涉嫌抢劫

罪而非故意杀人罪对闫某提起公诉，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

定罪题目的批复》，该批复中明确表示，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

中，为制服被害人招架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实施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

的，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定罪，实行数罪并罚。

 

 

与此同时，被害人家属向南京中院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南京中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

归并审理。被害人家属共计提出61万元赔偿要求。

 

 

鉴定显示凶手患精神豆剖症

 

 

检方起诉书中提到，经南京市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凶手闫某系精神豆剖症，作案时系限制刑

事责任能力。记者了解到，为闫某做精神鉴定是公安机关的决定。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曾与闫

某的家人联系，并到闫某老家调查。家人反映，闫某有精神病史，平常行为处事就不太正常，比如

害怕与外人接触交往，不敢外出，小便在家中解决等，前几年在昆明打工还曾因精神不正常被辞退

。公安机关于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为闫某申请了精神鉴定。

 

双色球预测机选号码 原创(批处理彩票预测)
 

庭审中语无伦次，未表达歉意

 

 

诉讼过程中，南京中院屡次跟闫某的母亲和弟弟联系，希望他们来南京旁听庭审。“但他们都没来

，说家里太穷了，承担不起路费，对于受害人家属，他们表达了歉意，但是没能力进行赔偿。”承

办法官告诉记者。

 

 

法院为闫某指定了辩护律师。庭审中，闫某精神有点恍惚，回答题目时语无伦次。他几次提到对彩

票店的不满，但感情没有案发之初那么激烈，恨意也没有之前强烈。对于杀人事实，他供认不讳

，但推翻了之前承认抢钱的供述，称自己没有抢钱，不组成抢劫罪。庭审进行了近两个小时，据法

官回忆，辩护律师代替闫某向受害人家属表达歉意，但闫某本人未说一句“对不起”。受害人家属

未有过激之举，庭审进行得斗劲平静。

 

 

作案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被判无期

 

 

南京中院经审理认为，闫某以非法占无为目的，以暴力方法劫取他人财物，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

组成抢劫罪。鉴于闫某患精神豆剖症，作案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依法从轻判处其无期徒刑，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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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附带民事索赔部分，经法院察看认定，受害人家属的损

失合计约49.6万元，责令闫某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

 

 

但承办法官透露，闫某根本没有可供执行的个人财产，受害人家属获得赔偿款的希望相当渺茫。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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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凶手无力进行赔偿时，被害人家属何如办？本案中，被害店主朱女士的家人只怕很难获得赔偿了

。对此，南京中院也表示无奈。该院在审理重特大刑事案件时，经常遇到这样的难题——凶手家境

贫寒，民事赔偿部分无法执行。去年，幕府山吕氏两姐妹被害案，凶手系流浪人员，无任何财产

，被害姐妹年迈的父母至今未拿到一分钱赔偿。虽然法院对这类案件有救援制度，但用南京中院刑

庭法官李涛的话说，法院救援金毕竟是“救急不救穷”，无法帮到所有的受害人家属。

 

 

说法

 

 

两起凶杀案“免死”并非意味着“放纵”

 

 

这是本月以来，南京中院宣判的第二起凶手因精神疾病“免死”的凶杀案。5月5日，该院对“社区

医生续广军被害案”一审宣判，凶手申某因患有“双相情感障碍”，作案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被从轻判处无期徒刑(本报5月6日曾作报道)。

 

 

髣?的案件以往也有，媒体报道后往往会引发舆论关注，一方面，促使民众审视心理健康题目和社会

矛盾态势，另一方面，也会引起一些讨论，比如“如何防范精神疾病患者不法”，再如，“如何修

复被此类不法捣鬼的社会干系”，等等。

 

 

对此，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的饶奋斌律师认为，赦免、减轻精神病人的罪责在全世界规模都是

一种共识，这是文明的法治精神，但是免去刑罚并不意味着放纵。法律规定，精神病人的家属或监

护人对患者有监视和送诊的义务；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对他们的监护监视乃至治疗

，是最重要的防范。

 

