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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正好是比特币诞生8周年的日子，一度沉寂
的比特币又火了。全球最活跃的比特币交易市场
OKCoin币行网的数据显示，比特最高点时冲破5400
元(人民币)大关，创出三年来新高。近期依然保持着上
涨的态势，比特币市场正处于牛市。

8年前刚出现时，比特币几乎一文不值，1美元平
均能够买到1309.03个比特币，如今1比特币的价值相
当于约700美元。8年时间，涨幅近100万倍。比特币在
2013 年 4 月从每个 260 美元的价格悬崖式暴跌至 90
美元，熬了一段时间之后，当年11月又以每天近100
美元的涨势一度飙涨到1242美元的历史高价。那会儿
200个比特币就能在深圳买一套价值100万元的30多
平方米小居室。

今年英国脱欧公投后，比特币又暴涨21%。
至于获取比特币，最原始的方式是安装比特币客

户端，打开客户端之后会自动将网络上的全部交易信
息数据下载到本地，用自己的电脑生产比特币，也就是
做一名比特币矿工。这个法子刚诞生时散户还能挖到
比特币，随着“矿工”的增加，后来基本上需要开“矿场”
才能挖到比特币。而所谓的“矿场”需要上万台高算力
矿机(每台算力是普通电脑的几万倍)日夜不停运行，一
个月光电费就要上百万。

第二种方法就是通过交易平台购买比特币。不过
比特币价格由市场决定，且交易市场没有涨停机制，
是7x24小时，分析师提醒投资者需要谨慎购买，做好
自我风险管控。

据了解，这次黑客使用的实际上是一种
叫做HDDCryptor勒索病毒的变种，其感染
了旧金山交通系统中 2112 台电脑。受感染
范围包括办公室内台式电脑，计算机辅助设
计（CAD）工作站，邮件和打印服务器、员工
笔记本电脑、工资管理系统、结构化查询语
言（SQL）数据库、失物招领终端等。

这种方式的感染，通常是因为某位员工
不小心打开了携带有病毒的邮件或下载文
件，一台机器感染很快会扩散至整个系统的
全部电脑。

这一恶意勒索病毒背后的黑客提出的
赎金要求为100比特币，价值约合7万美元。
赎金一旦支付，黑客称将交出主密钥，从而
恢复被封锁的硬盘和资料。但据美媒报道，
旧金山交通局的比特币钱包至今仍空空如
也。黑客也向美国媒体抱怨称，迄今为止旧
金山交通局没有一位负责人和他们取得联
系，更别说商讨赎金的问题了。

27日，这些黑客称他们将再宽限旧金山
交通局一天的时间和他们联系。他们还提供
了另外一种方式，用1个比特币可以换取解
开1台机器，以证明这些机器真的可以恢复。

事实上，这不是加州企业首次遭遇此类
黑客勒索案件。今年早些时候，好莱坞一家
医学中心就发现自己的资料被感染和封锁，
黑客索要的赎金金额高达360万美元。

（成都商报记者王雅林 编译）

嫌犯佯装家里有紧急情况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根据检察官
克罗普夫的诉状，被告塞巴斯蒂安（男）和
塞尼亚（女）2013年认识后，结为情侣。但
后来两人关系紧张。男方多次威胁要分
手。女方于是为男方寻找第三者，问一亲
戚愿否加入“三人性游戏”。这位女性亲戚
5月10日晚上拒绝称不来，两人于是约定
对陌生人下手。当时两人均20岁。

第二天，也就是5月11日21点30分
左右，25岁的建筑系留学生李洋洁跑步
回到自己的街道时，女被告从拐角的楼
房里出来，佯装楼里有紧急情况，请求李
洋洁帮忙。李洋洁跟到院门时，被潜伏在
旁边的男被告殴打后控制。

李洋洁惨叫求救并抵抗，被两人拖
入一个空置的住房里遭多次强暴和残酷
施暴，稍有力气时仍继续反抗，并扯下了
女嫌犯的一些头发。一小时后，两被告离
开现场，放任奄奄一息的李洋洁死亡，以
便死无对证。三小时后回来，发现李洋洁
还没死亡，两人于是于夜间两点半左右，
将受害者拖到后院一个正在翻修的住
房，通过底楼窗户，把她拉到外面，藏到
离窗户仅两步之遥的针叶树下。警方于
12日开始寻找李洋洁，13日才在针叶树
下找到了她遍体鳞伤的尸体。

