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书，1916年出生于江苏省灌
云县（现灌南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卢沟桥事变后，吴书担任校长的小
学被迫停课。面对强敌入侵，国土
破碎，吴书义愤填膺，欲投身抗日救
亡活动。同年冬，吴书参加了当地
抗日团体“腊九社”，并成为骨干。

1939年2月，吴书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9年4月，东灌沭（即东
海、灌云、沭阳）一带抗日武装被改
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
击支队第三团，吴书任三团二营教
导员。1939年7月，三团团长汤曙
红被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杀害后，三
团被迫撤离东灌沭，吴书率部随团
西进。

三团撤离后，国民党顽固派及
反动地主的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
东灌沭大部分地区笼罩在白色恐
怖中。上级党组织在西进途中派
吴书返回灌云，领导对敌斗争。回
到灌云后，面对白色恐怖和混乱局
面，吴书坚定地执行党的指示，积
极开展工作，后担任灌云县委书
记。1940年1月，吴书利用各种关
系团结社会各阶层，成立了30多
人的抗日兄弟团。不久，抗日兄弟
团发展到100多人，成为当地团结
抗日的基础。

1940年8月，八路军主力部队
挺进淮海地区。吴书抓住这个机
会，率领地方抗日武装组建滨海大
队，吴书任大队政委。1945年 4
月，吴书调任新组建的新四军三师
独立旅二团政委。同年冬，吴书转
战东北，开始了在东北的战斗生
涯。

1947年吴书担任117师政治
部主任，平津战役结束后，他率部
挥师南下，从河北打到湖北，从湖
南打到广西，取得无数次战斗胜
利，迎来新中国的解放。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后，吴书所在部队赶赴战斗前线。
1951年2月10日晚，部队遭到敌
人空中封锁，敌机疯狂地扔炸弹。
吴书不幸负伤，倒在血泊之中，最
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献出了
年仅35岁的生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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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诚卫中华

导游怒了
旅游团进玉器店
逛2小时没花钱

6月10日晚，一条“这个导游好嚣张”的视频在
互联网上迅速传播，部分网站评论量达到数万条。

来自江西赣州的钟女士，向记者讲述了事发经
过。钟女士称，自己是某美容产品的代理商。作为
福利，品牌方近期帮他们报了桂林跟团游。“公司说
给旅行社送了598元的产品大礼包，免费玩。”5月
30日到6月2日，她和另外54人参加了首发团。

没想到出游的第一天，窝火的事就发生了。
钟女士回忆，5月31日早上7点，一行人刚登上

大巴车，导游赵某就要求他们每人交299元，说是景
点门票费。“公司帮忙报团，我们肯定也要花钱的，心
里有准备。”大家没多说，把钱交了。

根据行程表，途中安排了3个购物点，分别是乳
胶床垫、玉器和丝绸。实际上，他们去了5个店，临
时增加的是银器店和超市，“中间还有很多特产店就
不说了”。钟女士说。

6月2日上午，导游赵某把他们带进了一家玉器
店。还没下车，赵某就威胁他们：“进店了不能空手
出来！”听了这话，钟女士心里不太舒服：“我当时还
好心劝她（导游）不要这么讲话，大家会不爽。”没想
到更令人气愤的事还在后面。

原本安排了90分钟购物时间，然而钟女士一行
人在里面待了两个多小时。由于玉器开价都是几千
上万，甚至几十万元，旅行团并没有产生消费。

当他们被允许回到车上后，令人不快的事情再
次发生。

强制返回
导游要求再次进店：
“1小时消费2万”

游客上车后，导游赵某让司机关上门，关了空
调，开始“训话”。

根据视频内容和游客回忆，赵某当时说：“既然
你选择了含有购物环节的团队，那么你就有这个需
要……可是在店里面，你们对我是什么样的态度？
别人都是有情有义地趴在柜台上，你的情意在哪里？
骂人的话谁都会骂，可是我真的不想……有人跟我聊
的是‘我去云南花了几万，我去哪里花了几万’……
噢！一到了桂林（怎么就不花钱了）……我不管你是
图我们桂林哪一样来的，便宜也好，什么也好，既然
你们选择了这个，现在我们下车，在里面一个小时2
万块钱，走，下车！”说完之后，赵某和司机率先下车
了。

“我们当然不肯再进店。”钟女士说，但为了人身
安全，大家都不敢反抗，只好打电话去跟品牌方沟
通。大约十分钟后，导游赵某回来了，大巴继续开向
下一个购物点——丝绸店。

最让钟女士气愤的是，从最后一个购物超市出
来后，她听到店家对赵某说“你的猪出来了”。“竟然
把我们当成猪？太气人了！”她说，“这哪里是来旅游
的，这是来受罪的！”

