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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本地的多家微信公众
号、网络媒体发布了题为《有爱
又有才！这场儿童音乐会实在
太棒啦》《口琴为媒 闽台少年共
谱“两岸情·一家亲”》等一系列
帖子，8 月 8 日至 12 日，在省、市
妇联的牵头下，我市迎来了一批
台湾小客人，两地儿童通过音乐
和茶文化两方面的交流缔结友
谊，而以这场始于口琴的宁台文
化交流活动也激发了许多网友
的参与热情。

“口琴+白茶”点燃网友“两岸情”
本报记者 郑霄 文/图

4天时间里，两岸少年同吃、同住、同
行，通过口琴专场联欢、参观白茶庄园、游
览世界地质公园太姥山等活动，接受传统
文化熏陶，感受中华大家庭的亲情温暖。

近年来，市妇联立足我市的自然文
化资源优势和对台区位优势，积极开展
两岸妇女民间交流工作，增进两岸妇女
儿童“海峡同根、文化同源、两岸一家亲”
的认同，台湾中华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
会、台湾妇女会总会等先后应邀到访我
市。2015年第七届“海峡论坛·海峡妇
女论坛”期间，市妇联与苗栗县妇女会在
厦门签约结对。2016年第八届“海峡论
坛·海峡妇女论坛”期间，我市九县(市、
区)的 9个乡镇(街道)妇联与台南九个区
的妇女会结对签约。今年 6月，第九届

“海峡论坛·海峡妇女论坛”期间，周宁县
狮城镇妇联与台湾屏东县林边乡签约，
搭建起工作协商、交流互访、经验分享、

项目合作的常态机制。
“这里的文化、风俗都跟台湾很像，让

我们感觉并没有离家很远，宁德有好山好
水好人情，大家都非常亲切。因为分开没
有接触就没能互相了解，经过这几天的活
动，孩子们通过密切的交流，相互间很快
就搭起友谊的桥梁，彼此间的才艺展示让
两边的孩子都大开眼界。”胡铭浚表示。

两岸同根同源，此次文化交流也让
更多网友对台湾的风光、文化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

@鱼儿：台湾的高山茶也很出名，很
想了解台湾的制茶工艺、茶文化跟宁德
有什么不同。

@嘛哩嘛哩：前两周刚好有机会去
到台湾，看了“外婆的澎湖湾”，去七星潭
叠了石头许愿，逛了美美的东海大学，又
去了高美湿地踩泥巴，如果有机会一定
要再去。

8月 8日晚,市艺术馆内，一场口琴
音乐盛宴正在举行，一群少年儿童拿着
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口琴演奏着四重
奏《屋顶上的提琴手》、五重奏《迪士尼组
曲》等高难度乐曲。

“简直难以想象！以前只见过那种
最常见的，从来不知道还有四五十公分
长的口琴，一直以为口琴只能吹奏一些
简单的曲子，今天，一群小朋友刷新了我
的认知。”市民李先生是艺术馆的常客，
他说这是今年以来他看得最精彩的一场
演出。

第一次来大陆的 13岁台湾少年刘
郡恩学习口琴已有 7年，曾经获得过亚
太口琴节复音独奏的冠军。刘郡恩说，
他和一同参加这次活动的大陆少年有着
共同的爱好，希望通过口琴认识和结交
一些好朋友，结下友谊。

宁德口琴协会历经10余年发展，目
前已培养了近 4万多名口琴爱好者，学
员遍及宁德 10 个县（市、区）及省外地
区，举办了上百场的口琴讲座、演奏会。
此次宁台口琴文化交流盛会也在网上点
燃了许多口琴爱好者的热情。

@LTing：学习口琴一年了，从接触
到爱上口琴其实就是一首曲子的时
间。看到《闲聊波尔卡》《巴黎人幻想
曲》这些曲名，我觉得没去现场感受太
遗憾了。

“两岸口琴艺术这几年开始复兴和
普及，开展两岸口琴文化交流，有助于两
岸口琴的共同提升与推广。希望两岸少
年通过口琴音乐会播撒下友谊的种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来自台湾的儿童口琴乐团音乐总监
杨正祥说。

