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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下午，网友@小佩佩佩-发布了
一则为龙泉交警点赞的微博，从图文上，
可以看到两位交警站在路边，用白色挡
板为一位坐在路沿边的老人严严实实地
遮挡住太阳，还低头询问着什么。随后，
这条微博被不少成都本地微博大V转
发，网友纷纷点赞：“这样的场面看着就
有爱”“大赞警察哥哥”“警察蜀黍好样
的”。成都商报记者通过微博联系上@
小佩佩佩-，她告诉记者，这一幕拍摄于
13日上午，龙泉驿区洪河半边街，当时
自己路过，正好看到这暖心的一幕，随
手发布到了微博上。

“我们正好在辖区执勤，看到老人
家站在人行道边上，精神状态不大好。”

原来，微博照片上的两位交警，是成都
龙泉驿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的袁斌和
邓兴银两位警官，上午10点半左右，两
位警官发现了在路边拄着拐杖、攥着存
折的老人，“路窄车多，她虽然站在人行
道上的，但是往来的人还是多。”

袁斌和邓兴银赶紧走到老人身边，
原来，因为身份证过期了，老人没有能
取到钱，不知道该怎么办地站在路边不
愿意离开。袁斌和邓兴银劝说老人到阴
凉的地方躲一躲，但老人固执地坚持要
站在原地。当时的气温大约有30℃，担
心老人中暑，身边又没有遮阳伞，袁斌
和邓兴银将执勤拍照时用的遮光挡板
举过老人头顶，严严实实地遮挡住火辣

辣的太阳，尽管自己也不停地冒汗。
两位警官一边试图通知其家人，但

老人的户籍上仅有她一人的登记信息，
只能尝试联系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将
老人送回去。大约半小时后，社区工作人
员、派出所民警等赶到现场，但老人说自
己晕车，不愿意坐警车，两位警官只得扶
着老人慢慢地往社区走。“路弯弯绕绕地，
老人家也走得慢。”袁斌说，大约半个多小
时后，走到了老人熟悉的社区，看到了熟
悉的人 ，老人高兴地笑了。因为又接到了
投诉电话，快到12点时，两位警官又匆忙
地赶回了工作岗位。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图片来自网络

花了12个小时
拆了1000多平方米违建

用时整整12个小时，5月12日，位
于天府新区华阳街道白马寺社区河池
小区的6户违建、1000余平方米被拆
除。

当日上午9时许，天府新区规划建
设局、华阳街道相关工作人员就已经
全部就位。据天府新区规划建设局的
相关负责人称，在4月20日，工作人员
在巡查时发现，河池小区里有6户人家
悄悄“加高”了自家楼顶，硬生生让自
己原本的房子多“长出”了一层。其中
有两户已经搭建完成，还有4户正在搭
建。“河池小区就是十多年前的自建
房，加上这些违建都用的活动板房的
材料，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随后，天府新区规划建设局对其
送达了《责令停止建设决定书》，但是
这6户人家却迟迟没有拆除违建。经过
与6户业主的多次沟通协调后，于5月
10日对这些违建进行拆除。

由于是在自建房楼顶的违建，工
作人员不敢动用大型机械，只能靠50
多名工人爬上楼顶，一颗颗钉子、一块
块板子手工进行拆除。用了整整12个
小时，才将1000多个平方的违建拆除
完毕。

据了解，近期天府新区成都管委
会按照5年工作方案，详细摸底核查建
立台账，为全面清查处理建成区违建
创造了条件。 成都商报记者 柯娟

配音界元老张玉昆去世
曾为列宁配音

成都商报记者从长影集团获悉，
新中国电影配音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
者之一、著名译制电影配音演员、长影
老艺术家张玉昆12日晚11时因病在长
春去世，享年91岁。

张玉昆1925年12月1日出生于山
东省郓城县，曾用名康廉。1948年随东
北军政大学宣传队加入东北电影制片
厂（长影前身），参加成荫导演的新中
国第二部长故事片《回到自己队伍来》
的拍摄。

据长影集团介绍，他是为新中国
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中的主人公
马特洛索夫和斯大林双角配音的演
员，是新中国电影配音事业的开拓者
和奠基者之一。他从《普通一兵》开始，
参加了千余部外国影视片和国产影视
片的配音工作。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
代，他带有“东北腔”的声音为广大观
众所熟悉，成为相闻不相识的幕后“电
影明星”。对于很多老影迷而言，张玉
昆就是《列宁的故事》和《风从东方来》
中的列宁、《保卫察里津》和《第三次打
击》的斯大林、《静静的顿河》的葛利高
里、《冰山上的来客》的尼牙孜大叔、