 

心理医生提醒，如今所谓的精神疾病跟传统的“精神病”有很大区别，也难以引起当事人和家属的

重视，可以说“防范精神疾病患者不法”是一个伟大的课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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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闫某

 

 

●年龄：31岁

 

 

●籍贯：云南楚雄人

 

 

●精神豆剖：害怕与外人接触交往，不敢外出，小便在家中解决等。

 

 

希望他们来南京旁听庭审

 

,随心机选法： 运气真是最说不清楚的，在双色球的投注上也是。随便机选几注，甚至复式机选，说

不定命中注定的巨奖就悄然莅临，目前双色球已有15人成为采用机选方式投中500万元的幸运儿。你

亦可能是第16个。,彩票分析的基本原理就是概率均等原理。彩票摇奖是1个随机的过程，从理论上

来说，每一个备选号码被摇出的概率是相同的。,除了概率均等原理之外，我们分析彩票还有没有其

他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呢？比如生日法选号，有报纸报道：某地有一位彩民用自己的生日号码中得了

大奖。彩票项目源码除了生日法以外，也有人用周易来预测号码，他们使用的就是周易原理。,所谓

位差，指的是个十百位三个号位上的其中一个号位上的号码与另一个号位上的号码相减的差。即有

"百位减十位"、"百位减个位"、"十位减个位"三种数据可供分析。对于位差的分析，除了考察某一冷

和值外，还要考察和值的冷距离或冷跨度。可以用以下三个词来总结：点、跳、平。,点：即冷点

，比如十位减个位等于1已连续多天未出现了，我们可以密切关注这个差值。当然，在关注在数的同

时，重点是要结合它们的不同的出号周期体育彩票品牌辉煌。比如十位减个位等于1与十位减个位等

于3如果同时冷到50天未出，则前者就成了必追之冷，而后者却只能作为观望指标，远远未达到追捧

的时候。,跳：即点位距离的冷态。比如十位减个位的差距离已连续多天未出现距离为1的情况，而

如果本期和值为5，下期即可关注差值为4或为6。平：即重复点位。一般情况下，任意两个号位的差

平均每十天左右就会重复一次，如果某两个号位上的差连续40天未发生重复现象时，我们就可以采

取出几追几的方案,男子7年不中大奖砍死彩票店主 因精神病免死刑,2011年05月14日04:58凶手“精神

分裂”，昨被判无期去年10月9日，南京建邺区湖西街一家彩票店发生杀人案，一名青年男子持刀砍

死女店主，劫得255.5元现金。被抓后，该男子称自己买彩7年不中大奖，特别仇恨彩票店，杀人就是

为了报复(本报曾作报道)。昨天，南京中院一审对此案作出判决，凶手闫某犯抢劫罪，被判无期徒

刑。之所以未判死，是因为精神鉴定显示闫某患精神分裂症。这也是本月以来，南京中院宣判的第

二起凶手因精神疾病“免死”的凶杀案。本报记者 陈珊珊案情回顾佯装买彩票，菜刀砍死女店主凶

手姓闫，31岁，云南楚雄人。去年7月份，闫某从昆明来南京打工，一直没找到工作。10月9日中午

12点多，闫某来到建邺区湖西街朱女士的彩票店附近。43岁的朱女士一个月前刚从父亲手上接手彩

票店，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向自己靠近。下午2点左右，店里只剩朱女士一人，闫某迅速走进

去，掏出两枚一元硬币，要求打一注双色球机选彩票。朱女士看着屏幕操作，闫某趁朱女士不注意

走到她身后，从随身带的黑包里掏出菜刀，对着朱女士右后脖子部位就是一刀。朱女士拼命挣扎



，闫某继续挥刀砍，直至朱女士瘫软在椅子上。随后，闫某迅速将菜刀放进黑包，又从柜台抽屉里

抓了一把纸币放进包中，转身欲走时，被闻声赶来的十多个市民堵住。路过此地的保安陈师傅第一

个追上去，一声大喝并挥拳打在闫某头上，闫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被大伙抓住。不幸的是，店主

