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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的西伯利亚，零下30摄氏度，
新年第四天，一场大火夺走了7名中国
人的生命。

1 月 4 日，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州一
处工厂仓库起火，为了应对2000平方米
的过火面积，80多名消防员参与到了扑
救当中。随着灭火的进行，现场发现了
10 名遇难者的遗体，其中，也包括 7 名
中国公民。

根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消息，经
现场核实，发生火灾事故的鞋厂法人代
表系俄罗斯籍公民，但参与创办这家鞋
厂的，其实还有来自中国温州的商人。
有遇难者家属透露，起火时有的工人本
已逃出厂房，但为了回去救火，再也没
回来。

“还好我命大爬出来了”

根据俄罗斯当地媒体报道，新西伯
利亚州紧急情况部门是在当地时间 4
日上午9点接到了火警，地点位于伊斯
基季姆区一家鞋厂的车间。

几段拍摄于火势刚起时的视频，在
当地华人圈子里流传：天色蒙蒙亮，一
团浓烟升腾而上。火苗若隐若现，把烟
雾也映衬成了红色。视频里的画外音
里，一个中国西南地区的口音哀叹着：

“中国人全部找不到了，还好我们命大
爬出来了。”

另一段视频里，拍摄者走在厚厚的
积雪上，几十米开外的建筑被火光和烟
尘笼罩。窗户、门框，火苗从一切缝隙
往外窜，拍摄者走了没几步就停止了录
像。

一对中国男女也用视频的方式向
亲人报个平安，他俩对着镜头，身边
不时响起警笛声，新西伯拉亚几天来
都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徘徊，两人大
口喘着粗气说：“晓得我们安全就好
了。”

当日天色大亮时，现场拉起了警戒
线，不同厂房之间的过道里塞满消防
车，浓烟仍然没有减小的迹象。根据媒
体报道，当地出动了 80 多名消防员参
与救援，但浓烟以及厂房的特殊结构，
给救援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随着2000平方米的过火面积逐渐
得到控制，遇难者遗体也陆续被发现。
遇难者共10人，2名吉尔吉斯斯坦人、1
名俄罗斯人、7名中国人。

西伯利亚州紧急情况部门对外披
露，起火的是一家鞋厂仓库。在该地
的加工车间堆积了大量成品鞋、加工
原材料等，被烧毁后释放出大量有毒
烟雾。

俄罗斯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会长虞
安林称，发生火灾的鞋厂坐落于离新西
伯利亚州市区 60 公里的郊区，由瑞安
籍温商创办，已经在当地经营了五六年
时间。鞋厂有两条流水线，数十名员
工，大部分为中国人。

疑因未关取暖设备导致短路

大火逐渐熄灭，消防员可以靠得更
近些了，他们继续向屋内喷水，扑灭残
存的火星。近前厂房的金属外墙经过
炙烤，已经变色、甚至扭曲，依然有烟雾
从缝隙里飘荡出来。

当地时间 1 月 4 日下午，俄方调查
委员会确认，至少有 5 具尸体是在车
间中央发现的，调查人员推测他们在
生命最后一刻曾试图自行灭火。稍
后在库房的另一个区域发现了另外 4
具尸体。

俄罗斯远东地区温州商会会长蔡
建林称，不幸遇难的7名中国人中包括
一名来自温州瑞安的男子，生前在该鞋
厂负责人事管理等工作，其他还有来自
四川和黑龙江的人。

蔡建林透露，事发的鞋厂为该商
会会员单位，鞋厂规模不大，员工总
数大概在 80 至 90 人，主要生产各类
休闲鞋。

蔡建林转述商会代表了解到的信
息称，事发时，新西伯利亚当地气温低
达零下 30 摄氏度，在仓库值班室值班
休息的员工，用老旧电热棒取暖。当他

们离开仓库时，忘记将其关闭，导致电
热棒温度过高，引起周围可燃物着火。

“当时火不大，几名员工尝试将火
扑灭。但是相邻库房有一些易燃易爆
物，导致了更大面积的火灾。”蔡建林
称。

另有知情人士也告诉记者：“这些
员工不是在生产车间遇难，是去成品库
房救火被烟闷进去了。”

新西伯利亚检方办公室称，初步调
查显示，是鞋厂内部电路短路引发了这
场火灾。另有消防人员在接受俄罗斯
媒体采访时说，从起火到报警，中间也
耽误了一些时间。当地紧急部门表示，
鞋厂于大火中产生的浓烟，不会对附近
居民构成危险。

目前，火灾发生原因还在进一步调
查中，相关人员已着手对火灾现场残留
物及房屋建筑结构作进一步分析。调
查委员会表示，将会对该工厂厂主进行
详细调查，以及该公司是否遵守所有生
产安全条例。

