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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富商養 3 子 20 年 方知先天不育
男人最痛算這種？英國一名富商
早年與前妻育有 3 子，即使在 2008
年夫婦離婚失去撫養權後，仍然持
續給兒子供書教學，但富商 2016 年
卻確診患有遺傳病「囊腫性纖維
化」，先天不育，至此他方發現3名
兒子都不是自己所出。
富商不堪受辱入稟控告前妻詐
騙，法院日前裁定富商勝訴，前妻
需支付 25 萬英鎊(約 196 萬港元)賠

■梅森早
年與前妻
及 3 子的
合照。
網上圖片

償，但同意前妻不公開孩子生父的
身份。
案中富商是英國著名格價網站
「MoneySupermarket」的 55 歲聯合
創辦人梅森。報道指他與前妻凱特
早年相戀結婚，1995 年長子出生，4
年後又多生了一對雙胞胎兒子，後
來兩人感情生變，2008年離婚。
梅森當時向凱特支付 400 萬英鎊
(約 3,134 萬港元)贍養費，而且每月
定期給予生活費，並預先支付兒子

入讀私立學校的學費。

向前妻興訟 與兩子情斷
直至 2016 年，醫生告知梅森患有
先天無法生育的「囊腫性纖維
化」，難以置信的他立即去做親子
鑑定，結果發現與 23 歲的長子和 19
歲的雙胞胎兒子均無血緣關係。
梅森因此陷入崩潰，形容自己就
像置身於電影《廿二世紀殺人網
絡》的世界中，「你以為是真的

事，其實都是假的，從來都不存在
的。你根本沒有孩子，也沒辦法有
孩子。」
因為向凱特興訟，梅森與其中兩
名兒子父子情斷，但他仍堅持想知
道真相。他表示前妻在 1990 年代
時，曾與一名男人斷斷續續維持了 4
年婚外情，懷疑孩子就是那個男人
的種。
■綜合報道

涉針對穆斯林猶太人
比利時禁宗教屠宰

右翼發起 牲口殺前需先電暈
比利時弗拉芒大區自元旦日起實施

新動物屠宰規定，要求所有牲口在被
屠宰前必須已失去意識，以讓屠宰過
程更人道。動物權益組織固然歡迎決
定，但新措施被指違反伊斯蘭教及猶
太教「牲口被宰時必須完全健康」的
教規，變相限制穆斯林及猶太教徒進
食肉類。由於新規定最早由一名反穆

斯林右翼人士發起，被質疑是借保護
動物為名，行宗教迫害之實，亦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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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少數宗教群體、動物權益組織與

歐洲不少國家均已立法要求在屠宰前，
以電擊等方式使牲口失去意識，避免

屠宰時遭受額外痛苦。由於伊斯蘭的清真
(halal)和猶太教的潔食(kosher)均規定任何牲
口被屠宰前，必須處於完全健康狀態，不能
因被電擊而失去意識，因此大部分實施電擊
規定的國家均容許以宗教為由申請豁免，但
瑞典、挪威、丹麥、斯洛文尼亞及比利時弗
拉芒大區的新例，均不允許宗教豁免。

動物組織促教徒遵守規定

清真和潔食規定均要求牲口被屠宰時，
屠夫需於頸喉處一刀切斷動脈，令牲口在數
秒內斷氣。支持此屠宰方式的人士指，割喉
屠宰相較其他屠宰方式，對動物造成的痛苦
來得更少。
比利時動物權益組織「全球動物權益行
動」(GAIA)主任格雷夫表示，電昏動物與

伊斯蘭及猶太教教規無衝突，更批評兩教教
徒仍希望活在中世紀。他直言在比利時，法
律凌駕宗教，教徒必須遵守有關措施。

教徒須買較貴進口肉類
比利時人口約 1,100 萬，當中約有 50 萬穆
斯林及超過 3 萬猶太人，新措施出台後，若
穆斯林和猶太人仍想食肉，便必須購買較貴
的進口肉類，長遠更可能造成糧食短缺。
穆斯林和猶太人團體已入稟比利時憲法
法院，要求延遲實施新法例。
當地穆斯林領袖巴伊拉姆指，政府在推
出法例前曾徵詢宗教人士意見，他們亦表明
反對，但動物保護團體勢力明顯佔優，令他
們有更大話語權。
代表穆斯林組織的律師魯茨則表示，政
府其實可採取其他措施，既可為動物減低痛
苦、亦可避免侵犯宗教自由。 ■綜合報道

教徒憂助長反猶主義

右翼勢力之間的爭議。

比利時新屠宰法例實施後，雖然
猶太和穆斯林群體仍可購買進口的
潔食肉或清真肉，但有猶太人擔
心，新措施相當於表達「比利時不
歡迎猶太人」的訊息，長遠而言或
會助長比利時甚至歐洲的反猶主
義。
安特衛普猶太教正統派領袖舒爾
迪納擔心，政府下一步將禁止進口
潔食肉，最後其他猶太群體的習
俗，如割禮等亦會受限制。
荷蘭及波蘭等國家近年均曾一度
禁止牲口在未經電昏前屠宰，於安
特衛普經營潔食網店的猶太人曼德
爾指，新法例明顯只是開端，日後
將造成骨牌效應。他形容，潔食屠
房雖可搬遷，但搬遷只是治標不治
本，相當於死刑緩刑。■綜合報道