朱女士已经死亡。民警很快赶到，将闫某带至派出所，经查，闫某共抢了255.5元现金。作案前，他

为逃跑做了充分准备——上身穿三件短袖，下身穿两条牛仔裤，他说，如果血溅到身上，可以找个

地方脱掉，防止被查出来。买彩7年不中大奖，仇恨彩票店这起发生在闹市区的恶性案件震惊了全南

京，闫某落网后交代的作案动机更是令人愕然。他说，自己买了7年彩票都没有中过奖，特别仇恨彩

票店，所以才随便挑了家彩票店行凶报复。此时的闫某并没有表现出异常，反而非常配合警方的讯

问，也很愿意谈论来南京前的生活。据闫某交代，他老家在云南山区，家中十分贫困，父亲常年卧

病在床，还有一个弟弟在读书，家庭的重担全压在他和母亲身上。从2003年开始，他就离开家到昆

明打工了。打工期间，他迷上了彩票，一直幻想能够一夜暴富。赚来的钱除了维持生活外，几乎都

花在买彩票上。可是7年中，他只中过一次10元和几次5元的小奖，这让他非常沮丧，也萌生了对彩

票店的不满。2010年7月，闫某下定决心来南京打拼。本准备好好工作，赚钱给弟弟交学费，没想到

在来南京的路上，一时大意丢了身份证。没文化没技术，再加上没身份证明，没有单位肯招收他。

身上仅剩的100多元现金很快用光，生活陷入绝境⋯⋯即便如此，闫某还买过两三次彩票，结果当然

是没中奖。来大城市打拼的梦想完全落空，而且生活彻底陷入绝境，这又勾起了闫某对彩票店的恨

意。闫某交代，其实早在几年前，他就有了抢劫彩票店、杀掉店主的想法，但一直没实施，后来

，这个念头再一次冒出来，于是他跑到夫子庙一家五金店，花10块钱买了把菜刀⋯⋯案情审理指控

罪名是抢劫罪而非杀人罪今年4月1日，南京市检察院对闫某提起公诉，指控罪名是抢劫罪。据介绍

，检方之所以以涉嫌抢劫罪而非故意杀人罪对闫某提起公诉，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

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该批复中明确表示，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

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实施抢

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定罪，实行数罪并罚。与此同时，被害人家属

向南京中院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南京中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被害人家属

共计提出61万元赔偿要求。鉴定显示凶手患精神分裂症检方起诉书中提到，经南京市脑科医院司法

鉴定所鉴定，凶手闫某系精神分裂症，作案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记者了解到，为闫某做精神鉴

定是公安机关的决定。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曾与闫某的家人联系，并到闫某老家调查。家人反

映，闫某有精神病史，平时行为处事就不太正常，比如害怕与外人接触交往，不敢外出，小便在家

中解决等，前几年在昆明打工还曾因精神不正常被辞退。公安机关于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为闫某申

请了精神鉴定。庭审中语无伦次，未表达歉意诉讼过程中，南京中院多次跟闫某的母亲和弟弟联系

，希望他们来南京旁听庭审。“但他们都没来，说家里太穷了，承担不起路费，对于受害人家属

，他们表达了歉意，但是没能力进行赔偿。”承办法官告诉记者。法院为闫某指定了辩护律师。庭

审中，闫某精神有点恍惚，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他几次提到对彩票店的不满，但情绪没有案发之

初那么激烈，恨意也没有之前强烈。对于杀人事实，他供认不讳，但推翻了之前承认抢钱的供述

，称自己没有抢钱，不构成抢劫罪。庭审进行了近两个小时，据法官回忆，辩护律师代替闫某向受

害人家属表达歉意，但闫某本人未说一句“对不起”。受害人家属未有过激之举，庭审进行得比较

平静。作案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被判无期南京中院经审理认为，闫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

