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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預告

《休士頓論壇》僑胞看蔡英文就任屆滿周年
今晚 7 時 30 分播出
美南國際電視 STV15.3 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將
於 5 月 18 日(周四)播出最新內容﹐探討中華民國總
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統蔡英文就職屆滿周年施政成績﹐
以及最近全球關
注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節目由班底常中政﹑
張亞中作客談一中同表 李堅
強教授和馬健主持﹐
邀請休士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
為持續跟進中華民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並關注兩岸政
經濟學教授陳建賓和中國國民黨海外黨代表陳煥
治脈動﹐「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25 日(周二)晚間
澤擔任嘉賓一起參與討論﹐
晚間 7 時 30 分直播﹐敬
播出特別節目﹐
邀請孫文學校總校長與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張
請準時收看﹒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任嘉賓﹐由常中政(中)主持﹐針對孫文學校使命﹑一中同表與
一中各表差別﹑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
A12 休城
KVVV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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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IN CONCERT
Free tickets will be distributed at Choctaw Casino & Resort Durant Player Rewards Club or Table Games Pit starting May 10, 2017.
Contact 580.920.0160 ext:1069 for ticket information.
免費票在05/10/17可以在Choctaw 賭場兌換中心和賭桌服務中心索取
詳情請聯繫580-920-0160 分機1069

HWY 69/75 | CHOCTAWCASINOS.COM | 888.652.4628
See Choctaw Rewards Club for details. All guests who are self-banned or
casino banned are ineligible to earn entries or claim prizes for this promotion.
Management reserves all rights.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522.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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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母親節。
早在五月七日，四季全體
團員率先到 A CC 教會第一
次練唱，受到教會詩班熱烈歡
迎款待，初次友誼合作留下深
為了迎接母親節的來臨，四季合唱團在阿 刻美好印象，第二次再移駕四季場地和我們一
靈頓中文教會的熱情邀請下，共同獻唱慶祝這

四季與 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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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練唱，課堂上我們的指
揮劉以琳老師一貫以他專
業、認真、風趣的教學，不
斷的提醒糾正歌曲的旋律
音階拍子强弱及口型，希
望在母親節當天有更好的
默契，把兩首曲子唱的更
加完美。
課後四季團員熱情歡
迎 ACC 嘉賓，各顯神通特
別拿手點心招待，除了新
鮮的水果還有蛋糕、巧克
力、起司捲、培根肉餅、鳳
梨酥、木薯糕、咖哩角等中
西自製糕點，大家不僅開
心練唱又享受快樂友誼時
光。
五月十四日母親節終
於盼到，一早就看到 ACC
詩班成員準備好新鮮的早餐及牛奶，貼心安排
令人感到溫暖，更感謝工作人員的辛勞，大家都
很有秩序的排練，隨後跟著梁牧師領導唱詩歌
崇拜禱告，大堂內坐滿了虔誠的人，最後在劉以
琳老師指揮＂大海啊故鄉＂和 You Raise Me

華聲合唱團的 2017 年度公演專輯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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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這兩首歌曲渡過溫馨的母親節！臨走前每一
位母親還收到一份精美的禮物，有了這次愉快
的合作關係後，四季特別邀請 ACC 詩班，於今
年九月廿三日在 UTA 演唱會和我們一起再度
上臺高歌，大家都很期待！(陳鳳儀供稿)

