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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偷窥你的家？

新华社电 俄罗斯卫生部长
斯克沃尔佐娃１１日说， 俄人均寿
命首次达到７２.５岁。

斯克沃尔佐娃引用俄国家统
计局的数据说 ， 今年前７个月 ，
俄人均寿命增加０.６３岁， 在俄历
史上首次达到７２.５岁。 女性平均
寿命为７７.４岁， 男性平均寿命从
６６.５岁提高到６７.５岁。

斯克沃尔佐娃说， 这一切得
益于血液循环系统疾病、 恶性肿
瘤、 肺结核以及外部因素致死率
下降。

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 ２０１６
年俄人均寿命为７１.８７岁。 而２０年
前俄人均寿命为６５.４岁。

俄人口学家弗拉基米尔·季
马科夫对俄媒体表示 ， 俄人均
寿命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 但
若与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和巴西
这样的金砖国家相比 ， 俄还有
差距。

俄 《共青团真理报》 认为，
俄罗斯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年龄的
男性死亡率高， 改善医疗服务才
是提高寿命的关键。

新华社电 据沙特阿拉伯通讯
社１２日报道， 沙特安全机构日前
挫败一起由极端组织 “伊斯兰
国” 策划、 针对沙特国防部大楼
的自杀式炸弹袭击阴谋， 并逮捕
４名嫌疑人。

报道说， 嫌疑人在抵达沙特
国防部大楼前被安全人员抓获 ，
其中两人为沙特人， 另两人为也
门籍。

据报道， 嫌疑人的藏匿窝点
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的一居
民小区内， 安全人员在搜查中起
获爆炸装置和自制手雷等武器。

２０１４年沙特 宣 布 “伊 斯 兰
国” 为恐怖组织， 对该组织成员
采取高压政策。 “伊斯兰国” 成
员则在沙特境内进行报复， 制造
了一系列针对警察和清真寺的袭
击活动。 今年２月， 沙特安全机
构捣毁 “伊斯兰国” 的４个团伙，
共逮捕该组织１８名成员。

俄罗斯人均寿命
首次达到72.5岁

沙特挫败一起
恐袭图谋

“对着卧室的摄像头ＩＰ地址１０元一个，拍摄到激情画面的２０元一个。”原本用来看护家里老人孩子或用
作防盗的摄像头，竟然被不法分子用于“窥私”在网上公开叫卖。近日，北京、浙江等警方接连破获黑客非法
入侵居民家用摄像头案件。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我国的家用摄像头保有量为４０００万至５０００万个，其中一
些存在被攻击风险。在一些ＱＱ群和百度贴吧，有人公然售卖破解摄像头软件，分享他人家庭私密影像。

７月１４日 ， 北京警方破获一
起网上传播家庭摄像头破解软件
案， 抓获涉案人员２４名。 据犯罪
嫌疑人交代， 他们非法获取某品
牌摄像头破解软件， 利用黑客手
段破解网络摄像头 ＩＰ， 然后在
ＱＱ群中出售。

有涉案者交代， 在发现专门
破解网络摄像头ＩＰ的ＱＱ群后，他
加入并向管理员购买了扫描破解
软件， 轻松破解了１００余个摄像头
ＩＰ，观看保存了摄像头拍摄的内容。

８月初，浙江丽水警方成功打
掉浙江省首个网上传播家庭摄像

头破解入侵软件的犯罪团伙。已
被破解入侵的家庭摄像头 ＩＰ近
万个，涉及云南、江西、浙江等地。

据犯罪嫌疑人王某交代，他
非法获取某摄像头破解软件，采
用黑客手段破解网络摄像头 ＩＰ，
破解网络摄像头密码， 控制摄像
头偷窥他人隐私 。 随之在相关
ＱＱ群中出售控制摄像头的软件
和已被破解的摄像头ＩＰ。

“普通摄像头信息一个卖 ５
元，对着床的一个卖１０元，有激情
画面的一个可以卖２０元。”犯罪嫌
疑人王某称， 除了贩卖被破解的

摄像头ＩＰ外， 他将偷窥到的录像
保存并上传云盘进行贩卖。

去年５月 ，３６０攻防实验室发
布 《国内智能家庭摄像头安全状
况评估报告》， 直指家用摄像头９
大类安全风险：用户隐私泄露、未
加密数据传输、无人机识别机制、
多数智能设备可横向控制、 未对
客户端进行安全加固、 代码逻辑
设计缺陷、存在硬件调试接口、未
对启动程序进行保护和没有远程
更新机制等。据３６０安全研究员严
敏睿介绍， 安全风险相对突出的
是一些与外网相连的摄像头。

多地发生家用摄像头入侵案

记者调查： 控制他人摄像头网上７０元 “包教会”

