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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x/Linux 系统管理员手册》作者 Evi Nemeth 近日在新西兰附近海难失踪，新西兰

警方已经停止附近海域搜索，确认死亡。

openSUSE 官方新闻：

●openSUSE Gtalk/IRC/QQ   三大群合流  ，欢迎加入。

●SuSE 的 openSUSE 团队成员 calumma 介绍了 Factory 是怎样定型和测试的。1,2。

●2013 年 7 月 19 日于希腊召开的本年度 openSUSE 开发者大会流程确定，Opening 

Talk 将由 GNU Europe 的老大 Geory Greve 来做。届时将有 ARM、OBS 搭建、High 

Availability、USB 3.0、Snapper、MySQL 安全、腐化 Windows 用户、E17、MATE、自

动化测试（OpenQA）等大牛本尊出面介绍自己的项目。完整流程图见 

conference.opensuse.org。开发者大会的全程视频将在 bambuser.com 即时流出，后

续整理的录像将在 Youtube 放出。可能会有多语言即时字幕（正在召集） 。强烈推荐

观看，为数不多的「认脸」机会，而且他们的英文和你说的其实差不多（欧洲多为非英

语国家）。

openSUSE 升级资讯：

●Packman 似乎又挂了。可用 sudo zypper mr -d Packman 暂时取消刷新该源及其镜

像，避免安装软件时太长的等待时间。稍后可用 sudo zypper mr -e Packman 恢复。

openSUSE 开发快讯：

●openSUSE 中文《入门指南》发布 Alpha2 版本，在论坛 FTP 中。补全了中文示例图

片，增加了译者信息，完成了命令行教学和打印机配置的章节，并贡献了 GNU 自由文

档许可的首个中译版本，稍后会提交给自由软件基金会。感谢 Frank Sundermeyer 制

作的从 PO 档中提取并转换 Translator Credits 为 XML 代码块的 shell   脚本  。

openSUSE 13.1 的中文文档路线图。感谢暑假文档突击小队的组长 LTaoist 制作的 transifex 

贡献统计。暑假小组正式启用 opensuse-zh@opensuse.org 作为译者沟通渠道。

●openSUSE 繁体中文翻译进度长期停滞，我们的 UI 翻译团队（marguerite）决定与 

OpenCC 团队合作，将完成度 100% 的简中翻译使用机器翻译转换为台湾标准正体，在

此过程中将为 Linux 中文繁简转换和各大输入法项目贡献几千词的计算机语料库（整个 

OpenCC 项目的转换规则都没有这么多）。具体见 Facebook 的 openSUSE 中文社团。

●openSUSE 13.1 M2 已经发布，带来了 automake 1.13、GNOME 3.9.3、KDE 4.11 



Beta、libdb 6.0 以及捷克布拉格的 SuSE 团队写机器人对 YaST 进行 Ruby 重写的第一个

预览版本。13.1 M3 也将于本周发布，目标是 perl 5.18、php 5.5.0 和 gcc 4.8。目前正

在热议的还有是否使用   dracut   替换   mkinitrd   制作最小化引导系统、甚至完全抛弃最小  

化引导系统直接引导内核。13.1 完整预实现目标表见 Goals 13.1 wiki。

●openSUSE Build Service 升级到 Ruby on Rails 4.0，目前的小 bug 有：+ 号没有转

义、无法从 home:username:branches:XXX 进行网页提交（本地 osc sr 可绕过）、提

交至 Factory 偶尔会 404，均以着手解决。同时生产环境发布了 2.4.4 维护版本。

●openSUSE 内核开发者抱怨 Btrfs   的性能问题  。

●openSUSE 用户在开发者列表上讨论了一些使用   Systemd   休眠  /  挂起的内容  和 Systemd 

Journal   存在的意义  。

●Fcitx 4.2.8   进入   M17N   源  ，新功能有：使用了 DBus 托盘（支持 KDE/Gnome 的绘图

引擎，因此外观完全一致），增加了切换输入法时的原生通知，默认隐藏输入法状态

栏，实现了多个快速输入表的支持并内置了一些如颜文字。Libpinyin 输入法现在可在

线从搜狗下载并使用细胞词库。引入了基友 Fedora 的 i18n 团队开发的 kkc（Kana 

Kanji Converter）输入法，并在 openSUSE 上首次实现了 fcitx-kkc，实际上这个输入法

是我们的 M17N 团队 push 上游得到的。Fcitx 4.2.8.1 修正版也将在即日发布，修正了 

rime 的 CapsLock 按键问题、4.2.8.1 切换慢的问题、以及若干其它问题，并带来了新

的默认主题。

●IBus   告别   1.4   系列，拥抱   1.5  。升级进行中，后果仍待观察，hillwood 已经测试了一

年之久，中文问题应该不大。

●marguerite 贡献了 13.1 的可选壁纸。下载地址：

http://www.flickr.com/groups/opensuse-artwork/。（此为官方 Artwork 团队的素材

库）

openSUSE 社交网络：

●G+ 网友将 ElementaryOS 的界面移植到了 openSUSE，SuSE Studio   在线试用  。

●G+ 酷壁纸：机械蜥蜴

●G+ 酷 GNOME 主题：blackbird

●G+ 酷 KDE 主题：机械朋克



openSUSE 论坛通讯：

●marguerite 在中文论坛介绍了一些 MBR/GPT，主分区/扩展分区/逻辑分区的知识

●dororofish 在 brueoy 的启发下研究了 openSUSE   下控制硬盘转速、磁头  的内容。

●marguerite 贡献脚本实现了在终端下将文件移动到回收站

●“左半边地球”分享了 AMD   显卡温度控制   的内容。

●gamux.org 放出 Humble Indie Bundle 8   全套游戏   BT   种子下载  。

openSUSE 故障速报：

●zh.opensuse.org 的搜索功能目前完全不能用，官方怀疑为 Lucene 后端问题。

●NetworkManager-strongswan VPN 故障修复

●zip 中文乱码故障修复（安装 rcc-runtime），另马叔（Ma Xiaojun）贡献了一个 

Python 不解压直接转换的脚本。

SuSE 公司新闻：

●SLE 11 SP3   维护更新发布  ，更新内容主要有 Btrfs，并首次实现了对微软 Secure Boot 

的支持。

●近一年成果展示：A Year in Linux

其它业内新闻：

●KDE 4.11   新特性预览  

●KScreen   用户调查  

●MagicPlay  ，一个全新的个人网络音乐解决方案，与其对比的已有方案是 MPD/MP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