根据俄罗斯法律，造成重大伤亡和
财产损失的火灾责任人将可能被判处7
年以内有期徒刑。

中国驻俄大使馆在得知火灾消息
后，第一时间与俄外交部、紧急情况部
等取得了联系，要求其立即指示和敦促
新西伯利亚州地方有关部门尽快查清
火灾原因，全力救治受伤者，做好有关
善后工作。中国驻叶卡捷琳堡总领馆
已派领事官员赴火灾现场了解具体情
况。

鞋厂创始者中有温州商人

起火工厂所在的伊斯基季姆，是新
西伯利亚城市群中的重要城市之一，这
座城市继承了整个西伯利亚地广人稀
的特点，人口只有 6 万，对外来劳动力
有着不小的需求。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州劳动就业局
2009年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务人员
占新西伯利亚州外国务工者总数的
70%。到2014年，中国与新西伯利亚地
区外贸成交总额超过10亿美元。

根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消息，
经现场核实，发生火灾事故的鞋厂法
人代表系俄罗斯籍公民，并确认火灾
事故中失踪的 7 名中国员工与俄方提
供的遇难者信息一致，另有 1 名中国
员工在火灾事故中受轻伤。工作组
再次敦促俄方尽快查明火灾事故原
因，妥善保存遇难者遗体，并做好善
后工作。

同时，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来
自温州瑞安的商人张建光也参与创办
了这家鞋厂，因当地政策所限而与俄罗
斯籍人士合作。据了解，该鞋厂在俄罗
斯当地已经营了五六年。

1月5日下午，记者联系到张建光，
他表示，自己已经开始处理此事，更多
细节暂时不便透露。公开资料显示，张
建光现为安徽马鞍山市万马鞋业有限
公司的法人代表。此外，他还曾占股温
州市力盾鞋业有限公司。

更早之前，温州商人蔡建林，被公
众认为是从中国前往俄罗斯开创鞋业
市场的第一人。1997 年，他开始从事
中俄贸易往来。四年后，其在俄罗斯开
办鞋厂，此后被选为俄罗斯远东地区温
州商会会长。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蔡建林介绍了
温商在俄罗斯从事鞋业生产的行业模
式。早期，中国商人们主要将国内生产
好的成品鞋通过海关输入俄罗斯市
场。由于俄罗斯轻工业发展较弱，温州
鞋出口到当地很受欢迎，在国内只能卖
20多元的鞋子，到了俄罗斯批发价折合
人民币近 80 元，零售价能卖到 200 多
元。

成品鞋按数量收关税，而半成品则
依重量收税。鉴于关税差异悬殊，温商
开始转变贸易模式，改从中国运输半成
品到俄罗斯加工。

俄罗斯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会长虞
安林告诉记者，事发鞋厂也沿用了这样
的模式：将国内运来的半成品进行加
工，销往俄罗斯其他地区。

短短几年间，仅温州瑞安就有 40
多家制鞋、针织等行业的企业，陆续
到俄罗斯东部的乌苏里斯克经贸合
作区建立生产基地，投资规模达 20 多
亿元，每年都会从国内采购大量半成
品。

有人返回救火再没能回来

阿军是遇难的7个中国人之一，跑
回去救火没再回来。他是和妻子一起
在鞋厂打工的，幸存下来的妻子，网名
改成了“永世两相隔”。

阿军的外甥女透露，阿军是黑龙江
人，故乡本就离俄罗斯不远。今年 50
多岁了，长得高高白白，笑起来很有感
染力，他有着不错的人缘。“他们夫妻感
情非常好，我都没见他发过什么脾
气”。外甥女告诉记者，阿军夫妇每半
年或一年回国一次，多是凑在过年和暑
假，好和家人一起团聚。

阿军的外甥女同时表示，刚起火
时，有二十多个人跑了出来，阿军也在
当中。但他随后又和几个人进去灭火，
其中也有别的国家的工作人员。“不一
会儿那里就爆炸了，他们都没再出来。”

阿军夫妇经朋友介绍在鞋厂工作5
年，包吃包住，一年赚十几万元。阿军
妻子专门为工人做饭，对于阿军的具体
工种，外甥女并不清楚。“就是因为比老
家挣得多点才去的”。她对阿军夫妇的
工作唯一直观印象就是累，“他们会经
常说腰疼”。

出事之后，阿军妻子第一时间在家
庭群里告诉国内的家人。20余位亲人
分处两个国家，他们在深夜里互相安慰
着。大家彼此保持了默契，噩耗没让阿
军的父母知道。

家人说，阿军和妻子觉得年龄大
了，不太吃得消这么大强度的工作，原
本已经计划好回国过年，不打算再回西
伯利亚的那片厂房里去了。

据《北京青年报》

美国石英财经网站等媒体日前披露，全球最大芯片厂
商英特尔公司芯片存在严重技术缺陷，引发全球用户对信
息安全的担忧。

专业人士指出，英特尔芯片缺陷导致的漏洞可能影响
几乎所有电脑和移动设备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受波及设
备数以亿计。这一漏洞的修补过程可能导致全球个人电脑
性能明显下降，也可能对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构成冲
击。