甘智岡

從《踏雪尋梅》談到黃自和他的學生劉雪庵

在今年的演唱會的中文歌唱中，我們會唱 演唱 計技巧上感到自然、舒暢，感情也容易引起 任中央訓練團音幹班教員，1938 至 40 年間，曾 《何日君再來》
，他所在的北京藝術師範學院，連
兩首大家上小學時就會唱的歌：
《花非花》和《踏 共鳴；而欣賞的人 也容易領會而為之深深感動。 編輯出版《戰歌》刊物，1941 年，任教青木關國立 續召開會議，對他進行揭發批判。他本是這所學
雪尋梅》
。這兩首曲子都是是黃自作曲，
《花非花 黃自的作品很多如《懷舊曲》
、
《思鄉》
、
《天倫歌》 音樂學院，並在軍樂學校教理論作曲課程，1942 院的副院長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員，現在被斥
》是唐代詩人白居易所寫的一首雜言古詩，
《踏 、
《玫瑰三願》
、
《農家樂》
，我們華聲曾演唱過他 年任重慶社會教育學院副教授，該校於 1949 年 之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暗藏在革命隊伍
雪尋梅》是劉雪庵作詞，黃友棣改編的，都非常 作的清唱劇《長恨歌》
，
《國旗歌》和《抗敵歌》等 改名蘇南文教學院，擔任教授，1953 年到華東師 中的毒蛇。更重要的是他曾呼籲改變現狀。就得
好聽，能立刻帶您回到兒時溫馨的氛圍。
等。
範大學任音樂系主任、教授。1964 任中國音樂學 由有「有學術修養」的同志來掌握。從反右到文
黃自，江蘇省川沙縣人，生於滿清光緒三十
黃自的學生中劉雪庵的文學素養又比較其 院教授，教授詩詞樂章及理論作曲。
革, 他遭遇到幾乎二十八年的屈辱和苦痛，一直
年甲辰，即 1904 年，1938 年因患傷寒大腸出血症 他同學高些，
《踏雪尋梅》雖是寫給中小學生唱
劉雪庵所作的曲子在海峽兩岸榮枯大不相 到 1985 年去世後才得平反後。但 1987 年鄧麗君
，逝世于上海紅十字會醫院，時年僅 三十四歲。 的歌，但文字精練、寓意深刻，無論長短句，均富 同。在台灣早期《流亡三部曲》被禁唱是因為《松 所唱的《何日君再來》在大陸上造成轟動後，中
1924 年黃自畢業於清華大學，負笈美洲新大陸 深情：「雪霽天晴朗，臘梅處處香，騎驢灞橋過， 花江上》的緣故，因為張寒暉本來就是共產黨； 共當局把這首歌仍定位為「不正確的歌曲，帶有
，入耶魯大學音樂院，專修理論作曲三年, 以最 鈴兒響叮噹」
。我在上中學時，家中常聽的一張 在大陸上劉雪庵為了《何日君再來》的原因在 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的東西」
、「黃色歌曲」
，同
高榮譽獲音樂學士學位。1929 他二十六歲那年， 旅美名歌劇男低音斯義桂(他曾在甘迺迪入主 1957 被打成右派，以致劉雪庵的歌都被禁唱，包 時亦以防止對民衆造成精神污染為由禁止輸入
完呈繳第一部交響序曲《懷舊曲》
，是他的畢業 白宮的總統就職儀式上榮任首席演唱)的唱片， 括《離家》以及《上前線》
，大陸同胞只知《松花江 及播放。
作，在美國公演，深獲好評。
就有許多首劉雪庵作的曲子如《長城謠》
，
《紅豆 上》
。所以《流亡三部曲》在海峽兩岸都很坎坷。
他作的曲子除了《流亡三部曲》之外有《長
黃自是中國第一位作曲家。黃自出身于知 詞》
。據說斯義桂最喜歡劉雪庵的作品。
《長城謠
《何日君再來》是劉雪庵在 1930 年還是上海 城謠》
、
《踏雪尋梅》
、
《紅豆詞》
、
《飄零的落花》
、
書達禮的家庭，待人謙恭有禮,教導學生更 是和 》的蒼涼悲壯，質樸自然，感情深切，
《紅豆詞》的 音專學生時期的作品，原是電影插曲，由周璇唱 《追尋》
、
《春夜洛城聞笛》
、
《布穀》
、
《楓橋夜泊》
顏悅色、諄諄善誘，因此學生們都尊敬他、愛戴 意境纏綿、朦朧、哀愁、傷感、情趣淒婉。這些都 紅，後來李香蘭在 1940 年在滿洲國又灌了唱片， 和《何日君再來》等。都是大家喜愛的歌曲。
他、欽佩他。黃自是中國音樂家中，第一位有系 成為我對音樂唱歌的啓蒙教材。
在淪陷區比周璇唱片還要紅，1952 李香蘭在日
我們將在這次演唱會中演唱許多好聽的歌
統，有計畫，傳授理論作曲的音樂教育家，並擔
劉雪庵(1905－1985)四川重慶人，1929 年秋 本又重灌了唱片。結果作曲者無心，聽者有意。 曲，希望達福地區的愛樂的聽眾朋友不要錯過。
任音樂委員，教育部音 樂委員等, 不久就培養 考取重慶私立中華藝術大學，次年轉學國立上 歌曲流行後，本是一首情歌，開始有人穿鑿附會 敬請在六月三日星期六晚上七點半，光臨華聲
出許多作曲人才，都有優异的表現，如朱英、江 海音樂專科學校主修理論作曲，師事蕭友梅、黃 ，有政治性，有人覺得它是漢奸盼日軍來搞大東 合 唱 團 的 2017 年 度 演 唱 會，地 點 是 布 蘭 諾
定仙、林聲翕，賀綠汀，陳田鶴和劉雪庵等人、而 自，並從李惟甯習鋼琴，還得到齊爾品教授的賞 亞共榮圈；有人覺得是淪陷區人民盼國軍打回 Custer Road 的 United Methodist Church，6601
林聲翕更是黃自的得意弟子, 獲得真傳。
識，1936 年畢業。
來；又有人覺得是老百姓盼中國共產黨來解放； Custer
Road,
由於黃自的國學造詣高深，尤其對歌詞的
1937 年抗戰爆發，他在從上海逃亡到香港 還有在台灣的外省人覺得是臺胞懷念台灣日治 Plano, Tx 75023
領會能力極高，作曲時，尤重聲韵，音韵、詞意、 的輪船上譜寫《離家》和《上前線》
，再加上他改 時代。結果在不同時間、不同地方，禁了又禁。 ，音樂會是免費
曲意，使詞與曲結合得天衣無縫，臻于完美化境 編的《松花江上》(張寒輝作曲，但當時在國民黨
在台灣《長城謠》的歌詞一度被改成了反共 的，但請勿攜帶
，樹立了中國藝術歌曲之楷模，後代一些完全西 統治區人們不知道誰是作曲家) 合編成了《流亡 抗俄的歌曲，「那怕敵人逞豪强」變成了「那怕俄 六 歲 以 下 小 朋
化了的作曲家，捨此寫出的 中國歌曲，自不能與 三部曲》
。
《流亡三部曲》成了抗戰時期最振奮人 寇逞豪强」
。一曲兩用打了日本人再打老毛子。 友入場。
之相提並論，同日而語了。黃自作成一首 歌曲， 心的歌曲，這是劉雪庵對抗戰最大的貢獻。
所以劉雪庵的歌在台灣並沒有被禁。
竟是那麽周詳、自然、流暢、完美。演唱人不但在
1937 年底國都遷移重慶，劉雪庵在 1939 年
但中共把他打成右派，很大部分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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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李察遜市警局與華人社區代表
核心小組會議圓滿成功

一年一度的李察遜市警局與華人社區代表
核心小組會議，已于五月十日（星期三）下午，在
華人活動中心舉行，李察遜警察局與當地華人
社團的代表共計 20 餘人參與此會，警局到場的
有：局長史比維（ Chief Jim Spivey）
，副局長樸易
特（Assistant Chief Coby Pewitt）和 副 局 長 馬 丁
（Assistant Chief Danny Martin）
，社區服務部門的
主管考克勒（ Captain Keith Kockler）犯罪預防科
科長布萊德福特（Sgt. Frank Bradford）
，以及華
人警務專員屠穎穎，與兩位犯罪預防科的警官
等。
此次華人社團參加會議的人數也較去年增
加許多，其中有李市警局公民警校的歷届學員
孟敏寬，達福中國城經理李小濱，華人活動中心
主席雷筱鳳，美中專業人士協會前任主席方靜

慧，達福臺商會主席李庭槐，北德州臺商會主席
楊惠清，美中商會前主席顧天鵬，佛光山滿光法
師，慈濟代表那英梅，基督教角聲社區服務中心
代表葉沛權和葉檳英，李市警局公民警校歷届
學員丁玉琦等皆入席共聚一堂。
在第二届核心小組會議中，警局官員與華
人社區代表們彼此交談甚歡，大家不僅相互交
流工作經驗，同時，華人社區的代表也各自介紹
了其所屬社團的歷史與現狀，商討了如何進一
步與警局合作，氣氛十分融洽。警局同仁對社區
代表們為社區服務做出新貢獻而贊嘆不已，尤
其是與會中的十幾位華人代表中，就有五名是
李市公民警校的學員，他們的出席，更能代表警
民互動與互助的必要。
達福中國城經理李小濱先生用幻燈片展示

了達福中國城的發
展情况，局長史比
維也用幻燈片介紹
了警局新大樓的建
造藍圖，李小濱先
生表示，隨著中國
城的發展，新的商
家陸續在此開張，
來中國城的人會越
來越多，車水馬龍
的狀况在所難免，
希望警察在這一帶
進一步加强巡邏和治安管理，而局長史比維則 展與在座每一位社區代表的合作是密不可分的
在會上反復重申：非常感謝中國社區多年來對 。(李察遜市警局供稿)
警局的信任與支持，他强調，警察工作的順利進

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暑期聖經成人班
珍愛一生，將心歸家享最愛!