据德国之声11月25日报道，李洋洁
父母的律师派茨纳在首日庭审结束后表
示，案情细节太过于残忍，因此李洋洁父
母并没有从中国赶来参加庭审。

犯罪时未满21岁成判罚焦点

此前，德国媒体曝出男性嫌犯父母
均为当地警界人士，其继父随后被调离
德绍警察局长岗位。6 月 3 日下午，中国
驻德国大使馆领事部主任周安平参赞当
面向萨安州内政部国务秘书就李洋洁遇
害案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德方有关部门
依据德国法律公正调查和审理此案。

媒体报道称，李洋洁父母的律师派
茨纳强调，被告父母此前系德绍当地高
级警官这一事实，对本案的影响“并非不
重要”。由于案发时两名被告尚未年满21
岁，因此法庭最终有可能按照青年刑事
犯罪、也有可能按照成年人刑事案件做
出判决。按照前者，谋杀罪最高判15年监
禁，若按后者则可判终身监禁。

在检方宣读起诉书完毕后，法官询问
两名被告是否要进行表态，男被告人塞巴
斯蒂安很简单地回答“没有”，女被告人塞
尼亚则通过辩护律师说“不”。而在庭审前
后的允许摄影时段内，两名被告人始终
用纸张遮挡脸部。

还记得 16 年前在美国联邦特工
枪口前吓得大哭的古巴男孩小埃连
吗？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逝
世后，已是大小伙子的埃连·冈萨雷斯
回忆起这位“大朋友”，动情地表示，虽
然菲德尔已经离开，但他永远与古巴
人民在一起。

1999 年 11 月 22 日，埃连母亲在
他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带着时年5岁
的小埃连偷渡美国，途中遭遇海难，母
亲丧生。埃连获救后被交给他在佛罗
里达州迈阿密市的亲戚收留。已经同
埃连母亲离婚的父亲胡安要求埃连回
国，遭到埃连的美国亲戚拒绝，随后在
古巴政府支持下打起争夺监护权的

“国际官司”。
卡斯特罗发起要求埃连回国的群

众运动。几经周折，美国法院最终裁
定，埃连必须送回古巴，但他的迈阿密
亲戚拒绝交人，反古势力也竭力阻挠。
2000年，20多名全副武装的联邦特工
闯入埃连亲戚家，在衣柜中找到埃连
并强行带走。小埃连被亲戚抱着惊恐
大哭的表情就此被定格在历史镜头
中。埃连稍后在华盛顿与父亲团聚。同
年6月，这对父子终于回到哈瓦那，受
到热烈欢迎，随后得到卡斯特罗接见。
2005年7月，时年78岁的菲德尔参加
埃连的小学毕业典礼并为他颁发毕业
证书。坐在台下时，卡翁不时转过身
去，一边摸着埃连的头，一边与他交
谈，小埃连不时微笑着点头。

初中毕业后，埃连加入古巴共青团，
在一所军校念高中，今年7月从马坦萨
斯大学毕业，获得工业工程专业学位。不
久，他就要跟自己的未婚妻完婚了。

接受古巴电视台采访时，埃连坚信，
虽然菲德尔已经离去，但他的革命理想
不会死，他的革命遗产会长久存在。

按照埃连的说法，人们不应该以“过
去时”谈论卡斯特罗，而应该以“现在时”
和“将来时”来评判。菲德尔的影响如今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无处不在”。

埃连说，菲德尔的遗产体现在每
一个古巴人身上，体现在所有被古巴
革命感动的人身上。每一个被古巴援
外医疗队挽救性命的非洲埃博拉病
人，每一个获得援助的海地灾民，每一
个重见光明的拉美白内障患者，他们
身上可以看到菲德尔的遗产。“现在，
他不在我们身边了，轮到我们来开辟
一条前进的道路了，”埃连说，“革命的
理念要由我们来实现。” （新华社）