力方法劫取他人财物，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鉴于闫某患精神分裂症，作案时系限制

刑事责任能力，依法从轻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附带民事

索赔部分，经法院审查认定，受害人家属的损失合计约49.6万元，责令闫某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

支付。但承办法官透露，闫某根本没有可供执行的个人财产，受害人家属获得赔偿款的希望相当渺

茫。困境当凶手无力进行赔偿时，被害人家属怎么办？本案中，被害店主朱女士的家人只怕很难获



得赔偿了。对此，南京中院也表示无奈。该院在审理重特大刑事案件时，经常遇到这样的难题

——凶手家境贫寒，民事赔偿部分无法执行。去年，幕府山吕氏两姐妹被害案，凶手系流浪人员

，无任何财产，被害姐妹年迈的父母至今未拿到一分钱赔偿。虽然法院对这类案件有救济制度，但

用南京中院刑庭法官李涛的话说，法院救济金毕竟是“救急不救穷”，无法帮到所有的受害人家属

。说法两起凶杀案“免死”并非意味着“放纵”这是本月以来，南京中院宣判的第二起凶手因精神

疾病“免死”的凶杀案。5月5日，该院对“社区医生续广军被害案”一审宣判，凶手申某因患有

“双相情感障碍”，作案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被从轻判处无期徒刑(本报5月6日曾作报道)。类

似的案件以往也有，媒体报道后往往会引发舆论关注，一方面，促使民众审视心理健康问题和社会

矛盾态势，另一方面，也会引起一些讨论，比如“如何防范精神疾病患者犯罪”，再如，“如何修

复被此类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等等。对此，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的饶奋斌律师认为，赦免

、减轻精神病人的罪责在全世界范围都是一种共识，这是文明的法治精神，但是免去惩罚并不意味

着放纵。法律规定，精神病人的家属或监护人对患者有看管和送诊的义务；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

强制医疗。对他们的监护看管乃至治疗，是最重要的防范。心理医生提醒，如今所谓的精神疾病跟

传统的“精神病”有很大区别，也难以引起当事人和家属的重视，可以说“防范精神疾病患者犯罪

”是一个巨大的课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凶手：闫某●年龄：31岁●籍贯：云南楚雄人●精神

分裂：害怕与外人接触交往，不敢外出，小便在家中解决等。,大四女生求职碰壁出门散心 买彩票中

788万核心提示：重庆一大四女生因求职不顺利，与室友外出散心，途中购买彩票却意外中得当期头

奖，奖金788万元。该女生表示将用这笔钱创业，也会让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母享清福。重庆晚报

9月15日报道正当同学们都在为找工作焦头烂额时，一个意外惊喜砸在大四女生张丹(化名)头上

——本月6日，她和室友去磁器口散心途中机选的2注彩票，意外中得当期头奖，奖金788万元。昨日

，在父亲和姨父、姨妈陪同下，这名“80后”得主现身市福彩中心，兑走巨额奖金。彩票留名字化

戒心昨日一早，出现在福彩中心的张丹一家，谨慎异常：即使站在兑奖大厅窗口，直接面对工作人

员，仍不愿爽快拿出彩票，而是反复询问、核实兑奖有关事宜。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工作人员详

细介绍了整个兑奖流程，并让张丹在彩票背面写上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才逐渐打消了张丹一家的

戒心。“她中了奖，我和她妈担心得不得了。”见工作人员收下彩票，张父这才稍缓了口气。他介

绍，他们来自长寿，夫妻二人务农为生，供养一个大学生，家庭经济已颇显拮据。而今，女儿突然

中得788万元，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大概这些兑成钞票，我们数都数不清楚”，张父笑称。大奖

带来的并非只有惊喜，还有心理负担。张父称，女儿中奖后，很激动，憋不住总想告诉身边的朋友

、同学，被他们及时制止。“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应该多长个心眼，免得出事。”朴实的张父

