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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忠，又名欧阳吉
善、欧阳忠。1909年9
月出生于江西安福县金
田乡南江村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1930年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同年5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10月参加长征。

1941年9月3日，
杨忠率部达惠民县淄角
镇、夹河一带。就在再
进一步便可以过黄河与南岸清河军区取得联系
时，遭到日军包围。9月4日上午，杨忠在激战中
壮烈牺牲，时年32岁。

英烈档案

杨忠：
精忠报国英名长存

暗示
文杰认为自己早就得到过

暗示。
“空调漏水漫到了寝室里，

厕所堵了水漫到了寝室里，洗衣
机漏水也漫到了寝室里。”文杰
说，自己其实早该想到的，“我今
年犯水。”

去年四月，即将毕业的5个
人，在简单商议后，决定前往泰
国完成自己的毕业旅行。5个人
中，林宏、张玮、文杰、何彬在广
东肇庆市端州中学作为体育特
长生参加高考，周宇在三公里之
外的肇庆市第六中学。

前往泰国，是周宇的决定，
“因为泰国，最便宜。”

7月4日，他们从香港机场
飞到普吉岛，到达普吉岛后第二
天乘坐“凤凰号”邮轮出海。文
杰记得，当天早上几个人全部都
不想起床，是张玮将他们一个一
个给拉了起来。

当地时间7月5日17时45
分左右，“凤凰号”在普吉岛安达
曼海域突遇特大风暴，发生倾
覆。最终导致包括周宇在内的
47名中国游客罹难。

“如果我们当时没有选择去
泰国，如果当时我们没有起床。”
文杰认为，这一切就像是拉普拉
斯信条中的批次变量，在不停地
影响最终的结果。当变量完成
累积的那一刻，结果就已经确
定，“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命吧。”

这次沉船，给文杰的左手手
臂留下了一条长约30厘米的伤
疤，由于伤到了手部神经，他的
小指至今无法合拢。

恐惧
何彬说，自己经常会做噩

梦，梦到当初沉船时的那个场
景。坐在学校的湖边，他不停用
余光打量着湖水，身体紧绷。

从普吉岛回来之后，家里人
都在刻意回避那次沉船。“我们
家很少有人提这件事，就好像从
未发生。”何彬说，他理解家里人
的想法，也努力装成正常的样
子。但有些事，他自己无法控
制，比如怕水。

经过5年的审议，《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

《电商法》）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
正式通过，并于今日起施行。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
显示，2018上半年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
模为5.69亿人，较2017年上半年中国网
购用户的5.16亿人，同比增长了10.2%，
涵盖范围之广，涉及人员之多，致使《电
商法》一经颁布，就引起整个行业的轩然
大波，大至平台、品牌方，小至海外代购、
微商，都开始关注运营的规范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就此采
访相关专家，后者对大家普遍比较关心
的代购、押金、跨境电商等问题进行了
解读。

代购优势将减少
以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微商代购，

从今以后都会受到严格的监管。
《电商法》第九条对电子商务经营者

作了明确规定，即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
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
活动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包括电
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
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

也就是说，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
上的代购，微信朋友圈里的微商、以及
在网络直播平台中卖东西的主播，都属

于电子商务经营者。这些人都需要执
有营业执照，还须是采购国和中国双方
的营业执照；需要缴纳税务，偷税漏税
需承担刑事责任。

对此，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李旻律师认为，我们工作、消费都需
要缴纳税，微商、代购也不应该处在一
个法外之地。《电商法》实施前，代购的
利润点在于免交关税、消费税等，《电商
法》实施后，要求代购办理主体登记及
纳税，成本自然就上去了，价格也会相
应的上调，其优势也会减少。

“当然，《电商法》并不是给代购判
了死刑。”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
权益部助理分析师蒙慧欣表示，对于个
人代购，《电商法》并没有禁止，但更多
细则还需要部门规章和行政法规来调
整。淘汰掉不正规的“小代购”，将有利
于市场良性发展。

向押金退还难说不
网上订酒店、骑共享单车等，往往

需要消费者先交纳部分押金，但随着电
子商务发展，押金退还问题逐渐凸显出
来。

《电商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电子
商务经营者按照约定向消费者收取押
金的，应当明示押金退还的方式、程序，
不得对押金退还设置不合理条件。消

费者申请退还押金，符合押金退还条件
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及时退还。违
反上述规定者，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认
为，对于共享单车押金问题，首先要明确
共享单车押金退还流程和工作日时间限
制，设立专用账户用于押金退还；其次，
共享单车平台、公共单车平台与个人征
信系统接入，鼓励对于信用系数高的市
民免收押金；最关键的是，要规范押金使
用，保障资金安全。在监管下允许共享
单车平台拿押金用于商业投
资，但需要限制比例。

跨境电商再迎利好
《2018年中国进口跨境

电商发展报告》数据显示，
2018年上半年中国进口跨境
电商交易规模达 1.03 万亿
元，预计 2018 全年将达到
1900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7%。

