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100女藝人作家：
「#MeToo」變質 捍調情自由

柯達推虛擬幣 被質疑炒作
推區塊鏈概念 股價爆升119%

虛擬貨幣熱潮方興未艾，催生無數首次代幣發行(ICO)

和區塊鏈概念股，但箇中虛實只有天知曉。擁有129年

歷史的菲林生產商柯達，前日突然宣佈將會進軍區塊鏈

技術，與英國企業合作推出虛擬貨幣「柯達幣」，聲稱

可以讓攝影師更有效管理照片版權和取得授權費，公司

同時推出比特幣挖礦機Kodak KashMiner，以分賬形式

出租。受消息刺激，柯達股價前日立即爆升119%，但

不少分析都質疑很多所謂區塊鏈項目最終都無法兌現，

提醒投資者小心區塊鏈概念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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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老闆超蓋茨
史上最富有

電 商 龍
頭亞馬遜
股價自元
旦以來累
升近 7%，
帶挈創辦
人貝索斯
的身家再
創新高，
截至周一

收市，貝索斯總資產淨值達1,051億美元(約8,223億港
元)，打破微軟創辦人蓋茨於1999年4月創下的紀錄，
成為史上最富有的人。
貝索斯持有7,890萬股亞馬遜股份，公司股價在周一

大升1.4%，令他的身家一日內暴增14億美元(約110億
港元)。貝索斯資產還包括《華盛頓郵報》和私人太空
旅遊公司Blue Origin的股份。
不過如果考慮到通脹影響，貝索斯距離蓋茨仍然有一

段距離。根據彭博數據，目前蓋茨身家為933億美元(約
7,300億港元)，是全球第二多，在科網泡沫爆破前，蓋
茨身家一度超過1,000億美元，相當於現值1,480億美元
(約1.16萬億港元)。此外，蓋茨近年多次捐出大筆身家
作慈善，如果將捐款按通脹重新納入其資產計算，他的
實際身家將超過1,500億美元(約1.17萬億港元)。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南加州泥石流13死 災區如「一戰戰場」

美國南加州前日凌晨暴雨，由於區
內大片林木在上月山火中被焚毀，導
致沙泥變得非常鬆散，在豪雨下觸發
泥石流，連接聖巴巴拉與文圖拉的
101號公路變成夾雜大量沙石的河
流，逾80間房屋被沖毀，最少13死
25傷，超過20人失蹤。

居民熟睡 豪宅區重災
當地警方形容，災區一帶猶如「第

一次世界大戰戰場」。
泥石流重災區是蒙特斯托和卡

平特里亞，兩處共有逾2.1萬名
居民，事故應變部門緊急發出疏
散令，但只有10%至15%居民聽
從指令離開，當局估計隨着搜救
行動持續，死亡數字會進一步增
加。位於洛杉磯西北面沿海的蒙
特斯托是著名豪宅區，居民包括
名嘴奧花雲費、男星Rob Lowe

和知名女同志主持愛倫狄珍妮絲。
事發時不少居民仍在熟睡，加上泥

石流來勢洶洶，很多人都來不及逃
生。58歲居民門羅凌晨3時被雨聲驚
醒，察覺勢色不對，連忙拍門叫醒鄰
居逃走。當局早上派直升機接走逾
50名在屋頂等候救援的災民，並在
一間沖毀房屋內救出一名滿身泥濘的
14歲少女。 ■《華盛頓郵報》/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反性騷擾運動「#MeToo」席捲全球，
不少影星、政客、企業高層和著名傳媒人
先後被指控在多年前性侵或非禮女性，因
而身敗名裂。不少男士擔心對女性任何較
親密接觸都可能被視作犯罪，以致在心儀
女性面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以追求
浪漫見稱的法國，包括74歲老牌女星嘉芙
蓮丹露在內的100名女性作家、藝人和學
者前日聯署公開信，譴責這波「獵巫式」
告發浪潮是由仇視男性引發的新「清教主
義」，聲稱男人應擁有與女人「調情的自
由」。聯署信立即引起網上激烈爭論。