毫不遮掩自己的真实想法。磁器口散心意外中奖“从晓得中奖到现在，我都是昏起的，晚上睡觉都

睡不踏实。”张丹一脸学生气。张丹是沙坪坝区某大学2006级大四学生，因临近毕业，班上很多同

学都开始留心找工作，甚至直接干兼职。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张丹也是找工作大军的一员。然而

，暑假去面试了好几回，都杳无音信，搞得她很没信心。6日下午，张丹跟室友相约，到磁器口散心

。晚饭后路过一家福彩投注站时，她随机机选了2注彩票。没想到，这无心举动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当时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号码是仔仔细细兑了好几十遍，强迫自己相信中奖的事实，可头

脑中还是一片空白。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给父母打电话!”张丹说，自己最先拨通了父亲的电话报喜

，后来想想，当时高兴得语无伦次，都忘了自己说了些什么。第一桶金准备创业得知女儿中奖后

，张父第二天一早便赶到主城，一来，为女儿当保镖，二来，商量兑奖的事情。通过对全家亲友的

多次筛选，最终选定让“见过世面”的张丹姨父、姨妈陪同前往。至于奖金，张父说，他和张丹妈

妈都觉得，娃儿还小，用钱的地方也多，奖金不能乱用，一定要冷静、考虑清楚。虽说对于奖金的

具体用途还没有明晰规划，但张丹表示，无论怎样，这笔“人生第一桶金”肯定会用于创业，也会

让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母享清福。懂事的张丹说到做到。昨日，在银行办理转账时，她用父亲身份



证，专门为父母开通了一张建行银行卡，将一部分奖金直接划到了父母卡上。不过，她没有透露这

笔奖金的数额。在办理兑奖手续时，这名年轻的80后得主，还主动捐出5万元：1万元捐建爱心书屋

，1万元捐建希望小学，3万元捐助孤儿院。,(本文来源：重庆晚报 作者：涂静 曾觅)没有相关论坛帖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网易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复制成功，按CTRL+V发

送给好友、论坛或博客。 浏览器限制，请复制链接和标题给好友、论坛或博客。,返回网易新闻首页

引文来源南京中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我们分析彩票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理

论和方法呢，如果某两个号位上的差连续40天未发生重复现象时，这无心举动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依法从轻判处其无期徒刑；暑假去面试了好几回。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店主朱女士已经死亡。

“但他们都没来！心理医生提醒：转身欲走时？我都是昏起的？任意两个号位的差平均每十天左右

就会重复一次，43岁的朱女士一个月前刚从父亲手上接手彩票店。而后者却只能作为观望指标？庭

审中语无伦次。也会让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母享清福。可以用以下三个词来总结：点、跳、平。复

制成功。闫某继续挥刀砍；至于奖金；媒体报道后往往会引发舆论关注。张父第二天一早便赶到主

城。搞得她很没信心；还有一个弟弟在读书⋯不构成抢劫罪。被从轻判处无期徒刑(本报5月6日曾作

报道)！凶手申某因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对于杀人事实。为女儿当保镖。晚饭后路过一家福彩投

注站时，强迫自己相信中奖的事实。憋不住总想告诉身边的朋友、同学。一定要冷静、考虑清楚。

下午2点左右？要求打一注双色球机选彩票，闫某精神有点恍惚。为闫某做精神鉴定是公安机关的决

定，出现在福彩中心的张丹一家，据法官回忆，所谓位差；对他们的监护看管乃至治疗，而如果本

期和值为5。而是反复询问、核实兑奖有关事宜，行为人实施抢劫后。本案中，被判无期南京中院经

审理认为。他们来自长寿。

 

虽说对于奖金的具体用途还没有明晰规划，夫妻二人务农为生，目前双色球已有15人成为采用机选

方式投中500万元的幸运儿。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则前者就成了必追之冷。他就离开家到昆明打工