BB 品白茶游太姥 增进了解

“先将茶叶末放在茶碗里，注入少量
沸水调成糊状，然后再注入沸水，同时用
茶筅搅动，茶末上浮，形成粥面……”在
位于福鼎太姥山上的白茶庄园内，宁台
两地的小朋友们身着汉服，兴致盎然地
学习“仿宋点茶法”。值得一提的是，在
福鼎的茶文化交流活动中，每位台湾的

小朋友都与一位福鼎的小朋友结成对
子，相互加深了解，一起学习白茶文化、
体验白茶工艺。

“来这里我学到很多关于白茶的历
史、还有礼仪，也交了很多朋友，很有趣、
希望以后可以常常联络。”来自台湾新北
市的廖文菱说。

CC 文化交流 两岸情深

“那个和尚背‘经书’好像啊！”“这个
‘一线天’我再胖点就过不去了”……在
游太姥山的过程中，不时可以听到台湾
小朋友对太姥山景观的赞叹，而一些熟
悉太姥山的福鼎小朋友则在一旁充当

“临时导游”。
“我去过包括黄山在内的一些名山，

可是来到太姥山，依然觉得这里很独特，
中国这么大，能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很
难得！”此次带队的胡铭浚校长这样评价

太姥山。
看到台湾朋友被自己家乡的魅力所

折服，许多本地网友按捺不住激动之情。
@Sarepn：福鼎是“中国白茶之乡”

太姥山上生长着白茶母树，作为一个福
鼎人，看到家乡的优秀文化得到认同，就
像自己被夸了一样！

@yill234567：太姥山有 54 峰、108
洞、360处象形石景，要是细细领略，没
个几天看不完。

据英国《每日邮报》8月 8日的报道，日本一家
位于栃木县宇都宫市的酒馆“雇佣”着特殊的员工，
付给其的“工资”更特殊——香蕉。

这家名为Kayabukiya的酒馆看起来和其他传统
的日式酒馆没什么两样。然而，走进这个装饰典雅
的小店，映入眼帘的不是热情欢迎的服务员，而是一
群调皮可爱的猕猴。这群原本生活在日光山的猕猴
们是由店主 Kaoru Otsuka 在仔细观察后挑选出来
的，它们在这里工作了大约 29年，而“工资”则是一
堆香蕉。

猕猴Yat-chan就是其中一只猕猴服务生，当时
17岁的猕猴Fuku-chan 模仿它给客人递上纸巾，于
是酒馆主人雇用了 Fuku-chan，并让它与Yat-chan
成为搭档一起工作。 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享
受猕猴们周到的服务。这一场景被拍摄下来，向人
们展示猕猴们一天的工作。

观众可以从视频里看到Fuku-chan穿着方格工
作服，给客人端上啤酒和纸巾。不过这位老练的服
务生也会犯错，它跑向桌子时把一碗满满的豌豆洒
了出来。如果 Fuku-chan和它的同事们服务上佳，
顾客们还可以留点黄豆给它们当小费。 店主说，这
些猴子比他的家人更加亲密，他整天整夜抱着它们，
和它们一起睡觉。现在他们已然成为不可分割的一
家人。 @环球网

日本一酒馆“雇佣”猴子当服务员
香蕉当“工资”

一名外卖小哥在取送餐过程中，发现路边一名
少女疑似被两名男子绑架，一直尾随跟踪到一处民
宅，并拨打110报警。民警赶到后，外卖小哥又配合
民警将 7名嫌犯抓获。7名嫌犯承认非法拘禁少女
小李，目前被刑事拘留。

7月23日晚上6点多，都江堰雷雨交加，外卖小
哥小唐在送外卖过程中，看到两名男子紧紧架着一
名女子的胳膊，女子似乎很不情愿。“是绑架吗？还
是家庭矛盾？”小唐用手机拍下照片，并偷偷跟踪三
人走了近一公里。直到三人走进柏条河西路附近一
处居民楼后，小唐拨打了 110报警，并一直等着民
警。期间，他的电话响个不停，商家和客人都打电话
来催外卖，因为等不了，有五六单都被取消了。