弱口令容易被破解
“并不是所有的摄像头都容

易被入侵。”严敏睿解释说，一些
贴牌生产的山寨摄像头自带拨号
上网功能， 这部分摄像头在外网
环境下可以直接被搜索到， 攻击
起来也相对容易。

据业内人士介绍， 家用摄像
头主要来自于三种渠道： 互联网
企业、原生安防企业和“贴牌 ”生
产厂商。 其中前两者都具备修改
产品软件代码， 对产品进行安全
性加固的能力， 而贴牌生产厂商
则完全不具备这种能力。

浙江景宁公安网警大队副大
队长陈勇涛表示，在办案过程中民警
发现，一些弱口令的摄像头以及安
全系数较低的摄像头 ， 嫌疑人
使用破解软件都能很快破解。上
海信息安全行业协会专委会副主
任张威说，在选购家用摄像头时，
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大品牌摄像
头就已经为普通用户过滤掉了
７０％至８０％的安全风险，如果用户
根据说明书设置密码， 家用摄像
头的安全性将达到９０％以上。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
研究院孙道翠认为， 借助网络技
术的犯罪具有身份隐秘、 地点隐
匿 、 行为轨迹难以追踪性等特
征， 执法部门要通过提高科技力
量进行应对。 据新华社

记者在互联网和社交软件上
进行关键词检索发现， 尽管一些
运营商屏蔽了相关关键词， 但仍
能搜索到大量暗示性强烈的破解
软件和用户隐私录像的交易贴、
交流群。 记者加入多个相关ＱＱ
群号和ＱＱ账号 。 在一个名为
“ｉｐ摄像交流群” 的ＱＱ群中， 群
主除不定时播发破解软件贩卖信
息外， 还时常分享一些通过被劫
持摄像头录制的私密录影， 诱导
群里的成员购买破解软件。

在不法分子所分享的录制视频
中， 绝大部分都是隐私的夫妻生活

内容， 并夹杂一些看似在酒店客房
隐蔽位置拍摄的激情视频。

记者添加了尾号为 ９４９６的
ＱＱ用户。 对方称， 只需要７０元
即可将摄像头查看软件卖给记
者， 并承诺 “包教会”。 在支付
了７０元后， 对方指导记者下载了
一款软件， 同时向记者发送了两
个包含数百个ＩＰ地址的文件和十
余个软件教学截图。

对方指引记者添加了６个居
民家中的网络摄像头， 并获取实
时画面。 这些摄像头有一些对着
床， 一些则对着浴室， 可通过软

件随意选取拍摄角度。 记者随即
将相关材料交给警方。

据业内人士介绍， 只需要掌
握用户的摄像头ＩＰ地址和账户密
码， 就可以登录查看摄像头的实
时画面， 而这些ＩＰ地址都是通过
扫描软件得到的。

此外， 这些被入侵的家庭摄
像头还有可能沦为黑客的攻击工
具。 腾讯安全反病毒实验室安全
专家马劲松告诉记者， 被控制的
摄像头变成了攻击源， 而真正的
攻击者的位置被隐藏起来， 此种
攻击可能造成更大范围的危害。

“培训大军 ”再度集结 。刚一
开学， 南京一所名校二年级的小
安就开始了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
密集的课程， 他的父母虽是分别
毕业于国内 ９８５与 ２１１大学的硕
士，但为了让孩子受到“专业”的
培训，还是坚定地给小安报了班。
妈妈说：“苦虽苦， 孩子的语言敏
感期没几年，不能偷懒。”

“找房大军 ”正在奔走 。名校
周边的“老破小”早已一房难求，
中介还在不断提高租金。 南京的
一位家长任女士无奈地说：“别人
换房子是改善， 陪读的家庭却在
改差。但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蜗居
一段时间是值得的。”

不辞辛苦培训、 不惜人力陪
读、不惜成本择校……专家认为，
当下的教育焦虑固然来自优质教
育资源相对稀缺， 但家长严重焦
虑和畸形攀比的“心魔”背后确有
利益推手。 教育焦虑究竟为何愈
演愈烈？谁在靠“吹大”你的焦虑
“泡泡”牟利？

以为是口碑其实是套
路———培训机构成了 “心理
专家”

“要专挑孩子不会的提问 ”
“一定要让家长感觉自己孩子真
的不太行” ……近日被媒体曝光
的某培训机构英语课程设计，揭

出了培训机构的“攻心计”。
记者调查了解到，利用家长从

众、攀比的心理，培训机构的“洗脑”
阵地已经前移到了手机里。

南京一位刚刚幼升小的家长
冉峰发现， 自从孩子确定要上家
附近一所著名小学后， 就被拉进
了“某小学入学群”。刚开始，大家
交流孩子和家长信息，相谈甚欢。
随着人数增多， 广告出现了———
暑期游学团、游泳教练等等，而最
多的还是各种培训班的推荐。