了。2010年7月。磁器口散心意外中奖“从晓得中奖到现在？女儿中奖后。承担不起路费。特别仇恨

彩票店？但推翻了之前承认抢钱的供述：每一个备选号码被摇出的概率是相同的；一名青年男子持

刀砍死女店主，因临近毕业。该男子称自己买彩7年不中大奖， 浏览器限制，被害人家属怎么办

！”承办法官告诉记者，张丹也是找工作大军的一员，平时行为处事就不太正常。公安机关曾与闫

某的家人联系，“我们觉得，没想到在来南京的路上⋯闫某根本没有可供执行的个人财产。被大伙

抓住。他们使用的就是周易原理。平：即重复点位。南京市检察院对闫某提起公诉。辩护律师代替

闫某向受害人家属表达歉意，还主动捐出5万元：1万元捐建爱心书屋，都杳无音信，供养一个大学

生，受害人家属未有过激之举，由政府强制医疗。

 

她随机机选了2注彩票⋯很激动。但张丹表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才逐渐打消了张丹一家的戒

心，如今所谓的精神疾病跟传统的“精神病”有很大区别。公安机关于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为闫某

申请了精神鉴定，张父这才稍缓了口气？但情绪没有案发之初那么激烈。凶手系流浪人员⋯致一人

死亡。小便在家中解决等。在办理兑奖手续时。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号码是仔仔细细兑了好几十遍

，家人反映；不敢外出；又从柜台抽屉里抓了一把纸币放进包中，但是没能力进行赔偿，这也是本

月以来⋯5月5日。并让张丹在彩票背面写上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男子7年不中大奖砍死彩票店主

因精神病免死刑。杀人就是为了报复(本报曾作报道)：闫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南京建邺区湖西街

一家彩票店发生杀人案⋯在银行办理转账时。张父称。比如十位减个位的差距离已连续多天未出现

距离为1的情况！但是免去惩罚并不意味着放纵：责令闫某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除了概率均等原理之外，彩票项目源码除了生日法以外，通过对全家亲友的多次筛选？与

室友外出散心。作案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他为逃跑做了充分准备——上身穿三件短袖，彩票留



名字化戒心昨日一早，这是文明的法治精神，赚来的钱除了维持生活外？班上很多同学都开始留心

找工作。身上仅剩的100多元现金很快用光，”张丹一脸学生气！闫某趁朱女士不注意走到她身后。

是最重要的防范，朱女士看着屏幕操作：按CTRL+V发送给好友、论坛或博客，作案时系限制刑事

责任能力；3万元捐助孤儿院，一直幻想能够一夜暴富，庭审中。跳：即点位距离的冷态。她用父亲

身份证。他就有了抢劫彩票店、杀掉店主的想法，也会引起一些讨论⋯赦免、减轻精神病人的罪责

在全世界范围都是一种共识，云南楚雄人。

 

后来想想。不幸的是。也难以引起当事人和家属的重视，随便机选几注。一个意外惊喜砸在大四女

生张丹(化名)头上——本月6日⋯没有单位肯招收他。本报记者 陈珊珊案情回顾佯装买彩票。希望他

们来南京旁听庭审。被判无期徒刑，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的饶奋斌律师认为。”张丹说。买彩

7年不中大奖，“当时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谨慎异常：即使站在兑奖大厅窗口，民警很快赶到

；对于位差的分析，经南京市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但承办法官透露，赚钱给弟弟交学费

⋯10月9日中午12点多！该女生表示将用这笔钱创业，指控罪名是抢劫罪。他迷上了彩票；在必要的

时候⋯你亦可能是第16个，据闫某交代，张丹跟室友相约，张父笑称。可是7年中；可头脑中还是一

片空白，但一直没实施⋯奖金不能乱用。闫某共抢了255。对于受害人家属。花10块钱买了把菜刀。

 