官方调查
导游车上言论基本属实

将纳入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

从桂林回到家后，钟女士多次联系导游赵某想
要理论，但是对方电话不接、短信不回，微信也拉黑
了，“我也不能把她怎么样，就想要一句道歉”。因为

是品牌方给报的团，钟女士自始至终不知道是哪个
旅行社的，也没法投诉。

6月11日下午6点过，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通过官方微博发布通报回应此事，称赵某言行基
本属实，将深入调查此事。

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表示，根据调查，涉
事方是湖南到桂林的汽车旅游团，共55人，旅游时
间为5月30日至6月2日。经初步核实，该视频中
反映的涉事导游赵某某言行基本属实，将责成赵某
某向游客赔礼道歉，吊销赵某某的导游证，并纳入
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除了对涉事导游进行处
理外，桂林市旅游部门正对涉事相关经营者作进一
步调查处理。

桂林旅游部门表示，桂林市将继续对旅游市场
违法违规经营开展精准打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
不手软。同时再次提醒游客选择合法、诚信的旅行
社并签订合同，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购物和自费项目
等事项，切勿选择明显低于游览价格的项目。“不合
理低价游”往往增加自费和购物项目，甚至可能会强
迫消费，游客注意不要上当受骗。

导游强制跟团游游客消费
“下车，1小时消费2万”

官方回应：涉事导游言行基本属实，将责成导游赔礼道歉，吊销导游证

近日，一条“游客在桂林跟团旅游遭导游强制消费”的视频在
网络上广泛传播，备受关注。

“我不管你是图我们桂林哪一样来的，便宜也好，什么也好。
既然你们选择了这个，现在我们下车，在里面一个小时内2万块
钱，走，下车！”

这段视频，记录下了桂林一名导游强迫游客购物消费的一段
喊话。来自江西赣州的钟女士，是在大巴车上“挨训”游客中的一
员。钟女士告诉记者，6月2日上午，自己所在旅行团因无人在玉
器店消费，被导游赵某“训话”近10分钟，之后赵某要求他们再次
进店，一小时内花2万元才能出来。

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12日表示，经初步核实，该视频中
反映的涉事导游赵某某言行基本属实，将责成赵某某向游客赔礼
道歉，并吊销赵某某的导游证。

一小时，花两万
“疯狂导游”背后，还有哪些问题？

□蒋璟璟

一个有视频有“真相”的年代，我们再一次目睹
了一位气急败坏导游的失控与失态。从桂林相关部
门的回应和提示来看，我们或许能猜测出几分此事
的前因后果——“不合理低价游”往往增加自费和购
物项目，甚至可能会强迫消费，游客注意不要上当受
骗。

其言外之意，无非是想说，这又是一起“低价
团”引发的消费纠纷。

当然了，“一小时，两万块”，或许只是女导游恼
羞成怒之下的气话。一路带团眼看着毫无“斩获”，
涉事导游情绪崩溃、心急如焚。视频中，导游颇为
激动地说到，“我对你们不够好吗？”这句话，还真不
是矫情。所谓“低价团”导游，其套路都是一开始好
言好语、连哄带骗，游客若是能乖乖就范购物则皆
大欢喜，否则行程越往后，便越是脸难看、话难听
了。

其实，无论是对于游客还是导游来说，“低价
团”都是一个极差的选项。游客并不知道自己会
被卷入何种购物陷阱之中，而导游们对自己所能
拿到的返点收入也是心中没底。换而言之，游客
不确定自己要花多少钱，导游则是不确定自己能
赚多少钱。置之于这种心理背景下，整个行程期
间，双方都是在相互提防、彼此算计、斗智斗勇，这
与其说是“旅游”不如说是“遭罪”。

一流的导游能给游客带来一段身心愉悦的旅
程，末流的导游则只能是暴跳如雷、恐吓威胁了。

“一小时，两万块”，说出这般狠话的女导游，本身
也是崩溃的那一个。作为一种消费产品、一种商
业模式，“低价团”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怪物，那些自
以为能够游刃有余将之玩转的“投机者”，最终往
往都会被其吞噬。

从某种角度说，此事中面目可憎的女导游，自
己也不过是畸形“低价团”游戏的牺牲品而已，在
游客面前她是“施害者”，而相较背后玩家，她一样
是“受害者”——必须重申的是，“低价团”的前提
下，游客和导游，都难成赢家。

导游赵某车上“训话”视频截图。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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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女士所在旅行团大合照。

导游赵某

国当地时间6月11日，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在
美遭绑架失踪案12人陪审团名单最终确定。
犯罪嫌疑人克里斯滕森面临死刑指控，需要这