一位教育培训业内人士说 ，
家长们往往今天看某个“牛娃”上
了什么班，就开始焦虑，想马上跟
风报班；明天去报，发现居然有钱
也报不上，越报不上越心焦。摸透
了这些心理， 培训机构就会利用
各种群圈定目标受众， 打着分享
升学信息、提供升学指导的旗号，
散播报名紧张等信息， 制造焦虑
气氛，“吹风”中就把生意给做了。

优质学区等于美好未
来———房产中介成了 “教育
专家”

开学了， 学区房的投资暂时
降温，租房陪读的市场火爆起来。
记者走访南京多家房产中介了解
到， 几家名校周边的出租房虽是
“老破小”，租金却年年看涨。“人生
是一种选择。 学区房＝优质教育资

源＝孩子的美好未来。”房产中介王
龙向记者“兜售”这一理念。

学区房、陪读房，为何价格严
重偏离市场规律仍受追捧？ 教育
业内人士分析， 根源当然是教育
资源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
缺。“问题在于，市场正在利用这种不
均衡炒作焦虑，不断推高价格。”南
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殷飞说。

房产中介变身 “教育专家”，
类似现象已不鲜见。 北京西城区
的教学实力曾一度被追捧，“老破
小” 的学区房获利也因此节节攀
升。后经有关部门调查，背后是一
家中介机构的统一行为。

一些在网络上、 在微信朋友
圈里被炒得火热、 看起来出自资
深教育人士的文章， 背后的写手
却是房产中介机构。“现在很多学
区房中介开始做自媒体， 自己给
自己写软文，稳赚不赔。”一位房
产营销人士告诉记者， 这些中介
一边炒着小学、中学的学区排名，
哪个板块的教育资源好， 一边在
群里面鼓动家长一定要买学区
房，动态更新房源。

校内减负校外 “烧钱 ”
———商业中心成了 “超级学
校”

“强烈要求减负！”“强烈要求
取消成绩排名！” 呐喊方才消退，

“强烈要求恢复小升初统考！”的
呼声又起。 记者采访多位家长了
解到，相比各种培训、竞赛、考证
给孩子带来的压力、 给家长带来
的焦虑，不少人宁愿重新承受“一
考定成败”。

“不可捉摸、模棱两可、体外
循环。”殷飞则用这样三个词概括
当下的基础教育阶段的无序竞
争。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人们感
到确定的统一考试反而显得不那
么面目可憎了。

现实中， 焦虑消解正在被置
换为各种形式的“烧钱”行为，而
嗅到了这一“商机”的商业综合体
们迎来了“新生”。

记者采访发现， 城市中的商
业中心正在变身 “超级学校”。以
南京市地标紫峰大厦为例， 每一
层楼都有至少两家培训机构进
驻。每到周末、假期，背着书包的
中小学生频繁进出。 门外等候的
家长中不乏硕士、博士，他们一边
焦虑地在刷着手机， 吐槽起步阶
段的数学、拼音、图形这么简单收
费却不低， 但又很庆幸自己第一
时间“秒杀”到了课程。

殷飞认为， 要纾解家长的焦
虑，不能仅靠劝家长保持理性，要
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丰富优
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从根本上打破不
健康的教育生态。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预计将于９月１５日
结束 “生命” 的美国 “卡西尼 ”
土星探测器于１１日 “吻别 ” 土
卫 六 （又 称 “泰 坦 ” ） ， 最 后
一次从这颗巨大土星卫星上空
掠过 ， 并借助其引力冲向土星
大气层。

“十多年来 ， ‘卡西尼 ’ 与
‘泰坦’ 情深意长， 几乎每月它
们都会约会一次……最后的约见
堪称苦乐参半的告别，” 美国航
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 “卡西尼 ”
项目主管厄尔·马伊斯当天在一
份声明中说， “正如在整个任务
中所做的一样， 土卫六的引力再
次将 ‘卡西尼’ 送往我们需要它
前往的地方”。

在离开地球近２０年后， “卡
西尼” 土星探测器１１日在土卫六
上方１１．９万千米处掠过。 这一远
距离 “告别” 将为探测器提供一
次引力推动作用， 将其送往土星
大气方向。

由于燃料即将耗尽， 美国航
天局决定于１５日结束 “卡西尼 ”
的探测使命， 并决定让它以冲向
土星大气的方式结束 “生命”。

“卡西尼”探测器
“吻别”土卫六

———谁在靠你的教育焦虑 “吃饭”

两个硕士竟教不了一个小学生

卧室隐私在网上以数十元被公开叫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