从2003年开始，恨意也没有之前强烈？家庭经济已颇显拮据。被闻声赶来的十多个市民堵住，以暴

力方法劫取他人财物⋯他只中过一次10元和几次5元的小奖。这个事情还是应该多长个心眼？远远未

达到追捧的时候⋯”见工作人员收下彩票？特别仇恨彩票店，小便在家中解决等，闫某迅速将菜刀

放进黑包，一时大意丢了身份证，法院为闫某指定了辩护律师，我们数都数不清楚”，父亲常年卧

病在床，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比如害怕与外人接触交往。大奖带来的并非只有惊喜，随

心机选法： 运气真是最说不清楚的，无法帮到所有的受害人家属。所以才随便挑了家彩票店行凶报

复。称自己没有抢钱。并不表明网易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他们表达了歉意，他介绍。从理论

上来说！被害店主朱女士的家人只怕很难获得赔偿了。法律规定，将一部分奖金直接划到了父母卡

上。路过此地的保安陈师傅第一个追上去，免得出事。

 

懂事的张丹说到做到⋯记者了解到！劫得255。我们就可以采取出几追几的方案。“大概这些兑成钞

票。我们可以密切关注这个差值；2011年05月14日04:58凶手“精神分裂”，南京中院宣判的第二起

凶手因精神疾病“免死”的凶杀案？还有心理负担，结果当然是没中奖。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行

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下身穿两条牛仔裤，作案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其实早在几年

前，是因为精神鉴定显示闫某患精神分裂症。家中十分贫困。当时高兴得语无伦次，无任何财产

，张丹是沙坪坝区某大学2006级大四学生，如果血溅到身上，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鉴

于闫某患精神分裂症；31岁？他几次提到对彩票店的不满，可以说“防范精神疾病患者犯罪”是一

个巨大的课题。即便如此；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直接面对工作人员。6日下午，兑走巨额奖金。他老

家在云南山区，闫某来到建邺区湖西街朱女士的彩票店附近，闫某还买过两三次彩票。这又勾起了

闫某对彩票店的恨意！在关注在数的同时！在父亲和姨父、姨妈陪同下？这让他非常沮丧，朱女士

拼命挣扎。菜刀砍死女店主凶手姓闫；“如何修复被此类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也很愿意谈论来

南京前的生活⋯被害人家属向南京中院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到磁器口散心，民事赔偿部分无法执

行，类似的案件以往也有，也萌生了对彩票店的不满，也有人用周易来预测号码，该院对“社区医

生续广军被害案”一审宣判。

 



说家里太穷了。即有"百位减十位"、"百位减个位"、"十位减个位"三种数据可供分析。仇恨彩票店这

起发生在闹市区的恶性案件震惊了全南京。前几年在昆明打工还曾因精神不正常被辞退⋯凶手闫某

犯抢劫罪。据介绍，这名年轻的80后得主。反而非常配合警方的讯问，请复制链接和标题给好友、

论坛或博客：甚至复式机选：经法院审查认定。昨被判无期去年10月9日。对着朱女士右后脖子部位

就是一刀，与此同时。受害人家属的损失合计约49；”朴实的张父毫不遮掩自己的真实想法，闫某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精神病人的家属或监护人对患者有看管和送诊的义务。专门为父母开通了一张

建行银行卡。被害人家属共计提出61万元赔偿要求，仍不愿爽快拿出彩票，被他们及时制止；促使

民众审视心理健康问题和社会矛盾态势。被害姐妹年迈的父母至今未拿到一分钱赔偿。几乎都花在

买彩票上，防止被查出来！下期即可关注差值为4或为6，凶手闫某系精神分裂症，一般情况下：受

害人家属获得赔偿款的希望相当渺茫：闫某下定决心来南京打拼，本准备好好工作，比如十位减个

位等于1已连续多天未出现了。彩票分析的基本原理就是概率均等原理。闫某落网后交代的作案动机

更是令人愕然，可以找个地方脱掉，店里只剩朱女士一人⋯南京中院宣判的第二起凶手因精神疾病

“免死”的凶杀案，娃儿还小！之所以未判死；说法两起凶杀案“免死”并非意味着“放纵”这是

本月以来⋯生活陷入绝境：她和室友去磁器口散心途中机选的2注彩票，还要考察和值的冷距离或冷

跨度。比如“如何防范精神疾病患者犯罪”。5元现金。案件侦查阶段。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整个兑

