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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結婚 25 年髮妻 恐小報踢爆急公開

貝索斯離婚涉撻着人妻

亞馬遜創辦人兼全球首富貝索斯前日突然發表聲明，宣佈將與結婚 25 年的妻子麥肯
齊離婚，消息轟動全球，外界紛紛揣測二人離婚原因、身家分配，以至亞馬遜股權分佈
及運作會否受影響等。美國多份小報和八卦新聞網站引述消息指，這場世紀離婚原因在
於第三者介入，明日便滿 55 歲的貝索斯被指於去年戀上 49 歲的前霍士電視台主播桑切
斯，雙方背着各自配偶幽會 8 個月，貝索斯多次向女方傳送情慾照片，日前的金球獎
慶功宴上兩人更毫不避嫌地出雙入對。

貝
■索斯與妻子麥肯齊結束
年婚姻。。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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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科學家發現外太空重複電波

澳洲一名男子涉寄送 38 個內含石棉的包裹予 22 個
駐澳外國機構被捕遭起訴。據法新社報道，嫌犯亞凡
在維多利亞省住所落網，10 日在墨爾本出庭。
據當地媒體報道，現年 49 歲的亞凡身穿有「小小
兵」動畫人物的 T 恤出庭，T 恤上還有「不是表面上看
起來那麼簡單」的字樣。亞凡被控透過郵務寄送危險
物質，據警方表示罪成最高可處 10 年徒刑。
這宗案件被鎖定的國家沒有明顯一致性，美國、
中國、意大利、印度、日本、新西蘭的使領館及機構
都受害。
另外，繼「水果藏針」後，墨爾本一列火車的座
椅被人插入了約 20 根針。維省警方正調查事件，並鎖
定一名男疑犯。據報道，乘客阿爾圖薩 8 日早上 7 時 45
分在西弗茲克雷上車，坐下後感覺大腿被扎，站起來
仔細檢查後赫然發現座椅藏針，這名乘客沒有受傷。

個 月 內 偵 測 到 13 段 「 快 速 電 波 爆 發 」
（FRB）訊號，當中一段重複了 6 次之多，
是人類自 2007 年開始偵測 FRB 以來，60 多
個已編列電波中，第二次偵測到重複電
波，對上一次則是 2012 年。
FRB 的來源一直以來眾說紛紜，甚至
有人認為這是外星文明發出的訊號，科學
家則一般認為 FRB 是黑洞或中子星等天體
碰撞時產生的自然現象。

「黃背心」擬提清存款反政府

■「黃背心」運動將有新招對付政
府。
美聯社

法國「黃背心」抗議活動已經
持續近兩個月，很快就要踏入第 9
個周末。「黃背心」抗議者計劃在
本周六（12 日）通過全國範圍內集
中提取現金引發銀行擠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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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法國金融體系，從而迫使政府
滿足他們的需求。該計劃是為了
「不使用暴力，合法地威脅政
府」，迫使政府接受該運動的「公
民倡議公投」，允許公民對新法律
提出建議並投票。這次金融示威是
一種新穎的抗議方式，可以繞開法
國總理菲利普宣佈的「嚴厲打擊未
經授權的抗議活動」的提議。
另外，針對「黃背心」逾來逾
暴力，圖盧茲的一名工程師洛朗在
社交平台 facebook 上發起一項名為
「紅圍巾」的活動，呼籲人們在 27
日街頭舉行遊行，以抗議近幾場
「黃背心」遊行中的暴力行為。

彭博通訊社統計數字顯示，貝索
斯的總資產高達 1,370 億美元（約 1.07
萬億港元），麥肯齊離婚後能否「分
身家」引起關注。英國《太陽報》和
美國 TMZ 網站均引述消息指，貝索斯
夫婦未有簽訂婚前協議，根據兩人所
居住的華盛頓州規定，配偶離婚後將
平分資產，意味麥肯齊有機會分得 690
億美元（約 5,409 億港元），勢必超過
歐萊雅集團繼承人梅耶斯，成為新的
世界女首富。
貝索斯的資產大多來自亞馬遜的
股份，亦在得州、華盛頓州、加州比
華利山和紐約曼哈頓等地擁有多項物
業，是全美國第 25 大地主。由於亞馬
遜是在貝索斯婚後創立，因此麥肯齊
理論上將可分得貝索斯所持亞馬遜股
份的一半，以及其他婚後所購置的物業資
產。不過有專門處理名人離婚案的律師估
計，貝索斯夫婦應該已就財產分配達成共
識，相信麥肯齊獲分的資產將少於一半。若
貝索斯需與麥肯齊分享大筆財產，現時身家
925 億美元（約 7,251 億港元）的微軟總裁蓋
茨也可能重新登上全球首富之位。