妻子李懷恩女士長期擔任
真愛家庭協會特約講師和真愛
雜志的作者，擁有化工學士、道
學碩士學位。他們於 1972 年結
婚，夫妻經常一起主領家庭講座、營會和研習會
。他們閒暇最大的享受就是與兩個孫子及孫女
的歡聚。
這次講座時間安排為: 六月 23 日(週五)晚
堂七點半：現代家庭危機的剖析與因應；六月 24
日(週六)早堂上午九點半開始(1) "屬天的召
命－經營我們的家"(2) "夫妻溝通有要領" ；下
午一點鐘開始繼續有兩堂：(1) "親子溝通有要
訣" (2) "回憶的博物館"，以上聚會將用國語講
道，粵語耳機翻譯。

六月 25 日主日證道將於粵語崇拜（九點半）
並國語崇拜（十一點）傳講「將心歸家享最愛！
」
報名費每位$10 (夫婦一起報名為$15)，報名
費含周六午膳，備有 0 - 11 歲孩童照顧。達城
基 督 徒 中 國 教 會 的 地 址 是：1707 Campbell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2. 電 話
972-437-3466，傳真 972-437-3467，電郵: office@dcbconline.org 報 名 表 請 點 擊: https://
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1fnsW7ZJhToVgr0GD9Ww_TgL6StnO7A3fNEuDGrxiJdxjPg/viewform(基督徒中國
教會供稿)

觀今世代媒體發達，人們受到網路世界和 業資格。自 1972 年起委身投入及推廣專業家庭
影音聲色的衝擊，每個人所學習和吸收的思潮 事工，自 2003 年起致力于裝備和培育家庭事工
繁複不一，傳統家庭的價值觀、定義、成員和結 的專業和領導人才，並積極幫助教會和神學院
構也受到了波濤汹涌的挑戰，因應這樣的情勢， 與真愛學院合辦創新的家庭事工證書班及碩士
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將於六月 23 至 25 日特邀 、博士課程。著有《家庭短文集》
、
《婚前十大難
「國際真愛家庭協會 /Family Keepers 」會長葉高 題》
、
《婚前準備與輔導》
、
《瞻望婚姻之 旅》
、
《愛
芳牧師並師母李懷恩從加州到達拉斯來主領教 情指南針》
《婚姻大補帖》
、
《性愛與婚姻》及葉博
會暑期成人班「將心歸家」講座，盼能人人信守 士夫婦合著的《性福人生、性福婚姻》等十餘本
婚誓，珍愛配偶和兒女一生，保守至貴至寶的親 書籍。近年來創新設計並親自主持的 eLink/e 線
情！正如舊約最後一本書末了所說的，要「使父 牽網站，己嘉惠了全球許多單身人士。
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瑪拉基
書四章 6 節）
！
葉高芳牧師是推展專業家庭服務的先驅者
，全球華人著名的家庭教育與協談專家。經常應
邀到世界各地教會主持講座、營會及培訓，也是
K-2 年 級 100 元、第 二 名 Kaylee Zheng 獎 金
官方、大學及諮詢機構經常邀請的講師，深受歡
B. 3-5 年 級 80 元、第三名 Kevin Wang 獎金 50
迎與肯定，享有「心靈捕手」及「親情大師」的美
C. 6-9 年 級, 元。均頒發獎狀
譽。
大 家 藉 由 畫 6-9 年 級： 第 一 名 Rebecca Huang
因曾在台灣草創亞洲第一個器捐中心及器
活動中心為了鼓勵僑社兒童
捐協會並擔任創會理事長，致力推展器捐運動 們參與繪畫並創作,於 5 月 6 日（星 筆、顏料加想像力，畫出作品，並附 獎 金 100 元、第 二 名 Ruth
有功，被譽為「器捐推手」
。曾任教會主任牧師、 期六）上午 10 時卅分與黃佩珍美術 上 一 份 對 媽 媽 愛 的 感 謝 小 詩 詞。 Huang 獎 金 80 元、 第 三 名
臺北家庭協談中心主任、長庚醫院社服處處長、 教室共同舉行「兒童繪畫比賽」, 此 繪畫比賽頒獎典禮將會在 5 月 20 Kayley Vu 獎金 50 元。均頒發
台塑總管理中心講師、關渡基督書院校長和愛 次舉辦繪畫比賽目的是希望給予 日(星期六)上午十時於活動中心舉 獎狀
活動中心特此向 3 位評審
家協會會長等職。
不同年齡層的小朋友有個互相交 行，活動中心將通知各組得獎者，
葉牧師擁有化工學士(中原)、道學碩士(台 流與觀摩的機會。希望鼓勵孩子們 希望得獎者届時都能親自上臺領 老師陳芳萱、黃佩珍及謝鳳蓉
神)、神 學 碩 士 (Princeton)、家 庭 協 談 學 博 士 能透過思考，以自己想法和形式， 獎，所有參賽作品都已在中心公開 ，此外要感謝 City of Richardson、中華民國僑委會恆豐銀
(DMin, Claremont)、協談心理學博士(PhD, Cla- 將內在的想像，利用圖畫表達出來 展示。以下是各組得獎名單:
K-2
年級：為鼓勵性質不計名次，
行、國泰銀行以及黃佩珍美術
remont) 及 跨 文 化 協 談 心 理 學 博 士 後 研 究 員 ，並繼續培養他們對美術創作的興
比賽當天均給福袋為獎
教室贊助此項活動。
(Fellow, Harvard)。此外，還獲有許多教育、學術 趣。
3-5
年級
：
第一名
Nathan
Han
獎金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地
及臨床方面的督導、訓練員、研究員和院士等專
當 日 比 賽 組 別 分 為 三 組: A.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兒童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揭曉