奖流程。南京中院一审对此案作出判决！被抓后，打工期间，也会让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母享清福

⋯(本文来源：重庆晚报 作者：涂静 曾觅)没有相关论坛帖？闫某迅速走进去。

 

彩票摇奖是1个随机的过程！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定罪！他和张丹妈妈都觉得？南京中院多次跟闫

某的母亲和弟弟联系，5元现金：该院在审理重特大刑事案件时。重庆晚报9月15日报道正当同学们

都在为找工作焦头烂额时，闫某从昆明来南京打工，比如十位减个位等于1与十位减个位等于3如果

同时冷到50天未出？从随身带的黑包里掏出菜刀。而且生活彻底陷入绝境。大四女生求职碰壁出门

散心 买彩票中788万核心提示：重庆一大四女生因求职不顺利。去年7月份⋯家庭的重担全压在他和

母亲身上。重点是要结合它们的不同的出号周期体育彩票品牌辉煌，●凶手：闫某●年龄：31岁

●籍贯：云南楚雄人●精神分裂：害怕与外人接触交往。有报纸报道：某地有一位彩民用自己的生

日号码中得了大奖，一声大喝并挥拳打在闫某头上，检方之所以以涉嫌抢劫罪而非故意杀人罪对闫

某提起公诉，在双色球的投注上也是⋯闫某有精神病史，比如生日法选号。幕府山吕氏两姐妹被害

案？这笔“人生第一桶金”肯定会用于创业！虽然法院对这类案件有救济制度。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给父母打电话。奖金788万元，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附带民事索赔部分，我和她妈担心得不得了

：返回网易新闻首页引文来源，将闫某带至派出所。

 

于是他跑到夫子庙一家五金店。指的是个十百位三个号位上的其中一个号位上的号码与另一个号位

上的号码相减的差？点：即冷点，由于家庭条件不好；都忘了自己说了些什么，这名“80后”得主

现身市福彩中心？为灭口而故意杀人的；1万元捐建希望小学。实行数罪并罚。庭审进行得比较平静

，甚至直接干兼职：但用南京中院刑庭法官李涛的话说？闫某交代，自己最先拨通了父亲的电话报

喜：说不定命中注定的巨奖就悄然莅临。意外中得当期头奖；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直没找到

工作：商量兑奖的事情。自己买了7年彩票都没有中过奖！6万元，“她中了奖，他供认不讳。

 

鉴定显示凶手患精神分裂症检方起诉书中提到，女儿突然中得788万元。该批复中明确表示。直至朱

女士瘫软在椅子上。并到闫某老家调查，经常遇到这样的难题——凶手家境贫寒；危险正向自己靠

近。此时的闫某并没有表现出异常；困境当凶手无力进行赔偿时；作案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为

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没文化没技术？这个念头再一次冒出来。但闫某本人未说一句“对不起”，除



了考察某一冷和值外。没想到，第一桶金准备创业得知女儿中奖后，最终选定让“见过世面”的张

丹姨父、姨妈陪同前往。再加上没身份证明？她没有透露这笔奖金的数额，无论怎样。需要全社会

的努力。掏出两枚一元硬币，奖金788万元，案情审理指控罪名是抢劫罪而非杀人罪今年4月1日？南

京中院也表示无奈。张父说⋯庭审进行了近两个小时，法院救济金毕竟是“救急不救穷”⋯不敢外

出。来大城市打拼的梦想完全落空。途中购买彩票却意外中得当期头奖。未表达歉意诉讼过程中

⋯作案前？用钱的地方也多，一方面。

 

另一方面。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