面对如火如荼的跨境电
商发展，《电商法》就作出了相
关规定，为跨境电商提供便
利，同时也要求其合法合规。

长期以来，跨境电商存在

两种业务模式：保税和直邮，由于法律关
系不明确，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关系导致
的责任也不同，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纠
纷。此外，跨境交易还存在逃税避税、涉
嫌走私；部分跨境经销商真假掺卖、不提
供售后；私下交易、现金交易以逃避监管
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电商法》第
二十六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从事
跨境电子商务，应当遵守进出口监督管
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明确了跨境电商无论何种模式，必须遵
守进出口以及国内法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易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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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投身革命，历经多次革命战斗，长
征途中身先士卒带领战士探路搭桥，抗战
中数次袭击日伪军据点给予沉重打击，为
保卫家园在抗日战场上英勇牺牲……“杨
忠烈士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革命、奋斗、
英勇的一生。”江西省安福县委党史办主任
李铁泉这样评价道。

杨忠，又名欧阳吉善、欧阳忠。1909
年9月出生于江西安福县金田乡南江村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
10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入红军大学学
习。后任民运科科长。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杨忠任八路
军第115师民运工作团团长。1938年9月
抵达山东乐陵，成立八路军济阳支队，任支
队政委。1940年任鲁北支队司令员兼政
委。他鼓励干部战士说：“哪怕为鲁北抗战
血洒疆场，肝脑涂地，也要将抗战旗帜插到
黄河岸上，插到鹊山之巅！”

1941年，冀鲁边区的津南支队与鲁北
支队合编为第115师教导6旅兼冀鲁边军
区，杨忠任政治部主任。为执行上级要求
冀鲁边区开辟鲁北东部，打通与清河区的
联系，将两个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指示，
教导6旅连续两次“打通”行动受阻。同年
7月，杨忠率旅政治部机关、宣传大队、十七
团等执行第三次“打通”任务。沿途大造抗
战声势,宣传和发动群众。

1941年9月3日，杨忠率部达惠民县
淄角镇、夹河一带。就在再进一步便可以
过黄河与南岸清河军区取得联系时，遭到
日军包围。9月4日上午，杨忠在激战中壮
烈牺牲，时年32岁。 据新华社

巫恒通：
投笔从戎绝食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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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恒通，字天侠，
1903年出生于江苏省句
容县白兔镇柘溪村一个
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
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
1939年3月，成立句容
县民众抗敌自卫团，主动
接受新四军指导。11
月，句容县民众抗敌自卫
团改编为新四军江南指
挥部新编第3团，巫恒通
任团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军乘机反复“扫荡”
茅山地区，巫恒通在江苏句容多次指挥部队击退
日军的突袭。1941年9月6日，巫恒通在大坝上
村遭到日军包围，负伤被俘。巫恒通绝食8天，壮
烈殉国，时年38岁。

英烈档案

《电商法》今起实施
微商、代购不再处于法外之地

“凤凰号”沉船幸存者：

他在海底，
这张照片
永远也补不齐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沈轶 谢凯
广州摄影报道

路灯的光，格外明亮，将四
条影子拉得好长好长。

微醉的林宏，拿起啤酒瓶放
到嘴边，嘴里下意识说出一个周
字，又突然顿住。

他看了看身边，突然觉得眼
睛涩得慌。

时至2018年12月28日，距
离7月5日泰国沉船事故，已经
过去了177天。林宏、张玮、文杰
与何彬依然保持着一月一聚的
习惯。

如今，他们“酒比话多”，偶
尔抬头互望，总会不约而同地端
起酒杯，“敬周宇”。

四位少年的手机里，各自都
珍藏着两张合照。一张五人都
在，一张只有四人。“他在海底，
这张照片永远也补不齐了……”

自责
张玮有一台 iPad，原本

它属于周宇。
普吉岛沉船那天，所有

人的手机都被海水浸泡，已
经无法使用，而这台iPad放
在酒店得以幸免。

这次毕业旅行，本来是
张玮的主意，也是张玮将其
他人唤醒乘船。“我只是想我
们这些兄弟，以后能留下一
些回忆，我不知道会出这样
的事情，真的没想到。”他始
终认为，如果自己不是那么
执着地要叫其他人起床，可
能不会有现在的结果。

张玮有些害怕见到周宇
的父母，他有些承受不住周
宇父母那种强忍悲痛的目
光。

大概一周前的冬至，张
玮与其余三人去了周宇家，
和周宇的爸妈一起打边炉。
周宇的妈妈，好像一下子苍
老了很多，“他们其实是最难
受的，但是他们还安慰我
们。”

沉船之后，张玮一直想
要改变自己，他选择了复读，
并且不再以体育特长生的身
份参加高考。目前，他正在
一所封闭式的培训机构里补
习，他说：“没想过要考哪所
学校，只要能考上本科就行
了”。