址: 400 N. Greenville Ave., Suite
12, Richardson, Texas 75081
電 話：972-480-0311
網站
www.dallasccc.org(活動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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馭車千裡遊白沙

機長親自到飛機下安
檢走一回，此舉是許
多飛航公司過去的傳
統，近年來似乎很少
如 此 行 。 BWI 是
【西南航空】的
HUB， 看 到 兩 人 搭
檔的拖拉車由一人引
導，似乎也是其他航
空公司所沒有的。加
上穿白 POLO 衫的服
車停妥，
車停妥
，和國家公園標誌合影
務員和無座位號的安
排，算是此航空公司
2017 年 春 分 ， 女 婿 在 OK 城 （Oklahoma 的特色。快到 OK 城，飛機航行在綿密的雲山
City 簡 稱 ） 訂 購 一 部 二 手 【 清 流 （Air- 雲海之上，即將逝去的落日彩霞滿天，多美麗
stream）】露營車，他從加州聖地牙哥開車到 呀！OK 城下著夜雨，開了兩小時才到勞頓
OK 城，駕馭露營車回加州，邀我同行。為了 鎮。奧克拉荷馬州有美國最大的印地安原住民
女兒，愛屋及烏、義不容辭，在妻子認可下答 人口，勞頓是原住民【科曼奇國（Comanche
應女婿。四月二日從巴爾的摩 BWI 機場飛往 Nation）】的首府。1968 年，頒佈的 「印第安
OK 城，當晚到達勞頓（Lawton）鎮，夜宿露 人民權法案」（The Indian Civil Right Act），
營車。翌日啟程，跨奧克拉荷馬州、德州、新 標 誌 著 印 第 安 部 落 作 為 「nation」 的 憲 制 地
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和加州等五州總共 1340 位，並鼓勵原住民經營賭場。穿過華燈初上勞
英裡，夜宿露營車二宿，中途遊覽【白沙國家 頓 大 街 ， 經 過 燈 火 輝 煌 的 【 科 曼 奇 國 賭 場
遺 跡 公 園 （White Sand National Monu- （Comanche Nation Casino）】，終於見到這
ment）】。
輛銀閃閃、長達 25 英尺的露營拖車。今晚就
住宿在銀彈車艙裡，愉悅新奇！露營車牌照署
名【科曼奇國】和奧克拉荷馬州。翌晨，我們
【羅斯威爾 UFO 的聖地】
第一次搭乘【西南航空】飛機，我注意到 和賣主 Tommy 到鎮上的銀行公證過戶。賣主
示範卡車與露營車的聯接，
並提醒注意事項後，十時二
十分出發。我們沿著 I-40 公
路西行，入德州境。在德州
Amarillo 鎮 加 油 站 ， 轉 70 號
公路西南行。因為估計每日
車行 430 公裡，在進入新墨
西哥州的 70 號公路上，預訂
【羅斯威爾（Roswell）露營
車營地】。新墨西哥州羅斯
威 爾 市 ， 因 1947 年 發 生 的
【羅斯威爾幽浮墜毀事件
（Roswell UFO incident） 】
【羅斯威爾
羅斯威爾（
（Roswell
Roswell）
）露營車營地
露營車營地】
】鵝卵
著名，被 UFO 研究者推崇為
石營地雖小，
石營地雖小
，但水電污水管道具備
但水電污水管道具備。
。
【研究 UFO 的聖地】之一。
鵝卵石營地雖小，但水電污
水管道具備，還有乾淨的衛
生間。我們合作分離了卡車
和露營車，到鎮上的 Peppers
烤肉店吃牛排。路過關閉
UFO 博 物 館 ， 明 天 八 點 請
早。四月三日晨，羅斯威爾
起了風暴，吹得露營車搖搖
晃晃。我們心中害怕，上網
尋求援助，有人說留在營地
等風暴停歇才離開但要等到
傍晚 7 點才解除；另外 Tommy 說，風暴位於羅斯威爾城
東北方向，按照他指點的路
露營車進出加油站的動線與店面平行，
露營車進出加油站的動線與店面平行
，方便加油
西行，應該無礙。無論如

【白沙國家遺跡公園
白沙國家遺跡公園】
】遊客中心

何，我們接上露營車，靜觀其變。說也奇怪，
風暴一會兒平息，我們趕緊上路。離開羅斯威
爾鎮，沿 70 號公路西南行，經過 Tularosa 鎮，
我 們 走 訪 位 於 Alamogordo 和 Las Cruces 間 的
【白沙國家遺跡公園】。

【白沙公園】與【圖森營地】

B6
呂克明

門，在有 KOA 標誌的櫃檯註冊。具備 KOA 標
準的餐廳附設酒吧，實在非同反響，簡直是銀
髮族的天堂。我點了一大盆沙拉，享受這幾天
下來最好吃的菜餚；女婿點了六隻雞翅不夠
吃，看我吃得津津有味，又加一盆沙拉。飯後
逛上千車位、有兩座太陽能發電大天蓬的營
地。女婿教我認識各式各樣的露營車，我不喜
歡龐然大物的露營車，開在路上有如坦克車，
而且還要租車，我喜歡連車頭的小露營車。驀
然我看到了奔馳車頭露營車，可惜是柴油引
擎。翌日離開圖森，接 I-8 公路，經過海拔
4000 英呎處不久，但見滿山遍野的風機渦輪和
高聳的原住民賭場，知道文明世界近了，馭車
千裡的任務也快結束了。（全文完）

