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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2月13日起，封面新闻推出3·15封
面科技“诚品榜”公众投票评选活动，此次
票选将涵盖电商、共享出行、团购外卖、在
线教育、互联网汽车、二手车、网红饮品、
在线旅游和手机九大榜单，只要登录封面
新闻App就可以为自己心中的诚信企业
投票点赞。

虽说维权不只是说说而已，但今天，
你只需要说出你遭遇的不公，剩下的交
给我们。封面新闻将为你提供视频、文
字、图片三种形式，封面新闻App、小程
序、官方微信、微博、电话热线五大渠道，
来吐槽花钱买来的“不开心”。线索一经
采用，将获得智能音箱、头戴式耳机、智
能手环等丰富礼品。让我们一起倾听来
自消费者的声音，维护属于我们自己的
权利。

近百品牌比拼诚信红线
从“买相因”到“买品质”，从“买性价

比”到“买个性化”，从“买普通商品”到“买
安全放心”，助推着消费需求不断升级，而
持续满足消费者所需的正是阿里巴巴、拼

多多、美团、哈啰等互联网巨头。纵观九
大榜单，近百家互联网企业扎堆竞逐“诚
信榜”。

和去年相比，今年依然保留了电商榜
单，但并不意味着电商行业没有变化。品
质再度成为今年电商的关键词。不久前，
阿里发布了打假大数据，从打击侵权到价
值保护，主动防控识别、处罚涉假商家
1000余个，网络假货治理各项指标呈现
断崖式下降。社交电商拼多多下架1070
万件问题商品，联合400余品牌取证打
假，并建立起消费者保障基金。众多电商
正在拿出钉钉子的精神，尝试各种手段

“打假”，与此同时，你的投票才是打榜企
业最真实的“成绩单”。

与本地生活直接相关的“吃货服务
榜”上，美团点评、饿了么、口碑等多家平
台入围。为了让用户吃得放心，美团、饿
了么等外卖平台多次开启自查自纠行动，
并对违规下线店铺名单实时更新，物美价
廉的外卖似乎又回来了。消费者对哪家
外卖平台更加信任，最终的评选榜单中或
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新设“汽车”榜单受关注
2018年，互联网与汽车始终关联在

一起。这一年，对造车新势力来说是里程
碑式的一年，也是造车新势力的“交付元
年”：蔚来、小鹏交付进入正轨，特斯拉也
在上海完成建厂，进入国产化时代。对二
手车电商来说，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融
资额持续走高，优信上市后破发，瓜子二
手车“遥遥领先”广告被罚，二手车电商走
过了并不平静的一年。

顺应时代变化，今年的榜单新增了两
大汽车主题榜单“互联网汽车”榜和“优质
二手车”榜。2019年将是互联网汽车和
二手车电商试金的一年，行业格局的变动
必将反馈在今年的榜单之中。

此外，星巴克、瑞幸、喜茶等星罗棋布
在街头巷陌的网红饮品也是今年“诚品
榜”关注的对象。排长龙的网红奶茶店有
没有雇人排队，买到的饮料是否安全，招
牌一模一样的原创品牌奶茶店谁才是“李
鬼”……是时候检验网红饮品店的成色有
多红了。

目睹成都轰炸惨案
决定弃笔从戎

2月12日下午，在四川关爱抗
战老兵志愿者的圈子里，老兵黄开
仁去世的消息瞬间刷屏。“上午接到
他孙女电话，说黄老病重。”四川巴
蜀抗战史研究院秘书长张光秀话语
哽咽，“病重的消息还没传开，就接
到黄老去世的噩耗。”

在春节前不久，张光秀等人还
专程去了趟蒲江，再访96岁高龄的
黄开仁，听烽火连天的抗战往事，收
集更多口述资料。然而，还没从那
个少年出川抗战的往事中走出，便
闻此间少年已不在。张光秀说，黄
老生前有嘱托，死了就直接烧了安
葬，不讲那些排场。

1938年11月8日，日军空袭制
造成都惨案。一向关心前线战事，
又目睹成都轰炸惨案的黄开仁，遂
决定背着家人弃文从军。不久，时
任川军47军军长的李家钰来成都
征兵，他便和其他同学一起报了名。