《元帅与士兵》的贺龙。长影集团介绍，
离休后的张玉昆依然关注着中国电影
事业的发展，还相继参加了《罗马假
日》、《两个人的车站》、《莉莉玛莲》、

《电视风云》等重点影片的译制。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龙泉交警为老人遮阳 步行半小时送她回家
天热，心更热

恶意勒索
据捷克网络安全企业

爱维士公司统计，全球99
个国家和地区12日共遭遇
超过7.5万次电脑病毒攻
击，其中俄罗斯、乌克兰等
国遇袭尤其严重。

这 款 病 毒 名 为“ 想
哭”，属于一种勒索软件。
电脑用户会收到一封电子
邮件，往往是打着工作邀
约、发货清单、安全警告等

“幌子”，但一旦打开相关
链接，就会导致电脑中招。

该勒索软件随即会对
电脑储存的文件进行加
密，使用户无法打开。电脑
屏幕上弹出警告语：“你或
许会试图夺回文件，还是
别浪费时间了！”

接着，电脑提示用户
在规定期限内支付300美
元赎金，便可恢复电脑资
料；每耽搁数小时，赎金额
度就会上涨一些，最高涨
至600美元。

据俄罗斯卡巴斯基实
验室研究员库尔特·鲍姆加
特纳观察：“在支付赎金的
用户中，多数人在最初几小
时内就乖乖掏出300美元。”

多国遭殃
据Splunk网络安全公

司主管里奇·巴杰描述，
“这是全球迄今最大的勒
索软件攻击事件之一”。

俄罗斯网络安全企业
卡巴斯基实验室12日发布
一份报告说，当时已发现全
球74个国家和地区遭受了
此次攻击，实际范围可能更
广。该机构说，在受攻击最
多的20个国家和地区中，俄
罗斯所受攻击远远超过其
他受害者，中国大陆排在第
五。

美国挨批
目前，尚未有黑客组

织认领这次袭击。但业界
人士的共识是，这款“想
哭”病毒来源于美国国安
局的病毒武器库。上个月，
美国国安局遭遇泄密事
件，其研发的病毒武器库
被曝光于网上。

不少网络安全专家指
责，美国斥巨资研发黑客攻
击工具、而非自卫机制，结果
造成全球网络环境“更不安
全”。

路透社援引美国联邦
政府公布的数据以及情报
部门官员的话报道，美国
网络项目开支中，90%用于
研发黑客攻击武器，例如
侵入“敌人”的电脑网络、
监听民众、设法让基础设
施瘫痪或受阻等。

今年3月，“维基揭秘”
网站披露了一批据称是来
自美国中情局的黑客工
具，批评中情局对其黑客
武器库已经失控，其中大
部分工具“似乎正在前美
国政府的黑客与承包商中
未被授权地传播”，存在

“极大的扩散风险”。

2017年5月12日
20时左右，新型“蠕
虫”式勒索病毒爆
发，目前已有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
万台电脑遭该勒索
病毒感染，我国部分
Windows系列操作
系统用户已经遭到
感染。请广大计算机
用户尽快升级安装
补 丁 ，地 址 为 ：
https：//technet.mi-
crosoft.com/zh-cn/
library/security/
MS17-010.aspx。

Windows2003
和 XP 没 有 官 方 补
丁，相关用户可打开
并启用Windows防
火墙，进入“高级设
置”，禁用“文件和打
印机共享”设置；或
启用个人防火墙关
闭445以及135、137、
138、139等高风险端
口。已感染病毒机器
请立即断网，避免进
一步传播感染。

综合新华社、央
视 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琳

勒索病毒
全球想哭
近百国遭黑客攻击
病毒武器源自美国

在昨天这场损伤巨大的全球“浩
劫”中，一位“意外的英雄”横空出世
——署名为MalwareTech的一名英国
信息安全研究员，将该病毒中隐藏的

“删除开关”找了出来，成功阻止了该
病毒在全球的传播扩散。昨天下午，红
星新闻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

这位英国研究员告诉红星新闻记
者，其实在这场全球“浩劫”刚开始时，
他就已经从英国的一个留言板上得到

了消息。但不巧的是，他当时正在外
面。“等我回家后，我在病毒中发现了
一个未注册的域名，并因此决定注册
该域名，以便追踪这一病毒。”为此，
MalwareTech花了10.69美元的费用注
册购买了这一域名。