白沙是純白色的硫酸鈣，俗稱石膏。石膏
溶於水，順著河流流進大海，一去了無痕。此
地在兩億五千萬年前就形成白沙石膏岩層，七
千萬年前隨洛磯山脈的形成而上升成一個突
起，然後在一千萬年前突起的中央塌陷，形成
了 Tularosa 盆地。但此盆地，加上乾熱的氣
候，就在窪地形成湖泊，經年累月水被蒸發
掉，小湖泊乾涸，石膏就以結
晶沙粒的形式沉澱，覆蓋湖
牀。風吹起兮，沉落堆積，形
成沙丘。現在這一大片白沙覆
蓋的三百平方英哩的地區，是
世界上最大的石膏質沙丘。
1933 年 1 月 18 日 胡 佛 總 統
（Herbert Hoover） 在 【1906
年古蹟法案】建立了【白沙國
家遺跡公園】，於翌年 4 月 29
日開放。遊客中心是由 Adobe
式磚和用扁斧修整木頭建築而
成。車停妥，和國家公園標誌
合影，到此一遊。商店裡賣五
【圖森
圖森（
（Tucson
Tucson）
）露營車營地
露營車營地】
】大門
顏 六 色 的 滑 沙 盤 ， 新 的 15
元，用過還退 5 元，我們因長
途旅行，沒時間滑沙，沒買！
我用國家公園耆老卡和駕照順
利通關。續前行，車道兩旁為
一片白石膏沙漠，我們戴上墨
鏡阻擋雪白沙子反射的耀眼光
線。蹲在沙地上，閉眼讓沙粒
似沙漏般從指縫中流失，神經
末稍感受從來未有的觸感。我
小心地用寶特瓶裝一罐白沙當
紀念品。走在棧板道上，扶欄
遠眺，白皚皚一片，野草雜
叢，分散白沙坡上。欄杆立牌
【圖森
圖森（
（Tucson
Tucson）
）露營車營地
露營車營地】
】裡停泊的奔馳車頭露營車
告示罕有的植物與動物說明。
走到盡頭欄杆的角落，拍下美
美的光景。猛回頭，拍下正在
拍照的女婿成為一片雪白中焦
點的美照。同樣地在 70 號公
路進入亞利桑那州之前，我們
預訂【圖森（Tucson）露營車
營地】，因為女婿是【美國露
營車營地 KOA 協會】會員，
省 10 元。KOA 在美加總共有
通過 600 項檢驗的 500 家加盟
露營車營地。在 Las Cruces 接
I-10 公 路 一 路 順 暢 ， 快 到
Tucson 山坡的坡度漸增，也很
順利找到露營車營地。進入門
高速公路上偶遇的【
高速公路上偶遇的
【眼淚
眼淚(Teardrop)
(Teardrop)單人露營車
單人露營車】
】
前植有棕櫚樹的 Adobe 式磚大

猛回頭，
猛回頭
，拍下正在拍照的女婿成為一片雪白中焦點的美照
拍下正在拍照的女婿成為一片雪白中焦點的美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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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十裡黃花路
圖三。
圖三
。海灣中的鳥群

在久雨初晴後的春風裡，我同一群愛
好在週末健走的知青歌友們（圖一），到
舊金山灣裡最南端，河流入海處的動物保
護景區中，那黃花夾岸的小路上（圖
二），走了將近十英裡的開心路。不但沿
路看到好些平日難得一見的景物，拼出一
身熱汗，也帶回來一袋在路邊新採的茴香
做為午飯時煮義大利麵的佐料。
雖然一年來曾經在這條海灣邊上的小

路走過幾次，但多半是為了一些沒有時
間，或者精力走完全程的朋友們而半途原
路折返。這次做為在復活節週末的特別活
動，我們的群主在開始前就說要走完全
程，而且不會為了步伐慢的人留步。因此
開始後不久，我們的隊伍就逐漸拉長，慢
慢地變成一條見首不見尾的長龍。好在多
半有手機可以聯繫，不必擔心有人會像在
山路上那樣迷失的問題。

圖一。
圖一
。矽谷知青爬山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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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老師

圖四。
圖四
。美鐵客運列車

雖然我是隊伍裡最年長的人，但是由
於在小時候就為了逃避紅潮，由山東濰坊
老家，單身同父親走到青島。然後又在大
江南北流浪了二年，最後被趕到台灣，過
了好些克難的歲月。所以不但練出一份什
麼都能吃的胃口，也有了一雙什麼路都能
快走的腿。因此那天可以同群主等走在隊
伍的前面，一同分享了很多彼此生活上的
經驗，包括她小時候就喜愛音樂，開始學
手風琴的情
形。無怪乎
她能常常在
我們合唱隊
伍裡，為我
們提升唱
歌，甚至念
樂譜的能

力。那天還難得的遇到一位來自台灣，初
次參加我們健行的歌友，讓我也有機會交
換一些有關台灣近來的變化等。
當然更欣賞到了好些春天的景色，包
括很多不同的山景和海鳥等（圖三）。也
有機會看到一列在海灣邊快速經過的美鐵
客運列車（圖四），讓我想起退休前在美
國鐵路總署工作的時光，包括好些為祖國
鐵路建設所化的心血。在那前後三十年的
時間裡，我有幸親身協助他們由老舊的蒸
汽機車進步到如今已經是世界第一流的高
速電化鐵路，包括世界上唯一的磁浮營運
列車等。
在春風裡，想到自己如今能在灣區退
休的歡樂時光裡，走遍海邊和山上的各處
景區，也特別要感謝這些年青的歌友們！

圖二，
圖二
，黃花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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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
玩家”
”揭露利用比特幣洗錢內幕：國內買國外賣

利用電腦破解壹個復雜算法就會產生
壹枚比特幣。比特幣是去中心化的，其發
行量不依賴於任何發行者，僅依賴於算法
本身。任何壹臺連接互聯網的電腦都可以
進行點對點比特幣轉賬，資金的流動只依
賴於網絡，不需要通過第三方機構如銀行
等，所以根本就無法被監管。
比特幣可以在互聯網之外換成其他傳
統貨幣。美國MtGox交易所網站實時顯示比
特幣兌美元、歐元等世界主要貨幣牌價。
比特幣常被用來進行非法資產轉移——
用本國貨幣買入比特幣，在國外交易平
臺賣出，再以美元取出。
近期，1 枚比特幣的價格躍至 1 萬元
人民幣。談及此事，曾經的“玩家”劉
永淡淡地說，“比特幣壹言不合就翻倍，
壹言不合就腰斬，現在比以前要溫和不
少。2013 年年底，1 枚比特幣價格達到
1238 美元，當天價格超過黃金每盎司單
價。然後，壹路震蕩到 160 美元”。
今年以來，在中國市場，比特幣交易
價格經歷了幾次“跳水”，不過隨後又逐漸
反彈，並創出新高。2017年1月11日，中國
人民銀行在北京、上海督查比特幣三大交易
平臺，比特幣價格“閃崩”，當日跌幅達
17.92%。2月9日，央行發布《人民銀行營
業管理部繼續約談在京比特幣交易平臺》公
告後，比特幣價格跌幅達6.63%。
梳理比特幣交易價格的每壹次大幅
漲跌可以發現，在所有影響因素中，
“合法性”幾乎占據了決定性的地位。
“合法性”問題未解決
事實上，能消費比特幣的地方並不多，
更多時候只是在比特幣發燒友之間支付。在
實體經濟中，比特幣的“購買力”與法定貨
幣差得遠，甚至比不上虛擬的騰訊Q幣。
不過，相比騰訊 Q 幣等，比特幣有
個巨大優勢：能套現。也就是說，比特
幣可以在互聯網之外換成其他傳統貨幣。
美國 MtGox 交易所網站實時顯示比特幣
兌美元、歐元等世界主要貨幣牌價。