都江堰南桥派出所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刻赶往
小唐所说的地点。进入屋内，民警发现，除了小唐说
的3个人，还围坐着5名年轻人。一民警将疑似被绑
架的女子叫到一旁询问，该女子说自己被人控制和
殴打了。民警将屋内其他7人带走。

经审查，被带走的 7人均在 20岁至 30岁左右，
他们承认非法拘禁了 18岁的小李。小李一个多月
前在网上认识了小周，小周以介绍工作为由，将她骗
至都江堰。小李7月19日到达都江堰后，小周将她
接至出租房屋内，要其交纳保证金。小李发觉可能
被骗了，想要离开，却被没收了手机等物品，并被非
法拘禁了起来。之后，这7名嫌疑人24小时轮流监
控小李。期间小李曾试图跳楼逃跑，被抓回后遭到
辱骂和殴打。小李被非法拘禁了 4天，每次外出都
有人监控。直到7月23日，被热心的外卖小哥遇到，
小李才得以获救。目前，7名嫌疑人因涉嫌非法拘
禁被刑拘。近日，外卖小哥小唐从都江堰警方的手
中接过了“群众举报线索奖励”2000元。小唐今年
27岁，送外卖仅一个月时间。对当时自己的所作所
为，小唐表示“不后怕也不后悔，以后遇到类似的事
还会这么做”。 @华西都市报

“90 后”外卖小哥
放弃订单跟踪救人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从事20世纪初南极研究人
员文物保护工作的新西兰南极遗产信托基金会(Antarc⁃
tic Heritage Trust)表示，研究人员在南极东部阿代尔角
的一座小屋内发现了一块保存完好的100年前的蛋糕。

基金会表示，这块由亨帕饼干(Huntley & Palm⁃
ers)生产的水果蛋糕有一层纸质外包装，放在一个锡
盒内。

消息称：“尽管锡盒包装已有破损，但蛋糕本身
看起来和闻起来几乎都可以食用。”

预计这块蛋糕是 1910年至 1913年间英国探险
家罗伯特·斯科特率领探险队员乘坐“特拉诺瓦”号
赴南极探险时带去的。斯科特和他的队员们到达了
南极，却丧命于返程途中。 @中新网

研究员在南极发现
100年前水果蛋糕

几乎可以食用

从席卷全球的“WannaCry”勒索病毒，
到卷土重来的“暗云Ⅲ”病毒，再到升级传
播手段的“Petya”勒索病毒；从徐玉玉案引
发大众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关注，到大学
教授被骗上千万等等，2017年上半年国内
各类网络安全事件频发，互联网安全形势
日益严峻。对此，近日腾讯安全正式发布

《2017年上半年互联网安全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全面剖析2017年上半年中国互
联网安全形势和环境，并针对病毒威胁、骚
扰诈骗形势、安全人才等进行了系统的专
业分析，并提出建议和解决应对办法。

六大网络安全事件冲击全球安
全防线

3月7日，维基解密(WiKiLeaks)公布了
数千份文档并揭秘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
黑客入侵技术的最高机密。4月14日，影子
经纪人(Shadow Brokers)在steemit.com上公
开了一大批NSA(美国国家安全局)“方程式
组织”(Equation Group)使用的极具破坏力
的黑客工具。连续的泄密事件，直接引发了

“WannaCry”勒索病毒的全球爆发，涉及全
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万的组织机构
和超过30万的网民受到影响，损失总计高
达500多亿人民币，包括医院，教育机构，政
府部门都无一例外的遭受到了攻击。中国
互联网安全厂商也在事件爆发后，迅速推出
解决方案。腾讯电脑管家在查杀“WannaC⁃
ry”的同时，先后推出勒索病毒免疫工具和
文档守护者工具，为用户提供了事前防御、
事中拦截、事后恢复的全套解决办法。

随后，“Petya”勒索病毒影响乌克兰、
俄罗斯、印度、西班牙、法国、英国、丹麦等
多个国家的政府、银行、企业、电力系统、
通讯系统及机场；“FireBall火球病毒”造
成全球 2.5亿台电脑中毒，并跟踪用户数
据和暗中搜集用户信息；再度升级的“暗