其他人也感受到了张玮
的变化，觉得他越来越沉默，

“他可能有些责怪自己吧。”

葬礼
周宇的骨灰从泰国运回

肇庆入土那天，天下着小雨。
四个少年约定好穿着他

们一起买的那一双aj1代的
球鞋一起送他最后一程。“他
喜欢科比，他入土那前一天，
我们给他买了一件科比的24
号球衣和一双科比10代的
球鞋，最后烧给了他。”文杰
说，除了球衣和球鞋，他们每
人给周宇写了一封信，“大家
的内容都差不多，让他放心，
逢年过节，我们都会代替他
去陪他爸妈。”

以前每年元旦前跨年倒
数的时候五个少年都会找一
个安静一点的餐厅，一起喝喝
酒，打打游戏，一起跨完年再
回家。2018年最后一天，他
们准备再去一次以前跨年的
地方，“过年，我们会去他家。”

“看到水，甚至听到流水声，我都会
感觉很紧张。”沉船事故的那一天，何彬
与船一起被拖下了海。十分幸运的是，
他坐在船舱里靠门的位置，没费多少力
气，就从舱里钻了出来，依靠救生衣，慢
慢浮出水面，“我当时看了一下，少了好
多人，可能少了有一半。”

等到爬上救生艇，他才发现，自己
的小腿早已皮开肉绽。如今，尽管伤口
已经愈合，但小腿只要发力，就会产生
剧烈的疼痛感。何彬说，他也不知道是
真的疼，还是心理作用。

走在学校当中，何彬觉得既熟悉又
陌生，周宇本来要一起和他来这所学校
上学，他们曾无数次研究过这个学校，

“要是他在，我应该就不会觉得这么孤
单了吧。”

损友
林宏经常会在半夜里循环播放陈奕

迅的那一首《最佳损友》，会翻开周宇的
朋友圈一遍一遍地看。林宏说，周宇的

朋友圈在那天之后再也没更新过，“我们
还有一个五个人的群，叫做端州f5，以前
要一起买鞋子的时候都是把所有人都@
出来，现在也没办法@他了。”林宏说，周
宇是一个很会活跃气氛的胖子。

在5个人中，林宏和周宇认识最早，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认识了有十二三
年，不知道他在那边会不会孤独。”

林宏说，5个人的关系很好，所以经
常都一起行动，“晚上肚子饿，不管多晚
都一起开摩托车出来吃宵夜。”在周宇
出事后的一段时间里，林宏偶尔喝醉，
也还会拿出手机，给周宇拨打电话，不
过，总是关机的提示音。

前段时间，林宏曾被邀去划过一次
船，然而刚刚踏上船面，他就感觉船好
像要翻。“经常有这种感觉，我现在很害
怕那种摇摇晃晃的状态。”林宏说，不知
道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但他会尝试克
服这种心理，“总不能一辈子不坐船
吧？我还想去看看我们出事的地方。”

林宏计划2019年7月再去一次普
吉，为了那个认识十多年的兄弟。

在句容市烈士陵园内，有两尊半身铜
像，那戴着副眼镜，双眼炯炯有神，永远充
满坚定不屈的青年男子，就是当年与日寇
进行不屈斗争，最后壮烈殉国的抗战英烈
巫恒通。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军乘机反复
“扫荡”茅山地区，巫恒通在江苏句容多次
指挥部队击退日军的突袭。日、伪军对他
恨之入骨，杀其兄，掳其子，毁其家。巫恒
通慷慨陈词：“坚持抗敌，有敌无我，有我无
敌！有敌人在，房屋被毁，人被杀，这是必
然遭遇。只有把敌人驱逐出国境，才能保
全生命财产。现在什么是我所有的呢？我
只有抗战到底的决心。这是我应有的，而
且是我应尽的天职。”4月，巫恒通任第五行
政区督察专员兼句容县县长。

1941年9月6日，巫恒通在大坝上村
遭到日军包围，负伤被俘。日军百般威胁
利诱，并将其幼子巫健柏带到囚室企图软
化其意志。巫恒通对幼子说：“你要永远记
住你伯父、伯母和叔父是怎样死的，永远记
住你爸爸是怎样至死不投降的……你爸爸
就要像文天祥、史可法那样为国牺牲了，你
要继承父辈遗志，长大后献身革命，做一个
有志气又有骨气的中国人。”巫恒通绝食8
天，壮烈殉国，时年38岁。

印章、毛毯、方桌、长凳……在江苏茅
山新四军纪念馆里，陈列着抗战时期巫恒
通烈士使用过的物件，表现出烈士艰苦朴
素、坚强乐观的人生信念。“我们家人一直
都是听党话跟党走，做老实人，做老实事。”

“巫氏一门忠烈，前赴后继保家卫国，这种
不屈不挠的精神将代代相传。”巫恒通的孙
子巫充实这样对记者说。 据新华社

一张补不齐的五人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