事实上，MalwareTech找到的，就是
该病毒中隐藏的“删除开关”。“后来在一
些分析员的帮助下，我们终于确认，在注
册了这一域名后，这一感染停止了。”

俄罗斯内务部、梅加丰电信公司昨日遭遇病毒攻击，据信已控制
住病毒扩散规模。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俄内务部发言人伊琳
娜·沃尔克的话报道，俄内务部大约1000台电脑被感染，不到该部门电
脑总数的1%。另一名消息人士称，俄政府文件未在此次攻击中泄密。

昨天，中国多所高校也受到
勒索病毒影响，由于正值毕业论
文季，这种病毒给高校学生们带
来了挑战。中国网络安全公司360
首席安全工程师郑文彬告诉新
华社记者，中国此次遭受攻击的
主要是教育网用户。这种勒索软
件利用微软“视窗”操作系统445
端口的漏洞，国内一些网络运营
商此前已封掉了该端口，但教育
网并未设限。

在宁波大学城乡规划专业
读大二的许强（化名）就是该病
毒的受害者之一。昨天起床时，
他在手机上看到了相关新闻，为
了以防万一，他还特意拿出了U
盘，准备对电脑文档进行备份。
但开机之后，电脑屏幕上弹出勒
索窗口却让他彻底傻眼。

“我都没有联网。”对于电脑
的“中招”，许强表示十分不解。

许强告诉记者，网页上面的
中文勒索称，“最好3天之内付
款，过了3天费用就会翻倍，一个
礼拜之内未付款，将会永远恢复
不了，”对此，许强坚定表示，自
己是不会给黑客赎金的。

“600美元（约合4138元人民
币），还不如去重新买台电脑。”
许强说，他将重装电脑系统。

又讯 全国多地部分中国石
油旗下加油站在昨日0点左右也
突然出现断网，无法使用支付宝、
微信、银联卡等联网支付方式，只
能使用现金支付，加油站加油业
务正常运行，目前还不能确定与
该病毒有关。 （每日经济新闻）

国家网络与信息
安全信息通报中
心紧急通报：

前有成都警车“霸气”拦路只为扶行动不便的老人安全
走过十字路口，后有深夜热心民警买光老人蔬菜还送他回
家。13日上午，成都龙泉驿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的袁斌和邓
兴银两位警官又顶着烈日做出一件比30℃高温还暖心的事
——一位88岁的老人因为没能取到钱“固执”地站在街边孤
立无助，两位警官不仅冒着烈日举着挡板为她遮阳（上图），
还陪着因为晕车坚持不坐警车的老人走了半个多小时，将她
安全送回家后又赶回岗位。

俄
罗
斯

连内务部都被黑了

英国公共卫生体系国民保健制度的服务系统12日被病毒入侵
后，多家医院电脑瘫痪，不得不停止接待病人，一些救护车等医疗服务
也受影响。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当天说，这次袭击不是专门针对英国，
而是一场波及整个世界的网络袭击的一部分。

英
国

大量病人无法就医

西班牙国家情报中心12日证实，西班牙多家公司遭受了“大规
模”的网络黑客攻击。该国电信业巨头西班牙电信总部的多台电脑陷
入瘫痪。

西
班
牙

电信巨头总部被黑

被攻击的主要是教育网用户

“600美元？
不如换台电脑”

国内影响

意外英雄 发现病毒“删除开关”

中国网民的电脑被病毒侵入后的窗口

5月12日全球受到勒索病毒攻击的点位（蓝色圆点）图据东方IC

巴菲特曾预言：
我认为，发生核
战争的可能性要
低于生化武器与
网络攻击。12日，

全球99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超过
7.5万起电脑病毒攻击事件，罪魁
祸首是一个名为“想哭”（Wann-
aCry）的勒索软件。俄罗斯、英
国、中国、乌克兰等国“中招”，大
量电脑被锁，文件无法打开。

锁
波及中国
全球99个国

家和地区12日共
遭遇超过7.5万
次 电 脑病毒攻
击，其中俄罗斯、
乌克兰等国遇袭
尤其严重。

毒名“想哭”
这款病毒名

为“想哭”，属于
一种勒索软件。
该勒索软件会对
电脑储存的文件
进行加密，要求
用户在规定期限
内支付300美元
赎金后才能打开

从何而来
多家网络安

全企业认定，这
款软件源自美国
国家安全局病毒
武器库。上个月
美国国安局遭遇
泄密，其研发的
多款黑客攻击工
具被曝光于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