「強姦是罪行 試圖誘惑不是」
公開信刊登於法國《世界報》，聯署者批
評，「#MeToo」和法國版的「#balance-
tonporc」運動急於把男性如同豬隻般送上屠
宰場，非但無助提升女性自主，更威脅了
「性自由」(sexual freedom)，強調男性調戲
女性的權利也是性自由的重要部分。「強姦
是種罪行，但試圖誘惑一個人並不是，即使
是持續性或笨拙的行為，男士表現紳士風度
也不是大男人主義式的攻擊。」
聯署者續說：「男性不過是觸碰某人的
膝蓋或試圖偷吻，就會立刻受罰，被迫辭
去工作，他們常因在學術晚宴期間談論親
密話題，或向未關注他們的女性傳送性暗
示訊息而名譽掃地。」她們認為，男性被
迫就不當行為公開認錯的情景，如同返回
極權社會。
聯署者指出，這場運動原意是合理地抗
議女性遭受性暴力對待，助女性發聲，但

現時已經變質，淪為迫害行動，甚至對拒
絕站在同一陣線的其他女性口誅筆伐，斥
責她們為同謀或叛徒。

嘉芙蓮丹露有份聯署
有份聯署的嘉芙蓮丹露是法國最著名女

星，1967年在《青樓怨婦》飾演一名為解
悶當妓女的家庭主婦一炮而紅，並憑1992
年《情證今生》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
名。她去年曾公開批評「#MeToo」運動
過火，又為涉嫌性侵未成年少女的著名導
演波蘭斯基辯護。
歐美不少評論文章近期

都開始質疑「#MeToo」
運動變質，並認為公眾
和傳媒不應該毫無保
留地相信任何女性聲
稱受性侵的說詞。今
次的公開信雖然遭到
不少反對聲音，但也
有很多女性表示同
感，提出「受害者女
性主義」(victim femi-
nism)一詞的美國
女哲學家薩默
斯便在網上
轉 發 聯 署
信。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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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炸駐敘基地
俄暗指美幕後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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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娛樂圈有部分偶像團隊靠噱頭爭
取曝光，最近一隊名為「仮想通貨少
女」(虛擬貨幣少女)的女團便開宗名義借
虛擬貨幣熱潮出現，女團宣稱目標是要
教導公眾認識虛擬貨幣，8名成員分別象
徵比特幣、以太幣和瑞波幣等著名虛擬

貨幣，並計劃明日在東京舉行出道音樂
會，更規定入場門票和紀念品必須使用
虛擬貨幣購買。
日本是全球最大虛擬貨幣市場，不少

店舖更早已接受虛擬貨幣付款，流通程
度較只重視炒賣的其他地區有過之而無
不及。
「仮想通貨少女」是偶像團體星座百

景衍生出來的副團，成員身穿女僕裝，
並戴上摔角選手面具。代表比特幣的隊
長成瀨表示，她們希望透過娛樂方式讓
虛擬貨幣知識普及化。團體出道作《月
亮與虛擬貨幣與我》早前已在網上公
開，歌詞提醒投資者小心不法虛擬貨幣
交易商並加強網絡保安。 ■法新社

日現虛擬貨幣女團
唱歌演唱會推廣

■■柯達推出比特幣挖礦機柯達推出比特幣挖礦機Kodak KashMinerKodak KashMiner。。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巴菲特：永不投資虛擬幣

「#MeToo」運動在全球遍地開花，但在崇尚自
由解放的法國，卻遇上水土不服。《大西洋》雜誌
分析指出，原因在於代溝和文化分野，老一輩法國
女性經歷過1960年代的「性解放」後，性觀念較
為開放，當地女性即使遇上性侵，亦往往選擇私下
報警求助，而非靠網上公審，以免被指譁眾取寵。
今次聯署反「#MeToo」的女性不乏年長的影

星、作者，除嘉芙蓮丹露外，還包括出版過性經歷
自傳《The Sexual Life of Catherine M.》的著名作
家米勒。她們這一輩女性主義者主張追求性自由，
甚至鼓勵其他女性和上司調情，作為展示女權的方
法，她們不同意現代女性主義的形式，認為年輕
女性往往將自己標籤為受害者，反而損害了
女性地位。

對於「#MeToo」運動在法國未有
太大迴響，法國國家電影聯盟執行
主任焦爾達諾坦言「法國可能沒
有溫斯坦(被指性侵多名女性的
荷里活金牌監製)」。

■《大西洋》雜誌

■■貝索斯貝索斯((右二右二))日前現身金球獎慶功宴日前現身金球獎慶功宴。。

■■「「仮想通貨少女仮想通貨少女」」

■■泥石流沖毀大片房屋泥石流沖毀大片房屋，，現場一片泥濘現場一片泥濘。。 路透社路透社

■■有少女獲救時滿身泥濘有少女獲救時滿身泥濘。。 路透社路透社

■■嘉芙蓮丹露是其中一名聯署嘉芙蓮丹露是其中一名聯署
的女藝人的女藝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被俄方迫降的無人機被俄方迫降的無人機