““推测性执行推测性执行””有副作用有副作用
石英财经网站3日报道说，有关英特尔芯片漏洞细节

的报告最先发布在由谷歌公司、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马里
兰大学、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等
机构研究人员联合设计的网站上。

这份报告披露，包括英特尔在内的各主流芯片，其底层
技术都采用了一种叫“推测性执行”的方法。

芯片组是负责联系中央处理器和周边设备运作的计
算机主板核心组成部分。使用该方法的绝大多数中央处
理器为提高性能，会根据被假设为真实的判断，推测性地
执行指令。执行期间，中央处理器会验证假设，如假设有
效，则执行继续，反之则解除执行。但“推测性执行”可能
在执行解除后产生无法消除的副作用，从而导致计算机
信息泄露。

全行业应合作解决漏洞全行业应合作解决漏洞
芯片漏洞可能使敏感信息遭窃的消息让全球使用者一

片哗然。英特尔4日发表声明回应说，媒体报道不够准确，
这些漏洞不会破坏、修改或删除数据。

声明还说，缺陷并非仅存于英特尔的产品，采用许多不
同供应商提供的处理器和操作系统的设备都很容易遭受类
似攻击，并希望与包括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英国阿姆控股
公司和多家操作系统供应商在内的许多其他科技公司密切
合作，以开发一种全行业的方法，迅速而有建设性地解决这
个漏洞。

“零点项目”和其他一些业内人士也认为，超威半导体

公司和阿姆控股公司等其他主流芯片制造商的产品都可能
存在类似缺陷。

不过，作为英特尔主要竞争对手的超威半导体公司回
应说，该公司处理器因技术架构有所差异，漏洞风险趋近于
零。

4日，英特尔股价继续下跌，超威半导体公司和生产图
形处理器芯片的公司英伟达股价上扬。华尔街认为，英特
尔芯片被曝漏洞暂时对其竞争对手构成利好。

谷歌用三种方式攻陷英特尔芯片谷歌用三种方式攻陷英特尔芯片
针对英特尔芯片的设计缺陷，谷歌“零点项目”团队介

绍了3种不同攻击方式，前两种方式被称为“崩溃”，后一种
被称作“幽灵”。

该团队认为，这个设计缺陷具有3个特点：首先，没有
任何一个补丁可以同时抵御3种攻击方式；其次，与传统病
毒不同，攻击不会留下痕迹，计算机无法在被攻击时发现；
再次，恶意攻击者可以从一台虚拟设备上发起攻击，侵入主
机的物理内存，“借道”获取其他虚拟设备信息。“零点项目”
研究员詹·霍恩解释说，“黑客”可以利用该方法读取设备内
存，获得密码、密钥等敏感信息。

“零点项目”是2014年7月由谷歌公司启动的互联网安
全项目，成员主要由谷歌内部顶尖安全工程师组成，专门负
责找出网络系统安全漏洞。该团队原定9日发布英特尔芯
片安全漏洞的相关报告，科技网站《纪事》抢先报道这个发
现后，该团队紧急公布了研究结果，完整报告仍将于9日发
布。

漏洞波及面广漏洞波及面广 修补升级困难修补升级困难
芯片被称为计算机的“大脑”。分析人士认为，英特尔

1995年后生产的绝大多数芯片都暴露在风险之中，漏洞波
及了大量设备，带来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波及面广。基于英特尔芯片运行的微软“视窗”、
Linux、苹果m acO S和安卓等主流操作系统，以及谷歌、亚
马逊等公司提供的大型云计算服务都可能受到影响。

第二，修复有难度。尽管谷歌、微软、亚马逊等公司正
在陆续推出补丁，但这些补丁主要针对被称为“崩溃”的两
种攻击方法，防范“幽灵”攻击则需对硬件进行升级，而更换
全球大多数计算设备难度巨大。

第三，或存后遗症。业内人士称，现有防护补丁将增加
中央处理器负荷，漏洞即使得到修复，也可能导致全球个人
电脑性能明显下降。英特尔基于Linux开源操作系统的开
发者戴夫·汉森认为，补丁将使芯片运转效率降低约5%，对
联网功能的影响甚至高达30%。但英特尔否认类似说法，
认为补丁对芯片影响会随时间减弱。

第四，产业关切深。英特尔的芯片在物联网、无人驾
驶、5G、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新兴领域广泛应用，安全漏
洞对这些领域造成的威胁可能从网络向现实世界延伸。
而云计算等服务对芯片计算能力的需求呈指数级提升，
修补漏洞对芯片计算效率造成的影响可能拖慢整个行业
发展。 据《南方都市报》

7名中国工人殒命西伯利亚

1月4日，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州伊斯基季姆区的切尔诺列琴斯基村，消防
员在事故现场工作。 新华社/卫星社

英特尔芯片惊曝存在重大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