由于黄开仁和李家钰是同乡，
又是文化人，便留在机要室当了译
电员，跟随部队北上抗日。

记忆惊人
年过九旬仍能绘出电码本

2018年9月，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专访黄开仁时，他仍能凭
着记忆，绘画出电码本的样貌和大
概内容，“每5个数字对应一个汉
字。例如我的姓是黄，发过来的5
个数字，前3个是对应角码，然后是
横纵列的编码，根据编码，就能在电
码本上找到对应的‘黄’字。”他曾这
样描述。

1940年春，在河南白洋泉河，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经此前往洛阳开
会，已担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的李

家钰派人前往迎接。
作为李家钰身边信任的人，黄

开仁见证了朱德与李家钰的秘密会
谈。此次会晤后，朱德将一本绝密
电码本交给李家钰，作为部队间今
后联系专用。朱德走后，李家钰将
电码本转交黄开仁，并一再嘱咐要
保管好。

1944年，豫湘桂战役打响。同
年5月21日，且战且退的李部，在河
南陕县旗杆岭附近遇袭。李家钰在
黄开仁面前，中弹倒下。为保护电
码本不被日军发现，黄开仁将电码
本埋藏，后被俘。

希望“抗战老兵口述”
被更多人看到

每每讲到此，黄开仁总会念起
“李总”。他口中的“李总”便是著名
川军爱国将领李家钰。巧合的是，
黄开仁居住的楼下，就是一条“家钰
路”。每次走过，此间心情恐怕唯有
黄老能知。

再说从日军集中营逃出后，抗
战已近尾声。黄开仁来到西安，找
到部队一位长官。长官问他，要继
续当兵，还是领路费回家。黄开仁
选择回家，为国尽忠的志向已完成，
这条捡回来的命，当留着孝敬父母。

时光飞逝，那个意气风发的少
年，留在了黑白照片上。可那一段
段峥嵘岁月往事，越到暮年，黄开仁
越想说给人听，怕有一天连他也走
了，兄弟们抛头颅、洒热血，出川抗
战打鬼子的事儿，会被人遗忘。

让他开心的是，这十余年间，从
四川到全国，很多慕名而来的人和
媒体，赶到蒲江同他畅聊、拍摄、记
录……也看到周围一群志愿者，在
四处收集、整理和他一样参加过抗
战的老兵口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力
受访者供图

失联
结伴除夕登山

一驴友或因大风摔伤失联

2月13日，据一名同行者讲述，
失联男子叫张旭，网名“小鹰”，1987
年出生，穿红色薄羽绒服，深色外
裤，前红后蓝各背一个包，是一名资
深“驴友”。2月4日下午4时许，在
雅安石棉县汽车站，他们一行3人与
张旭相识并结伴徒步攀登金银山。

据同行者回忆，2月6日，4人已
攀登至4700米高处。2月7日，张旭
与同伴走失，同伴在5000米位置等
了一个半小时，当天下午1点多没有
等到张旭，3人便在5000米处的冰
河扎营过夜。

2月8日，3人下撤到4700米，
没见到张旭，一行人又下撤到3850
米仍未见到他，继续下撤到过河点
附近的3450米时，已是下午6点半，
仍没见人。

2月9日中午12时许，同行者出
沟试图联系张旭，但未果。路人推
测，张旭可能在4700米处失联。同
行者推测，张旭在下山海拔4200米
至4600米处，可能因大风摔伤失联
可能性较大，但排除感冒、高反、失
温、自残、外界攻击等情况。

同行者回忆称，张旭情绪稳定，
性格开朗乐观，善于沟通表达，没有
发现任何不良情绪与行为。在同行
过程中彼此之间友好，并互加了微
信。

搜救
失联者平安找到

此次登山参与者将受处理

2月 13日，四川省山地救援总
队通报称，2月12日晚10点接到紧
急求救信息，徒步登山人员张旭在
甘孜州金银山登山活动时失联，失
联地区属于高海拔区域，地形复杂
多变。山地救援队迅速响应，与失
联者亲属联系，同时集结队员、分配
任务、搜集多方信息、准备救援装备
与物资，随即展开搜救行动。

13日凌晨2点40分，山地救援
队第一梯队连夜出发前往事发地，
于清晨7点14分到达事发地附近的
草科乡，与当地乡政府共同开展搜
救行动。同时，救援队指挥中心后
台人员，继续搜集失联人员相关信
息，为前方人员提供救援协调保障。