俄羅斯駐敘利亞的軍事基地近期接連遇襲，導致最少
兩名士兵死亡，多架戰機受損，其中上周五的襲擊中，
更罕有地出現多達13架無人機攜帶土製炸彈施襲。連
串來歷不明的襲擊引起種種猜測，俄羅斯國防部前日發
表聲明，認為類似襲擊手法必須獲得國家級衛星導航技
術支援，矛頭直指擁有全球定位系統(GPS)的美國，但
五角大樓否認。
事發於上周五晚，10架無人機飛往赫梅米姆空軍基

地，另外3架前往敘利亞塔爾圖斯附近的俄軍補給基
地。俄軍雷達立即偵測到無人機，防空導彈系統擊落其
中7架，其餘則被電子干擾系統迫降，俄羅斯擄獲其中
3架。
赫梅米姆空軍基地位於敘政府控制區的核心地帶，被

視為固若金湯，但連串襲擊反映俄軍在敘部署的弱點，
亦顯示敵對勢力仍然有能力隨時奪取俄軍或敘政府軍控
制地區，對於正從敘利亞撤軍的俄羅斯政府構成很大壓
力。 ■《華盛頓郵報》/美聯社/塔斯社

「股神」巴菲特昨日斬釘截鐵地表
示，幾乎肯定虛擬貨幣熱潮最終會迎來
壞結局，並揚言永不會投資虛擬貨幣。
巴菲特表示，他不知道虛擬貨幣熱潮

何時或如何結束。被問到會否投資比特
幣期貨短倉，巴菲特強調他不會買、不
會沽任何比特幣期貨，認為自己不會投
資一些不認識的事物。 ■CNBC

柯達前日發表聲明，宣佈將與英國
WENN Digital合作推出圖片版權管理

平台KodakOne 和「柯達幣」(KODAK-
Coin)。

柯達幣月底ICO
柯達行政總裁克拉克表示，對於科技界而
言，區塊鏈技術和虛擬貨幣只是熱門詞彙，
但對於難以保障作品版權的攝影師而言，這
些技術卻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聲明宣稱，透
過區塊鏈技術，攝影師可以將作品記錄到區
塊鏈，建立數碼賬本，從而更有效管理、登
記和追蹤作品使用，找出盜圖者，相信柯達
幣將可以令攝影業界「民主化」，為攝影師
提供更公平的授權制度。

柯達表示，柯達幣的ICO將於1月31日
進行，並會按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規定列為保安代幣。

細價股炒作有前科
消息一出，柯達股價立即炒上，由前日
開市的3美元升至6.8美元，昨日再裂口高
開，早段最高曾見升至13.25美元，創近一
年新高。不過與此同時，鑑於近期大量細
價股先後借區塊鏈概念炒上，不少評論都
對柯達突然「區塊鏈化」表示懷疑。彭博
科技評論專欄Gadfly便直言，很多區塊鏈
概念股都是一些沒有明確經營戰略或面臨
財困的企業，柯達正正是這種。
曾經風光一時的柯達，因為無法追上數

碼攝影的潮流，在2011年申請破產保護，
雖然2014年結束破保，但股價持續低迷。
此外，柯達現時負債仍高達8.45億美元(約
66.1 億港元)，此前一直研究出售資產套
現。Gadfly指出，雖然使用區塊鏈管理版權
聽來合理，但即使如此，也不代表柯達有
能力做到，指出過往不少ICO最終都胎死
腹中，甚至證實只是騙局，顯示要將區塊
鏈概念變成現實是極之困難。
細價股借助區塊鏈概念炒上後倒跌的例

子，最近期要數原為飲料公司的長島冰茶
(Long Island Iced Tea)，公司去年12月易名
為「區塊鏈」(Long Blockchain)後，股價單日
內由2美元升至9美元，但很快便跌回4美元。

■英國《金融時報》/彭博通訊社/路透社

■■「「#MeToo#MeToo」」在全球遍地在全球遍地
開花開花，，日前金球獎不少明星支持反性侵日前金球獎不少明星支持反性侵。。有男明星有男明星
更塗黑指甲油更塗黑指甲油。。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