韩国媒体28日报道，青瓦台消息
人士透露，针对亲信“干政”事件，韩国
总统朴槿惠或在本周发表第三次“对
国民讲话”，届时可能就此事再次道
歉。同日，韩国三大在野党各自拟定弹
劾朴槿惠的决议草案初稿，并将于29
日协商拟定一份统一的弹劾决议草案
终稿。

朴槿惠自“闺蜜门”事件曝光以来
一直保持低调。根据一些韩国媒体的
说法，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韩国各地举
行烛火集会期间，朴槿惠在住所内没
有出门，听取助手们有关全国抗议集
会的报告。

韩联社28日报道，韩国三大在野
党共同民主党、国民之党和正义党当
天分别召开会议，各自拟定针对朴槿
惠的弹劾决议草案初稿。这三大在野
党将于 29 日协商拟定统一的弹劾决
议草案终稿。

若要在韩国国会通过弹劾决议，所
需法定人数为全部300个议席中的三
分之二。据韩联社估算，眼下共有172名
在野党和无党派议员对弹劾总统持赞
成态度，这意味着还需要28名执政党议
员的赞成票才能推进弹劾事宜。

不过，即使弹劾案经国会审议通
过，最后还需要得到宪法法院的裁决
认可，才能正式生效，而宪法法院的审
理过程最长可达 180 天。针对弹劾一
事，青瓦台发言人郑然国 28 日说，弹
劾是国会议题，总统府不便发表评论。

韩国媒体还报道，检察部门透露，
青瓦台前附属秘书郑虎成被没收的手
机内发现的核心证据，令检察人员对
朴槿惠总统深感失望和愤怒。韩国《首
尔新闻》引述检察官的话指出：“郑虎
成被没收的手机中的录音文档内，有
朴槿惠针对崔顺实的口头指示。听完
这些文档后，检察官们无法控制对朴
槿惠的失望及愤怒。”据报道，检方在
郑虎成被没收的手机内复原了将近
50个录音文档，一名检察官透露：“只
要播放10分钟的录音文档，大家就会
痛叹朴槿惠总统怎么会到如此地步。
届时民众恐怕就不只是点蜡烛抗议，
而是高举火把斗争了。”

同时，韩国检方27日对总统朴槿
惠亲信“干政”事件另一关键人物、朴
槿惠闺蜜崔顺实身边红人车恩泽提起
诉讼，罪名包括滥用职权、妨碍行使权
利、强迫交易和挪用公款。韩联社报
道，检方眼下已掌握前青瓦台政策调
整首席秘书安钟范在朴槿惠指示下滥
用职权为崔顺实、车恩泽牟利的线索，
认定朴槿惠“很大程度上共谋作案”，
并将集中力量调查朴槿惠在其中扮演
的确切角色。 （新华社）

“小埃连”忆卡斯特罗：
他无处不在

韩检方：秘书手机里
藏着朴槿惠“口谕”

中国留德女生遇害案残忍细节曝光

她上门帮忙 却遭小情侣合谋奸杀

用1个比特币可以换取解开1
台机器

诞生8周年，
比特币又火了

旧金山轻轨系统日前成了黑客攻击的又
一受害者。整个城市的轻轨售票系统全面瘫
痪,2112台电脑全部被关闭。黑客要求——

A 交赎金100比特币，恢复被
封锁的硬盘和资料

B

黑客攻陷旧金山交通系统索要100比特币
比特币产量减半、全球资产荒和汇率波动等

诸多因素叠加，比特币价格在今年走出了一波主
升浪。避险情绪，无疑成为今年以来驱动比特币
价格上涨的最重要诱因。

“特朗普先生，您的围墙不会阻止比特币前进的脚
步。”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后，美国加州很多户外电子广
告屏上都出现了这样一则广告，提醒人们注意逆势上
扬的比特币行情。美国总统大选引起的全球金融市场
动荡，再次让比特币成为资金青睐的避风港，大选当天
比特币价格上涨5%，突破近3年最高单价纪录。随后的
几个交易日，比特币价格一度涨至5500元/个。