12位陪审员一致同意后方能定罪。
据当地媒体披露，经过6天的遴选，已从预选的70

人中确定了最终12名陪审团成员，包括7名男性及5名
女性。另外4名男性与2名女性组成6人候补陪审员。

该案法官沙迪德表示，法庭将尽一切可能，排除这
12名陪审员可能面临的难处，如工作、时间等方面的冲
突。

“要是嫌疑人被判有罪，在量刑开始前会有个间隙。
陪审团将决定嫌疑人是否应该被判死刑。”沙迪德表示，
死刑需要12名陪审员一致同意。

当地时间6月12日 开案陈辞是重头戏
当地时间周三，陪审团成员将参加检辩双方进行的

开案陈辞，检方预计会在庭审中出具嫌疑人女友记录下
的录音。

这是在嫌疑人被抓捕前两周，其女友通过佩戴FBI
给她的窃听设备记录下的8次对话内容。据透露，录音
内容描述了嫌疑人“如何绑架”、“章莹颖如何反抗”以及

“如何控制住她”等细节内容。录音或将成为这场备受

关注庭审的核心。
就在上周，辩方律师向法庭提出动议，要求考虑录

音内容的可信度。该动议随后获得了法官沙迪德批准，
法官还同时颁布了“限制性指示”，意味着陪审团只可以
在特定目的下考虑该证据，或只参考该证据的部分内容。

章莹颖家属代理律师王志东表示，当地时间6月12
日，双方的开案陈辞是重头戏，之后检方的证人证据将
逐步展开。

定罪阶段将展开 律师解读三个要点
在嫌犯克里斯滕森审判的定罪阶段即将展开的关

键节点，王志东对美国刑事司法中的三个重要概念——
无罪推定、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进行解读。

“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
所要达到的程度和要求”，王志东律师称，由于刑事制裁
的后果极为严重，因此适用于检方的证明标准为最严格
的“排除合理怀疑”。该标准要求陪审团以一个理性人
的视角，对所有的证据进行仔细且公正的分析，从理性
和常识的怀疑出发，判断检方提交的证据所展示的事实
是否能让陪审团确信被告有罪。

如果陪审团坚信指控成立，则必须裁定被告有罪。
反之，若陪审团认为存在被告无罪的任何可能性，则必

须基于被告的利益考虑这一怀疑，并裁定被告无罪。在
此标准下，陪审团宣布被告无罪，并不代表被告真的没
有犯罪，而是表示这个人不能被证明有罪。美国各个州
法院和联邦法院尚未确立统一的“合理怀疑”的定义，甚
至对是否量化“合理怀疑”的标准也存在争议。但可以
确定的是，“排除合理怀疑”并不代表陪审团对证据没有
任何怀疑，因为美国法律界认为，这个世界上很少存在
绝对肯定的事物。

比较而言，大多数民事诉讼采用的证明标准为相对
较轻的“证据优势”，即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使陪审团
相信其主张的事实更有可能发生。另一种民事证明标
准为介于“证据优势”与“排除合理怀疑”之间的“明确且
可信”，即原告需要说服陪审团，使他们认为被告犯下违
法行为的可能性极大。

王志东律师分析指出，由于嫌犯享有无罪推定的假
设，举证责任又完全在检方，而“排除合理怀疑”是最为
严格的证明标准，在美国刑事司法中判定一个人有罪是
很不容易的事情。

当地时间6月12日，双方的开案陈辞是重头戏，之
后检方的证人证据将逐步展开。“让我们拭目以待”，王
志东律师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宁宁 综合宗欣、人民网等

7男5女 章莹颖案12人陪审团名单确定
美

新华社香港6月12日电 香港
特区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大楼所在
的金钟地区12日发生骚乱。立法
会主席决定取消原定在当天召开
的审议《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会议，
重新开会时间将另作通知。

特区立法会原定12日11时开
会审议《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
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
案》，但因示威者在周边区域阻占
道路，聚众滋事，暴力冲击警方防
线，开会时间宣布推迟。后来立法
会在下午发出通知称，立法会主席
决定当天的会议不再举行，待决定
重新开会时间后再作通知。

特区政府发言人当天表示，金
钟一带发生骚乱，示威者严重堵塞
主要交通干道，造成极大不便。不
少示威者使用很危险的武器，暴力
已达危险程度。他们不断冲击警
务人员，情况越趋混乱。

特区政府呼吁在场人士为自
身安全着想立刻离开，其他人士也
切勿到金钟一带。发言人劝喻占
据马路的示威者立即让出若干条
行车线，让紧急车辆通过，使交通
尽早恢复正常。

发言人说，香港市民有表达意
见的权利和集会的自由，但示威者
应遵守香港法律和社会秩序，保持
冷静、克制，尽早和平散去，不要以
身试法。当有违法行为发生时，警
方会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处理。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卢
伟聪当天下午表示，警方一直采取
克制容忍的态度，但示威者不断使
用铁栏杆、砖头等冲击警方防线。
警方严厉谴责暴徒不负责任的行
为。

香港警方重申，绝不容许破坏
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行为。警
方会果断执法，恢复社会秩序，保
障公众安全。

当天晚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向全港市民发表电视讲
话，强烈谴责破坏社会安宁、罔顾
法纪的暴动行为，希望社会尽快恢
复秩序，呼吁所有热爱香港这个地
方的市民大众远离暴力。

香港金钟一带

发生骚乱
特区立法会推迟审议

《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