13日上午10点，救援队与当地
政府根据掌握的信息，分析失联者
情况，确定失联者可能存在的范围，
制定初步搜救路线和方案。11点
20分，第一批搜救人员出发上山搜
救。救援力量分为两队，一队由当
地乡政府带领在海拔3800米道路
旁边稍远区域进行搜寻，一队由省
山地救援总队前往海拔3800米以
上区域进行搜救。

13日下午4时许，四川省山地
救援总队传来消息，已找到失联者
张旭，人平安。由于通信原因具体
情况还不详。

四川省登山协会负责人称，经
查实，这次参与登山者没有到当地
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山许可
证，违反了《四川省登山管理办法》
属违规登山。当地体育行政部门将
进行调查处理。

3·15封面科技“诚品榜”开启公众投票
好礼恭候：吐槽你花钱买来的“不开心”

你是否遭遇过消费陷阱申
诉困难重重？你是否在消费维
权中经历了漫长等待，最后却不
了了之？即日起，我们将为您提
供五大维权渠道，24小时等待你
来吐槽花钱买来的“不开心”：

❶App留言：下载封面新闻
客户端，选择“我的”，点击“封蜜
Club”，进入 3·15封面科技“诚
品榜”页面，投票页面末尾点击

“我要爆料”，进行留言投诉。

❷小程序留言：打开封面微
信小程序，点击左上角“我要爆
料”，可直接发送文字、视频、图
片进行投诉。

❸微博留言：关注封面新闻
新浪微博后私信发送投诉内容。

❹微信留言：关注封面新
闻、华西都市报公众号直接发送
投诉内容。

❺电话爆料：
028-8696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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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渠道
等你吐槽

花钱买来的“不开心”

曾受邀观礼“9·3”大阅兵
96岁抗战老兵黄开仁辞世

又一位抗战老兵凋零。
2月12日，96岁的黄开仁在蒲江老

家去世，带着那段同侵华日军拼杀、目睹
爱国将领李家钰殉国、见证朱德密送川
军电码本的一段段峥嵘往事，在乡间爆
竹声中，悄然离去。

高中时弃笔从戎的黄开仁，获得过国
家名义颁发的抗战纪念章，2015年还曾
受邀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礼“9·3”大
阅兵。

作为川内记忆最好、思维最清晰的
抗日川军，要是遇上想听抗战往事的年
轻人，他总是来者不拒的，事后还会念叨
一句，“我们机要室译电员，以前可是整
本整本地背密码本的哦。”

如今，打开手机轻轻一点，网上购物、一键打车、点餐外卖、在线旅行
便尽在掌握，互联网对消费方式的改变正持续走向繁荣。

但在这繁荣的背后，却也暗藏着无序。消费者不确定自己的押金在
以后是否能退回，不知道自己点的外卖是否安全，不清楚网上淘的二手车是否靠谱，
不明白为何花大价钱买的产品却是一用就坏的山寨货……人们在享受到行业发展
红利的同时，也在无形中被无良商家组成的利益共同体所绑架。我们希望能改变这
样的现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欧阳宏宇实习生 冯露曦

黄开仁，96 岁，四川蒲江人，
曾是川军第36集团军机要室译电
员，上尉军衔。跟随著名抗日英
烈、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开
赴山西、河南等地，参加中条山战
役、洛阳会战等。见证李家钰与
朱德互赠电码本。抗战中，目睹
李家钰被日军偷袭身亡，后从日
军集中营中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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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救海螺沟金银山
驴友失联四天后平安找到
违规登山者将被调查处理

2月4日，除夕当天，甘孜州康定市界碑区域，贡嘎山西
南面，80后驴友张旭与人结伴徒步攀登金银山。2月8
日，在回撤时，张旭与同伴失联。

2月13日，四川省山地救援总队通报称：12日晚接到求救信
息后，立即启动山地应急救援方案，第一时间联系了当地派出所
和甘孜州体育登山行政管理部门，经许可，已经赶往事发地展开
搜救工作。金银山，海拔 6410 米，是海螺沟景区里标志性的山
峰，形如折扇。

截至记者发稿，张旭失联原因不详。13日下午4时许，张旭
已被平安找到，此次登山参与者将被当地体育行政部门调查处
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建 田雪皎

进行“诚品榜”投票

扫二维码

进行爆料

扫二维码

失联男子张旭平安找到。

96岁抗战老兵黄开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