億身家
5400

「藍色起源」駕駛直升機，
為貝索斯拍攝空中片段，兩
人經常相對下開始日久生
運，日後再見亦是朋友，「即使當年
情。
我們知道將於 25 年後分開，我們還是
桑切斯去年秋季與懷特塞爾分
會選擇在一起。」
居，跟貝索斯更為火熱，兩人去年
身家估計多達 1,370 億美元（約
10 月曾在邁阿密結伴夜蒲。《國民
1.07 萬億港元）的貝索斯與 48 歲的麥
問詢報》更稱，貝索斯多次向女方
肯齊識於微時，貝索斯經營全球最大
傳送情慾短訊和自拍照，又以私人
電商平台，麥肯齊則是獲獎女作家， ■桑切斯
並成立反欺凌慈善團體，向來被視為科網界模 飛機接載桑切斯到愛巢鬼混，甚至曾在短短 14
範夫妻。兩人育有 3 子 1 女，其中女兒是從中國 天內齊齊背妻背夫偷歡 6 次，其中最離譜一次
是貝索斯乘出席兒子在麻省理工家長日之機，
收養，一家人去年曾在邁阿密慶祝銀婚紀念。
與桑切斯在一家人入住的波士頓酒店內鬼混。
去年夜蒲傳情慾短訊自拍照
不過接近雙方當事人消息均力圖澄清這段並非
不過美國小報《國民問詢報》稱，貝索斯 婚外情。至於為何前日才正式公佈離婚，有報
當時其實已經與桑切斯搭上。據其他報道指， 道指因為貝索斯得知《國民問詢報》要公開他
貝索斯與桑切斯最初是經後者丈夫、荷里活著 和桑切斯的關係，所以搶先一步，亦有報道指
名經理人懷特塞爾認識，擁有直升機駕駛牌的 因為兩人離婚涉及亞馬遜股權結構變動，所以
桑切斯後來獲邀到貝索斯個人名下的太空公司 打算在申報文件曝光前先行公開消息。

涉寄石棉包裹澳漢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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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索斯與麥肯齊的四名子女。
網上圖片

貝索斯和麥肯齊的聲明未有提及離
婚原因，僅稱為遇上對方感到幸

波，而且與以往偵測到的外太空電波不
同，這次偵測到的電波竟然出現重複，是
人類觀測史上第二次出現同樣情況。
專家相信重複的電波可以有助追查電
波來源，甚至找到發出這些電波的物體。
■外太空傳來神秘無線電波。
資料圖片
有關發現的兩篇論文前日刊登在《自然》
加拿大天文學家透過去年夏季開始運 科學期刊。
研究人員指出，全球最強功率的
作的 CHIME 望遠鏡，從距離地球 15 億光年
的銀河系以外某處，偵測到一連串神秘電 CHIME 電波望遠鏡去年夏季試運作時，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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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毒品「猴塵」肆虐澳洲

一種恐怖廉價
的毒品正在席捲澳
洲，這種新型毒品
被稱為「猴塵」
（圖），此毒品緝
毒犬無法探測出來。澳洲聯邦警察警告吸
毒者，吸食這種毒品是拿自己生命打賭。
「 猴 塵 」 也 被 稱 為 「MDPV」 或 「 浴
鹽」，每劑售價僅為 10 澳元，使用此毒品
者會感到有超人的力量。這種白色粉末可
以吞服、鼻吸或注射。「猴塵」是冰毒的
危險分支，嚴重濫用「猴塵」者會產生幻
覺，甚至跳樓或衝進車流中。去年，澳洲
警方繳獲了 4.5 公斤「猴塵」。「猴塵」正
成為聚會場所和音樂節流行的毒品之一。

韓再有司機自焚反「拼車」

一名韓國出租車司機 2018 年年底因抗
議國內一款拼車軟件「搶飯碗」而自焚身
亡後，一名 64 歲的司機 9 日將車停在位於
首爾市中心的美國駐韓使館附近並點火，
他的車也隨之被火焰吞噬。目擊者表示，
這名司機從燃燒的車輛被救出後仍然保持
清醒，他被帶到附近的一家醫院，但在幾
小時後死亡。警方稱在這名司機的車內發
現已經融化的燃料瓶。這名司機留下了遺
書，要求禁止他所謂的「非法拼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