“比特幣熱”
要從2008年說起，
壹位名叫中本聰
（可能是化名）
的程序員寫了壹
篇概述比特幣設
計的論文，描述
了這種以電子方
式交易的貨幣，
只要妳的電腦接入了互聯網，就可以將
貨幣轉移到世界上任何壹個角落。它被
命名為比特幣（bitcoin）。
中本聰設計了壹個復雜的算法，妳用
電腦去破解這個算法就會產生比特幣，這被
稱為“挖礦”。當妳的電腦完成了壹定的
任務後，壹枚新比特幣就會被創造出來。
最初，這些工作很容易完成，只要
用妳的電腦就能很快生產出壹堆比特幣。
當妳下載比特幣客戶端軟件並設置為
“開采”模式，妳就等於將自家的電腦
貢獻給整個網絡做計算，從中獲得的獎
勵就是 50 個比特幣。這和同樣是 P2P 模
式的 BT 下載原理很像，妳的電腦既在下
載資源，也是上傳資源的種子。隨著加
入者越來越多，沒有強大顯卡的計算機
在幾年內不可能開采到比特幣。
在比特幣論壇上，壹位曾經售賣計
算機顯卡的銷售人員用“打了雞血”來
形容 2011 年比特幣對他的刺激。2011 年
4 月，他賣出了 270 張顯卡，“那時候來
店裏采購高端顯卡的，壹聊起來，十之
八九就是用來搞比特幣的，還在我店裏
現場演示挖礦，用來比較挑選顯卡”。
這種網上交易是否安全，是人們最
關心的壹點。按照密碼學設計，所有比
特幣用戶通過壹個分布式網絡連接，每
個用戶有壹對密鑰，私有密鑰是身份認
證，隱藏在計算機中；公共密鑰是接受
別人發送比特幣的地址。
和真實貨幣相比，比特幣交易自由
得多。據業內人士介紹，任何壹臺連接
互聯網的電腦都可以進行點對點比特幣
轉賬，資金的流動只依賴於網絡，不需
要通過第三方機構如銀行等，所以根本
就無法被監管，銀行也就沒辦法收手續
費，也不會有所謂的額度限制。
不過，按照設計，隨著越來越多的
比特幣被創造出來，妳的電腦就需要做
更多的工作才能創造出新的比特幣，最
終大約到 2040 年，比特幣的總量會永遠
限制在 2100 萬枚。

“壹個最大的特點是，比特幣是去中
心化的，其發行量不依賴於任何發行者，比
如銀行、政府和企業，而僅依賴於算法本
身，這就從根本上保證了任何人或機構都不
可能操縱比特幣的總量。”北京郵電大學通
信法研究中心主任婁耀雄告訴記者。
2011 年，維基解密、互聯網檔案、
自由軟件基金會、電子前哨基金會等組
織，宣布接受比特幣的捐贈。壹些互聯
網企業隨後也表示接受比特幣的付款方
式。然而，由於法律地位前景不明，其中
部分組織此後又宣布停止接收比特幣。
2013 年 8 月 19 日，德國政府成為全
球第壹個正式認可比特幣合法身份的國
家。10 月 29 日，加拿大溫哥華激活全球
第壹部比特幣自動提款機。
要真正得以流通，壹個合法的身份必
不可少。但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
均未認可比特幣的合法貨幣地位。正因為
此，在比特幣價格的眾多影響因素中，“合
法性”幾乎成了決定性的壹個因素。
2013 年 11 月 19 日，美國參議院就比
特幣引起的政策問題進行討論，這在當天
刺激了比特幣價格的飆升，但是會上並沒
有人提出立法的建議。這種謹慎的態度，
讓比特幣的價格在當天沖高後迅速回落。
在中國，不到壹個月後，中國人民銀
行官網上公布了央行等五部門此前下發的
《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明確比
特幣只是壹種特定的虛擬商品，不能且不
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
“黑手段”不斷出現
由於在很多國家沒有獲得合法性，
比特幣壹直陷入爭議之中，其中最突出
的質疑是，比特幣非常容易成為不法分
子的洗錢工具。比如，黑客將比特幣作
為受攻擊者支付“贖金”的方式。
從2014年開始，壹種詭異的敲詐方式
陸續在世界各地出現：用戶某天打開電腦
壹看，突然發現自己所有文檔文件都被加
密了，屏幕上壹行大標題寫著“妳的文件
都已被加密”(your files are encrypted)；
標題下面詳細介紹了支付贖金的方法——
將壹個比特幣發給特定的賬戶，收到錢後
就會把解密的密碼發給妳。
如果妳稍有遲疑，勒索的贖金價格就
會翻倍；壹旦超過了規定的付款時間，敲詐
者就再也不會理妳。電腦裏的圖片、文檔、
資料等文件，此刻都已經被64位加密成為
“人質”。有些蘋果用戶也遇到類似的敲

