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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途光明的网络游戏设计师， 到身陷
囹圄的犯罪嫌疑人。26岁的王喜（化名）在短
短的4个月内，人生轨迹彻底改变。

2016年底，因赌博欠下巨债，王喜在某网
络信贷平台上找到一个自称可提供免息借贷
的陌生QQ号。随后，他在对方的指使下，一步
步落入境外贩毒组织精心设置的陷阱， 被逼
运输毒品直至被警方抓获。

近日， 怀化市溆浦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
运输毒品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王喜。因运
输毒品海洛因达280余克，他很可能面临无期
徒刑或死刑的刑罚。

印象：看守所里木讷的IT男
溆浦县一看守所审讯室内， 王喜面对检

察院干警曾爱平的讯问， 表情上看不出有什
么变化。 此时的他因涉嫌运毒已经在看守所
内羁押了一个月。

高度近视的他，鼻子上架着厚厚的镜片。
1.7米的个头，又黑又瘦，看起来显得木讷、内
向，曾爱平这样向记者介绍王喜。

“我会不会被判死刑？”当涉及自己的定
刑问题时， 王喜的表情才有了些波动，“我全
交代，希望能从轻发落。 ”

“为什么你相信一个陌生QQ的说辞，他
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曾爱平问王喜。

这个问题，已经被警方问过很多遍。王喜
每次的回答都一样，“没多想， 就是觉得对方
说的是真的。”

王喜是个人们口中的IT男，大学毕业后，
在深圳一家网络游戏公司从事游戏设计工
作，月薪万余元。对于一个刚入社会的年轻人
来说，这些收入足够花了。

“他就是一个标准的宅男，交际面窄，社会
经验不足，轻易相信别人。”曾爱平告诉记者。

2016年底，王喜迷上网络赌博，从此一发
不可收拾。

入套：为还赌债出国“放手一搏”
十赌九输， 王喜很快就将自己的积蓄输

光。想要“扳本”的他，开始向亲戚朋友、同事
借钱，然而，借来的钱全部输掉了。

不久，债主纷纷找上门来。
为还债， 王喜在一个网上借贷平台找到

一个自称可以贷款的陌生QQ号。 对方告诉

他，在缅甸赌场有高额无息贷款可借。通过几
次联络，王喜在该QQ号的指点下，于今年1月
18日早上乘飞机抵达云南一边界小城。

“那里会有人等你，并带你到缅甸。”那个
QQ告诉王喜。

1月19日凌晨， 王喜与等他的人汇合，并
转乘一辆摩托车偷渡至缅甸。在对方引导下，
跟一陌生男子进了一家赌场。

“他们对我的身份进行核实后，才让我进
去。”王喜交代，赌场内的人拿给他4.5万元面
值的筹码，并称赌场包吃包住，要还5万元给
他们。3天之内要还1.5万元，7天内要将钱全部
还上，否则就不许离开。

“我没想过输，反正赌一把，赢了就回去
还钱。”王喜心存侥幸，却不知危险已一步步
逼近。

结局：运毒中途被人赃俱获
结果不言而喻，五六个小时后，王喜只剩

下5000元筹码了。老板手下把他的筹码拿走，
将他带到赌场附近的一小宾馆内。

“当时里面有10多个男子，他们要我把衣
服脱了。 赌场老板问我什么时候还钱， 还打
我。”王喜交代。1月20日中午，王喜称无钱可

还。 赌场老板便要求他帮朋友带一点东西到
国内抵赌债。王喜只好答应。

随后，王喜被带到一公寓内。天黑时，一
男子提着一袋矿泉水和一袋子白色圆柱形、
拇指粗细的颗粒进了房间， 让王喜将几十粒
白色颗粒吞了下去， 随后用白色鸡蛋大小的
一个固体塞进肛门里。“具体什么东西， 他们
叫我不要管，我后来才知道是毒品。”王喜交
代。“那些人说，给我吞东西时录了像，如果我
耍什么花样或将东西丢了， 他们就把视频发
给内地公安。”

1月22日，王喜坐火车来到溆浦。他根据
对方指示拦下一辆摩托， 准备去找宾馆时被
民警抓获， 民警从他身上搜出海洛因， 净重
280.6克。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王喜已被
批捕。