避险情绪，无疑成为今年以来驱动比特币价格上
涨的重要诱因。加之比特币产量减半、全球资产荒和汇
率波动等诸多因素叠加，比特币价格在今年走出了一
波主升浪。

事实上，在真正经历过2013年“上天入地”行情的
比特币资深玩家和从业者眼里，如今的价格虽然再次
冲上高位，但涨跌波动已不再是圈内人关注的重点。随
着比特币行业的逐渐成熟，产业链上的创业和盈利机
会更能撩拨他们的神经。 （经济日报）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
11月27日报道，德国德绍地方
法院于本月25日开庭审理中国
留德女生李洋洁遇害案。检察官
宣读了诉状，中国留学生李洋洁
遇害细节曝光。而就在此案开庭
审理前，德国再发一起中国留学
生被性侵案。

据媒体报道，李洋洁的老家在河南省焦作博爱县，从
高中到大学，一直学习认真，踏实上进。爱笑爱生活，是她
留给同学的最深印象。

“我和她读高中时都是插班生，被分到了同桌。”李洋
洁的一名高中同学说，她是从博爱县老家的亲戚那里听说
李洋洁遇害的事情。她说，李洋洁为人很好，爱笑，“我当时
不太爱说话，她经常跟我说话，很开朗。她很喜欢周杰伦，
书包和文具上都印有周杰伦的照片。”

2009年，李洋洁考进了河南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在校
期间成绩突出，曾担任学生干部，还曾获一等奖学金。据了
解，李洋洁2014年从该校毕业，包括她在内，当年该校建筑
学院毕业生中有2名女生、7名男生前往德国留学。

2014年，李洋洁凭借优秀的成绩和动手能力，被德国
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建筑学院录取，本应在今年7月中
旬拿到硕士学位，却在今年5月遭遇不幸。一名与李洋洁
认识的中国在德留学生说，她是个爱吃爱笑的姑娘，充满
正能量，热爱生活，经常锻炼。她喜欢养花、健身，专业课很
好，做事认真。

李洋洁生前就读的德国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Des-
sau校区约有300名中国留学生。一名在德的中国留学生告
诉记者，此案在德国华人圈反响强烈，大家多次在德国街
头举行仪式悼念李洋洁，并为其家属举行了募捐。

（综合东方早报、大河报）

如今黑客无孔不入，从
攻击个人电脑盗取信息，到
攻击企业或政府获取相关机
密，现在他们更是将触角伸
向城市交通系统。

据美国媒体报道，旧金
山轻轨系统日前就成了黑客
攻击的又一受害者。整个城
市的轻轨售票系统全面瘫
痪，市政部门不得不采用免
费乘车的策略来应对。而更
令人费解的是，黑客提出的
赎金要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钱财，而是虚拟货币——
100个比特币（价值约合7
万美元）。

轻轨售票系统瘫痪
据报道，旧金山的轻轨售票系

统是在25日下午被黑客攻击的。旧
金山该系统的所有电脑，包括车站
的电脑全部被关闭，电脑屏幕上显
示来自黑客的一条信息：“你们被黑
客入侵了，所有数据都已被加密，并
掌握在我们手里。想要密码的话，进
入cryptom27@yandex.com，ID:681，
来联系我们吧。”轻轨系统发言人保
罗·罗斯表示，他们正在“尽一切努
力解决当下问题”，但拒绝提供任何
其他细节。

作为解决措施，旧金山的轻轨
系统采用了免费乘车的策略来应
对。上周末，旧金山的轻轨乘客们意
外地发现，周五和周六的售票机器
上全部贴了“停止服务”和“免费乘
坐”的标识。

罗斯称，他们已经于周五打开了
所有检票闸机，“最小化对乘客影
响”，但他并未透露具体可能会产生
何种影响。他说，当局已对此展开全
面调查。

此外，尽管遭到黑客攻击，但旧
金山火车本身并没有受到影响。旧
金山市政府发言人也表示，换乘服
务、安全系统和乘客个人资料并没
有受到影响。

2000多电脑被病毒感染

同同//步步//播播//报报

她原本是爱吃爱笑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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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轻轨售票系统全面瘫痪，不得不采用免费乘车的策略来应对

男被告塞巴斯蒂安用纸遮挡脸部

女被告塞尼亚也采取同样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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