詐：有人竊取Apple ID後，謊稱手機丟失而
將設備鎖定，並留下壹個聯系方式勒索。
美國壹些連鎖快餐店也曾接到紙質或
電子版的敲詐信，嫌疑人向店老板勒索 1
個比特幣，超過規定時間則加碼到 3 個。
嫌疑人威脅說，如果不付錢，他們就會在
點評網站上給該餐廳狂打差評；冒充消費
者，向消費者權益保護部門投訴該餐廳亂
收費；瘋狂撥打餐廳的客服熱線騷擾；蓄
意毀壞餐廳財物；冒充顧客虛假下單訂
餐，搞得外賣小哥整天空跑；還會給警方
和衛生管理部門匿名舉報，捏造該餐廳涉
嫌提供變質食物、洗錢、逃稅等犯罪線
索，反正就是怎麽惡心怎麽來。
除了網絡勒索外，洗錢、非法交易、
逃避外匯管制等也利用了比特幣的匿名
性特點。
2013 年 10 月，利用比特幣進行匿名
非法買賣的電子交易平臺Silk Road被美國
多個執法部門查繳，同時被查封的還有
26000個比特幣，當時約值360萬美元。平
臺創始人和運營者羅斯· 威廉姆斯· 烏布利
希——壹個從無前科、正在攻讀學位的29
歲的年輕人以“恐怖海盜羅伯茨”的另壹
重身份活躍在網上，在短短兩年時間內將
Silk Road變成網絡世界最大的“黑市”，
擁有近100萬名客戶，銷售總額高達12億
美元。在這個平臺上，服務涵蓋了辦假護
照、非法入侵系統和獲取信息、買賣毒品
武器、提供色情服務等，只是所有交易都
通過比特幣支付完成。正是利用了比特幣
的匿名性特征，不法分子“完美”避開了
監管部門通過銀行卡交易記錄追蹤每筆錢
來龍去脈的可能。
“賭博是比特幣的另壹大支柱，主要
是因為壹個網站。這個網站利用比特幣的
區塊鏈(區塊鏈是比特幣技術中的核心部
分，其功能簡單而言類似於壹種賬本，記
錄所有的交易數據——記者註)研制了壹
種算法，使得去其網站下註的人壹定是無
法作弊的，從算法上保證了公正性，所以
深受賭徒們的歡迎，這家網站只收取交易
提成。”劉永對記者說，有洗錢和賭博這
兩個“剛需”支撐，比特幣壹時半會很難
死掉，或者說在二級市場上崩潰了再拉起
來。使用比特幣洗錢的人把錢兌換到比特
幣“黑箱”裏，然後馬上兌換出來，整個
過程不超過幾分鐘。
除此，據業內人士介紹，比特幣還被
用來進行非法資產轉移——用本國貨幣買
入比特幣，在國外交易平臺賣出，再以美

元取出，幾分鐘就可以完成資產轉移。
監管會越來越嚴
對於劉永來說，比特幣場外交易的
賺錢方法其實並不神秘，就是“搬磚套
利”，通過國內外交易平臺的價差，低
買高賣來做套利。
劉永說，2013年，比特幣有壹波暴漲
行情，國內外價差比較大，“最多的時候，
壹天在國外市場買了500萬美元的比特幣，
然後在國內賣，當時價差達到了10%”。
火幣網、OKCoin（幣行）、比特幣中
國是目前國內三家最大的比特幣交易平臺。
在很長壹段時間裏，壹些交易平臺數據顯示，
每天的比特幣交易量甚至超過驚人的上百萬
個。不過，劉永說，這些數字中的水分很大，
真實的比特幣交易量遠遠沒有那麽多。
交易量虛高的原因也不神秘，就是幾
乎成為“行規”的刷量。業內人士介紹，
壹般來說，比特幣交易平臺刷量有三種方
式：壹是直接虛報交易量；二是設立賬戶，
掛壹個程序通過自交易的方式進行對倒，這
種對倒表面上形成了交易，實質沒有發生
比特幣轉移；三是設立兩個賬戶，通過程
序實現兩個賬戶之間的高頻對倒。
劉永說，刷量在技術上很容易實現，只
需要寫代碼就能完成。刷量的目的在於制造
虛假繁榮，從而吸引更多投資方和聚攏用
戶。而要實現這壹效果，與零手續費交易模
式密不可分。交易平臺此前普遍對比特幣交
易免費，只是在提現環節收取手續費。
在零手續費模式下，壹些程序化交易
用戶利用代碼、機器人進行自動交易，由
於不同平臺之間存在價差，而且交易平臺
又不收手續費，因此存在壹定套利空間，
也是造成比特幣交易量超高的原因之壹。
這種現象已經引起監管層的註意。2017
年1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和北京營業
管理部先後約談了火幣網、幣行（OKCoin）、
比特幣中國（BTCChina）主要負責人。5天
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調查組進駐三大交易
平臺，就相關情況進行現場檢查。
此後，中國人民銀行於1月11日下發
通知，要求北京、上海兩地聯合當地金融
局、工商局和公安局，組成執法檢查組，
進駐三家平臺進行綜合執法檢查。
受訪的業內人士幾乎達成壹致觀點——
“未來監管肯定會越來越嚴”。劉永認為，
監管趨嚴將來自兩個方向，壹是客戶身份驗
證會越來越嚴；二是交易平臺的衍生業務哪
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這方面會越來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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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警察逮捕兩名偷獵嫌犯 沒收虎皮和虎骨

印尼 Argamakmur
Argamakmur，
，印尼警察展示沒收的虎骨和虎皮
印尼警察展示沒收的虎骨和虎皮。
。印尼政府逮
捕了兩名涉嫌偷獵蘇門答臘虎的男子，沒收壹張虎皮和虎骨
捕了兩名涉嫌偷獵蘇門答臘虎的男子，
沒收壹張虎皮和虎骨。
。

5 噸重
噸重“
“巨無霸
巨無霸”
”豆腐亮相老君山
1 小時被吃光

道教聖地洛陽欒川老君山中天門廣場老子像前，
道教聖地洛陽欒川老君山中天門廣場老子像前
，30 余名欒川豆腐制
作師通宵達旦忙碌，為“仙境朝聖節
作師通宵達旦忙碌，
仙境朝聖節”
”活動趕制出壹塊直徑 8 米、重達
11000 余斤的太極八卦造型豆腐
余斤的太極八卦造型豆腐。
。

韓國少男少女盛裝參加傳統成人禮

韓國迎來壹年壹度的傳統成人禮，
韓國迎來壹年壹度的傳統成人禮
，少男少女身穿韓
服首爾在韓屋村參加傳統成人禮。
服首爾在韓屋村參加傳統成人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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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ional Expert Claims An EMP Could Wipe Out Electronic Systems Across
The US – Despite Previous Test Only Taking Out A Single Row Of Street Lights

North Korea Could Be Preparing An Electromagnetic
Pulse Strike On The US From Space, Expert Claim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North Korea could try to launch a nuclear
attack from space with satellites they already
have.
North Korea could be planning an electromagnetic
pulse (EMP) strike on the US with two satellites already
orbiting above the Earth, an expert has claimed.
Dr Peter Vincent Pry claims that Pyongyang may be
secretly developing the ability to detonate a highaltitude nuclear weapon in space which would set off
the pulse, wiping out electrical systems below.