检察官提醒，幸福靠双手创造，总有一些
人想不劳而获发大财。王喜就是这样，而陷入
毒贩设下的圈套，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途。据
办案人员透露，王喜运输毒品海洛因达280余
克，已触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
一项之规定，涉嫌运输毒品罪，最高可能被判
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90后IT男为还赌债竟身体运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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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担保范围不明，债务是否全担
� � � � 问：王某在某借贷公司借款人民币20
万元 ，约定月息4%，我为王某做了担保 ，
但没有约定具体保证范围 ， 仅在借款合
同上签了字 。 王某因生意失败丧失还款
能力 ，现借贷公司起诉我 ，要求我承担该
笔借款及全部利息 。 我是否应承担还款
责任？

律师解答：根据《担保法》第二十一条
规定，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

务承担责任。因此，本案中，你应该偿还所
有债务后向王某进行追偿。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二十六条规定，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
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
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
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
此， 你对超出36%利息的部分不用承担偿
还责任。

父母在国外，孩子惹祸谁来赔
� � � � 问 ：小学生董某 （8岁 ）见邻桌梁某 （7
岁）的文具盒好看，便拿来玩，梁某不同意，
让董某还回。董某拿起文具盒就跑，梁某追
逐中不小心在门槛处摔倒，致轻微脑震荡，
共花去医疗费1700元。经查，董某父母均在
国外，现在父母委托的朋友张某家居住。梁
某父母要求张某赔偿1700元医疗费。那么，
1700元是否该由张某赔付？

律师解答：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及其
相关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
监护人。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有明确

的监护人时， 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因
此， 本案董某父母应承担赔偿医疗费的民
事责任。 监护人可以将监护权部分或者全
部委托给他人。 因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需
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由监护人承担。但
另有约定的除外。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负
连带责任。董某的父母在国外，把董某委托
给朋友张某，张某便是董某的被委托人。因
此， 张某在董某父母不在期间负有管教董
某的监护职责。 本案应由张某和董某的父
母连带赔付梁某的医疗费。

货物破碎，货运公司不赔怎么办
� � � �问： 妻子从浙江购买了一套名贵瓷器
寄回老家，当亲戚收到货物时，发现一个价
格上万元的瓶子已经破碎， 于是找货运公
司索赔，但货运公司只肯赔运费。我们该如
何维权？

律师解答：依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
一条规定， 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
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
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
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
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

的，按照约定；《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
合同生效后， 当事人就质量、 价款或者报
酬、 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
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若当事人没有按此条款约定赔偿或者约定
不明确的， 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
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赔偿额。法律、行政
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因此，你可以先和货
运公司进行协商， 若协商不成再向法院起
诉。

� � � �为还赌债听从陌生QQ摆布，出国“扳本”被逼人体运毒。 图/柴新竹

通信卫星如何助力
中国“天地互联”
� � � � 从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
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算起，我国通信卫星
事业已历经40多年。

目前，我国已形成固定通信广
播、移动通信、数据中继等卫星通
信技术服务体系，在轨民（商）通信
卫星16颗， 转发器总数量达273
个，基本形成了全球化的卫星通信
服务能力。国防科工局系统工程司
副司长赵坚表示，在实践十三号卫
星之前，我国在宽带多媒体通信卫
星等新领域的应用尚属空白。为推
动通信卫星技术及产业快速发展，
我国正积极作出部署：

一是加快新一代大容量卫星
公用平台———东方红五号平台的
研制。 作为我国第五代通信卫星
平台， 它的整星输出功率将达28
千瓦，有效载荷重量1500千克，载
荷功率18千瓦， 平台设计寿命16
年， 主要性能指标超过目前现役
的国际主流卫星平台。 首颗基于
该平台的试验卫星“实践十八号”
也将于今年6月完成发射。

二是推进国家民用空间基础
设施的实施。按《国家民用空间基础
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
年）》部署，至“十四五”，我国将新增
建设22颗通信广播卫星，其中全新
研制的通信卫星有5颗，包括L移动
多媒体广播卫星、 大容量宽带通信
卫星、整星容量超过100Gbps的超
大容量宽带通信卫星等。

三是启动天地一体化信息网
络重大科技工程建设。这是我国面
向2030科技创新， 启动的新一轮
重大工程之一。 计划于2030年前
实现全面服务，大幅提升我国卫星
通信服务能力，并推动我国电信服
务网络向全球服务的转型升级。

（据新华社西昌4月12日电）

链接

用“星语”化解“交流的无奈”
� � � �坐飞机上不能上网、置身山水之美不能发朋友圈、草原上驰骋不能视频聊天……这些“交流的无奈”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成为过
去时。12日晚，实践十三号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标志着我国通信卫星事业迈向高通量时代。

作为国内迄今通信容量最大的卫星，实践十三号卫星有哪些新技术、新本领？它如何满足人们对宽带通信无时不在
的需求？记者日前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采访，获得有关专家权威解答。