云Ⅲ”病毒导致大量电脑沦为“肉鸡”形成
“僵尸网络”，感染量也达到数百万级。

电脑病毒拦截超10亿 手机染
毒用户超1亿

2017 年上半年“WannaCry”、“暗云
Ⅲ”、“Petya”等多种类型的病毒木马连续
集中的爆发，为社会和行业敲响了网络安
全的警钟。《报告》显示，仅2017年上半年，
腾讯安全反病毒实验室在电脑端总计已
拦截病毒已超过10亿次，平均每月拦截木
马病毒近 1.7亿次，相较于 2016下半年病
毒拦截总量增长30%。

其中，受“WannaCry”刺激，勒索类病
毒 仅 第 二 季 度 就 新 增 了 13.39% ，但

“WannaCry”在非感染型敲诈类病毒占比
中仅排第三，而带有感染传播方式的Poly⁃
Ransom勒索病毒传播力更巨大，其占所
有勒索类病毒的78.84%。

而在移动端，2017年上半年病毒感染
用户数为 1.09亿，同比减少 45.67%，但上
半年腾讯手机管家查杀病毒次数达到
6.93亿次，同比增长124.24%，二维码成为

了最容易导致用户手机中毒的渠道。报
告分析认为，恶意程序和木马病毒制作成
本降低、传播渠道多样化是造成过亿用户
感染病毒的重要因素，但移动端安全类
APP的普及又使得用户有效抵御了病毒
木马和恶意程序的侵害。

反骚扰诈骗效果显著 伪基站
拦截技术1.5亿人受益

随着《网络安全法》的落地实施，国内反
骚扰诈骗的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效果。《报告》
显示，2017年上半年腾讯手机管家骚扰电
话标记总数为2.35亿次，相较2016年上半
年同比下降27.12%。另外，诈骗电话标记
总数为3559万，同比下降59.68%，其中针
对 iOS骚扰及诈骗电话的降幅达到了35%，
但日历广告已成为iOS用户新的骚扰源。

《报告》还显示，2017年上半年腾讯安
全在电脑端和移动端共检出恶意网址数
量超过 1.83亿，拦截恶意网址高达 478亿
次。在拦截的所有恶意网址类型中，色情
欺诈网站高居首位，占比超过50%。

而在拦截伪基站诈骗短信方面，腾讯安

全麒麟伪基站实时定位系统为全国用户拦
截2.3亿条伪基站诈骗短信，总计影响人数
达1.5亿人次。腾讯麒麟拦截的伪基站仿冒
端口中，仿冒银行和运营商的诈骗短信最多。

腾讯安全反诈骗实验室负责人李旭
阳指出，从个人信息泄露、到实施诈骗犯
罪行为，电信诈骗已经演变成以“高精尖、
大数据”武装的黑色产业链，并呈现分工
明确、信息快速迭代、难以封堵的特点。
面对错综复杂的黑产环境，反诈骗产业的
协同合作便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反欺诈
工作要以终为始，保护用户、减少损失才
是评价成绩的最好方式。

互联网安全人才缺口达 95%
“腾讯模式”打造人才闭环

在互联网安全人才培养方面，《报告》
指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但与此相
对应，中国互联网安全人才却极度匮乏，
现状急需改善：我国只有 126所高校设立
了143个网络安全相关专业，仅占1200所
理工院校的10%，高校教育培养的信息安
全专业人才仅 3万余人，而网络安全人才
总需求量则超过70万人，缺口高达95%。

针对这一现象，腾讯安全已经逐渐在
校园招聘、社会招聘、内部人才的培训晋
升、薪酬福利等方面摸索出一套完善的安
全人才培养体系。2017年上半年，腾讯安
全联合各方发起了腾讯信息安全争霸赛
(TCTF)，以国际化的赛制发掘人才、通过
优质辅导机制和专业的导师队伍培养人
才以及通过搭建企业与高校的桥梁输送
人才。同时，腾讯安全还计划打造“百人
计划”，通过 TCTF大赛的层层比赛考试，
构建互联网安全人才培养的闭环，并通过
持续培养，打造互联网安全领域复合型、
领军型人才。 @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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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小朋友第一次体验采摘白茶台湾小朋友第一次体验采摘白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