The secretive kingdom is believed to have started a
satellite programme during the 1980s and successfully
launched two observation satellites in 2012 and 2016,
which take an estimated 94 minutes to complete an
orbit of the earth.
Dr Pry,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Task Force on National
and Homeland Security who sits a US Congress
committee on EMPs, claimed North Korea is practising
a “cyberage version” of battleship diplomacy so they
can always have “one of [their satellites] very close to

being over the United States”.
He said the North Koreans may use this as a bargaining
chip if the US threatens to carry out military sanctions
against the regime.
It follows months of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rhetoric
on both sides of the dispute over Pyongyang’s
continued nuclear programm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warned that the Obamaera policy of “strategic patience” was over and the
President has said he will
solve the problem “with or
without” China’s help.
Last week Donald Trump
said he would like to resolve
the situation peacefully but
warned that a “major, major
conflict” with North Korea is
“absolutely possible”.
On the North Korean side,
Pyongyang has threatened a
“merciless response” to any
US provocation.
Although people doubt North
Korea has the technology to
launch a direct attack on the
US, experts warn they are
getting closer and can still
target Seoul or Tokyo.

Dr Pry said Pyongyang might be engaging
in this different type of warfare after
taking inspiration from a plan the Soviet
Uniondrew up – but never carried out –
to attack the US with an EMP during the
Cold War.
He told far-right US website Breitbart
he believed that the recent rocket tests
looked “suspiciously like practice for an
EMP attack”.
But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expert
Jeffrey Lewis said the claims that an
EMP strike could wipe electrical systems
below was “silly”.
In an article for Newsmax, he pointed to
a test carried out by the US in 1962 known as “Starfish
Prime”.
Although the bomb detonated nearly 250 miles above
the Pacific Ocean was 100 times larger than the atomic
bomb dropped on Nagasaki, the only recorded effect
was the failure of one set of street lights in Honolulu.
(Courtesy 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

Cyber Attack: Hackers In China Try To Seize
Control Of 'WannaCry' Ransomware's 'Kill Switch'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Hackers in China tried to seize control of the ‘kill
switch’ used to prevent many of the WannaCry
ransomware attacks that have been causing chaos
across the world.
A 22-year-old British cyber security analyst discovered
a website domain name in the code of a ‘worm’ used
to infect computers with ransomware, which took over
PCs and demanded money to return control.
When he registered the domain name, it activated a
‘kill switch’ in the coding. Every time the malware first
infected a computer, it would try to find the website. If
it could not, it would carry out the attack but if it did,
it would shut down.
This is believed to have prevented thousands of
attacks, but experts have warned the code could easily
be rewritten by those responsible.
There are fears of a new wave of problems when
people return to work if they have not installed a new
security patch issued by Microsoft.
The security analyst, who has asked to remain
anonymous but uses the name MalwareTech on social
media, said he had been notified of an apparent attempt
by someone else to take control of the website.
“Looks like someone in China attempted to steal the
domain,” he wrote on Twitter.
Costin Raiu, director of global research and analysis
at cyber security company Kaspersky Lab, told The
Independent that hackers would sometimes try to take
control of a website by pretending to be the owner and
getting it transferred to a different register.
In this case, he said: “In theory, they could do two
things. One is just count how many victims there are
around the world.
“The other thing is they could just disable the kill
switch that MalwareTech enabled … but the transfer
attempt failed.”
He said it was “unlikely" that the hackers themselves

would have done this as it would be simpler just
to change the program slightly.
“They can very easily create another variant of
this worm which doesn’t have this kill switch
or checks for a different domain and they will
achieve the same effect [as seizing control of the
original domain],” Mr Raiu said.
Instead he suggested hackers unnconnected to
the ransomware attacks may have been trying to
pull off a feat that would give them a degree of
"fame".
He suggested the best way to catch the people
responsible for the WannaCry attacks would be
to trace the ransom payments, which were to be
made in Bitcoins.
“What you can follow is the money,” Mr Raiu
said. “You can follow the Bitcoins [although]
following the Bitcoins is kind of an art in itself.”
(Courtesy https://www.yahoo.com/tech)

The security researcher going by the handle
malwaretechblog on Twitter registered the domain
used by the malware, which in turn allowed the kill
switch to take effect, thereby stopping the spread of
the attacks.
The Guardian reported that the kill switch came
hardcoded into the ransomware to allow the attacker/
attackers to stop its propagation. Malwaretechblog
with the assistance of Darien Huss from Proofpoint
implemented the kill switch, which provided people
in the US more time to defend against the attacks.
However, the solution came too late to help those
already affected by the attacks in Europe and Asia.
"They get the accidental hero award of the day,"
Proofpoint's Ryan Kalember told The Guardian. "They
didn't realize how much it probably slowed down the
spread of this ransomware."
According to researchers at Symantec, there's
currently no decryptor available for this particular
strain of ransomware. This means that those already
infected will either have to pay the ransom demanded
by hackers or wait until a decryptor is developed and
released.
"As far as I'm aware there is still no way to get data
back other than paying the ransomware (which also

The instruction file that a nurse in
Littleborough, Lancashire, UK found on her
desktop after becoming the first known UK
cyberattack victim.

Related
The Global WannaCry Ransomware
Attacks Were Stopped By
'Accidental Hero'

Devastating ransomware attacks that crippled the NHS
and targeted over 70 countries just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weekend has shocked the world. The ransomware
was linked to NSA exploits leaked by the infamous
Shadow Brokers hacker group in April. Howeve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attacks was stopped by an
"accidental hero" – a security researcher who found
and implemented a kill switch, stemming the flow of
attacks.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doesn't guarantee recovery)," MalwareTech told
IBTimes UK. The researcher also explained that if the
registered domain is revoked, the attacks may start
once again. "The chances of the domain being revoked
are low, but this won't stop any new attack if they
change the malware to not use our domain so people
need to patch now," MalwareTech warned. (Courtesy
https://www.yahoo.com/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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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
需要細心孕育

當夫妻檔尼爾與艾美第一次看見洛杉磯市中心的聖薇比安娜
教堂 (St. Vibiana)，就深深受到吸引。雖然教堂當時遭受地震
嚴重地破壞，他們仍決定將它改建成夢想中的餐廳，萬事俱備，
只需要資金，他們選擇與我們合作。
聖薇比安娜教堂曾是許多社區居民生活的重心，陪伴他們
度過人生的里程碑。透過我們的支持，尼爾與艾美將這項
傳統發揚光大，提供 Redbird 餐廳的創意美食，為來自各地
的客人慶祝生命中的重要時刻。
聯繫商機，向前邁進。
欲知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succeed
或致電 1.877.828.8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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