� � � � 卫星在空间按一定轨道运行时， 受微薄
大气阻力、 地球引力等影响， 轨道会下降， 因
此需要用推进系统喷气的方式， 保持卫星的
轨道位置。

与使用化学燃料作推进剂不同，实践十三
号卫星是我国第一颗使用电推进的卫星。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实践十三号
卫星系统总指挥周志成告诉记者，电推进比常
规的化学推进效能提升10倍，它能延长卫星寿
命，大大减轻发射重量，是提升卫星性能的重
要手段，正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卫星推进系统的
主流。

“一颗卫星60%的重量都是化学推进剂，重
达5吨的采用常规化学推进的卫星， 若改成电
推进，重量可减掉2.5吨。”周志成说，实践十三
号卫星只需100多千克的氙气， 就能保证卫星

15年在轨的南北位置保持任务。
实践十三号卫星的电推进系统采用的是

氙离子推力器，是对卫星太阳帆板转化来的电
能做高电压处理，用上千伏的电压将氙气在真
空中电离，加速升级喷射出来从而获得调整卫
星轨道的推力。

原理简单，实践起来很难。据专家介绍，不
论是俄罗斯、欧洲的霍尔电推进技术，还是美国
的离子电推进技术，在最初应用于卫星时都曾
遭遇挫折。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我国科学家在地
面做了151项大型试验，12000小时的模拟实
验，历经15年艰难探索，终于在实践十三号卫
星上应用电推进技术。

“这标志着中国的电推进技术进入全面应
用阶段。”周志成说。

� � � �不论从技术还是应用上看，实践十三号卫
星都创下国内高轨卫星领域多个“首次”：首次
在我国高轨卫星上搭载激光通信系统；首次在
我国高轨长寿命通信卫星上百分之百工程化
应用国产化产品；首次在我国卫星上将技术试
验和示范应用相结合，既满足新技术在轨试验
的目的，又满足载荷示范应用的要求，提高工
程综合效益。

同时， 实践十三号卫星是东方红三号B平
台的首发星。这一平台是我国研制的最新一代
中等容量通信卫星平台，将促进国内卫星平台
能力的大幅提升。

“尽管和国外80Gbps、100Gbps的通信卫星
相比， 实践十三号卫星的通信容量并不算多。”周
志成说，但这是一颗试验星，由于同时承担了其他
试验任务，只把通信容量做到20Gbps。技术一旦
突破了，后续研制100Gbps，甚至更大容量的通
信卫星都有望更快完成。

国防科工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赵坚表示，
实践十三号卫星开启了我国卫星通信的高通
量时代，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自主通信卫星的宽
带应用，填补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将对我国
卫星通信产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据新华社西昌4月12日电）

� � � �实践十三号卫星是我国第一颗高通
量通信卫星，它的通信容量比之前我国研
制的所有通信卫星加起来还要多。

通信容量，是衡量信息传送能力的概
念。通信卫星的通量越大，信息传送能力
就越强。专家说，过去国内一个卫星大约
有2Gbps的通量，主要服务于广播、银行、
石油系统等骨干通信，而实践十三号卫星
采用Ka频段多波束宽带通信系统，总容量
达20Gbps，传送能力有了数量级的提升。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实践十
三号卫星工程总师刘方说，实践十三号卫
星能够覆盖我国除西北、东北的大部分陆
地和近海百公里以上海域，它的一项重要
业务是提供高速“动中通”服务。

“动中通”是指车辆、轮船、飞机等移
动载体在运动过程中的卫星通信保障。
目前，在飞机、高铁列车、游轮等高速交
通工具上，乘客随时随地上网的需求还
得不到很好的满足。“通过多波束无缝
切换配合机载、车载或船载终端的自动
跟踪捕获功能，实践十三号卫星能从技
术上为航空、航运、铁路等各类交通工
具上的乘客联通世界，改善上网体验。”
刘方说。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实践
十三号负责卫星运控和试验应用系统
的总师、总指挥唐左向说，实践十三号
卫星可随时与卫星建立语音、数据和视
频的传输，能为户外游客、受灾民众提
供应急通信服务，把途中或灾区的情况
第一时间传递出去。

通信“宽带”星：
飞机、高铁随时上网就靠它

用电“减肥”： 让卫星轻装上阵更“长寿”

多项“首创”： 开启中国通信卫星新时代

� � � � 右图： 4月12日19时04分， 我国实践十三号卫星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新华社发

———揭秘中国首颗高通量卫星实践十三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