塞國萬人示威反總統獨裁
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前日有 1.5 萬人
示威，抗議總統武契奇獨裁、打壓反對派
及新聞自由，示威者要求放寬傳媒報道反
對派活動，並就此前記者和反對派人士遇
襲展開調查，是當地連續第 5 個星期發生
同類示威。
反對派領袖斯特凡諾維奇去年 11 月遇
襲，觸發 30 個反對黨派組成聯盟並發起示
威，他們指責武契奇是獨裁者，操控媒體攻
擊反對派。遊行隊伍前日穿過市中心，途經
總統官邸後抵達被視作是政府喉舌的 RTS
電視台，示威者揮動寫有「停止叛國，捍衛
憲法和支持國民」的橫額，並高呼「武契
奇，小偷」的口號。
■法新社/路透社

■ 穆罕默德五世辭去馬來
西亞國家元首職務。
西亞國家元首職務
。新華社

大馬最高元首提早退位
史上首次
馬來西亞國家皇宮昨日宣佈，最高元首穆罕默
德五世已經辭職，即日生效，是歷來首位在 5 年
任期未滿下退位的大馬最高元首。
聲明說，穆罕默德五世根據憲法辭去馬來西亞
第 15 任國家元首職務，他已經正式通知由馬來
西亞 9 個州的世襲蘇丹或州統治者組成的統治者
會議。聲明說，擔任國家元首期間，穆罕默德五
世一直努力履行職責。穆罕默德五世感謝統治者
會議選舉他為國家元首，對總理及其領導的政府
在管理國家方面所給予的合作致以崇高敬意。

傳娶俄羅斯美女
聲明沒有提及 49 歲的穆罕默德五世辭職的原
因，但去年 11 月他曾經宣佈因病休養兩個月，
由副最高元首沙阿代行最高元首職責。當時英國
傳媒報道穆罕默德五世是要迎娶 2015 年莫斯科
小姐冠軍。
馬來西亞最高元首是由統治者會議從 9 個州的
世襲蘇丹中每隔 5年選出，穆罕默德五世在 2016
年12月即位，在任只有兩年多。
■綜合報道

由於大陪審團的審訊程序保密，因此無法得知
里安納度的作供內容和何時進出法院，司法部和
里安納度的發言人均拒絕回應事件。
劉特佐被控利用一馬資金在美國購買豪宅和奢
侈品，並出資開拍荷里活電影，包括里安納度主
演的《華爾街狼人》。里安納度當年憑此片奪得
金球獎影帝，得獎時更在台上公開感謝劉特佐。
■綜合報道

路透社

澳極右反移民示威 總理斥「醜陋種族主義」
澳洲墨爾本極右團體前日在聖基爾
達海灘舉行反移民示威，部分示威者
更作出納粹敬禮手勢，並與在場打對
台的反法西斯主義示威者發生零星衝
突，警方事後拘捕3人。

議員用公帑往墨爾本參與
澳洲總理莫里森昨日表示，極右示
威是「醜陋的種族主義」，感謝警方

控制場面，並形容澳洲是全球最成功
的移民國家。
莫里森指出，若人們不展現包容，
將不會令澳洲變得強大，稱需尊重他
人和法治，以及實施理性的移民政
策，才是澳洲邁向強大的方式。在野
工黨領袖索頓亦譴責極右示威者，批
評對方為了引起注意，而攻擊勢孤力
弱的少數族裔。

昆士蘭省參議員安寧前日也參與極
右集會，更被揭發利用公帑乘搭飛機
前往墨爾本，遭其他議員猛烈抨擊，
但莫里森未有點名斥責。
安寧聲稱，作出納粹敬禮手勢的人
其實是極端左翼人士，批評他們試圖
破壞和平集會，稱示威的目的是喚起
人們關注非裔罪犯的暴力問題，左翼
媒體卻轉移視線。
■綜合報道

北海道大雪 新千歲機場 2000 客受困

影星里安納度作證「一馬」貪腐案
美國司法部調查馬來西亞一馬發展公司
(1MDB)貪腐案有最新進展，與案中主要被告、
大馬富商劉特佐關係密切的荷里活影星里安納度
狄卡比奧，早前就案件在華盛頓的大陪審團前秘
密作證。《華盛頓郵報》引述消息指，檢察部門
認為里安納度可提供可靠供詞，證明劉特佐挪用
基金款項作為游說資金，阻撓美國當局調查，但
消息強調里安納度並非起訴對象。

■貝爾格萊德1.5萬人反政府示威。

■約 2,000 名旅客滯留新千歲機場過
夜。
路透社

日本北海道前日大雪導致新千歲機
場跑道封閉，多達 105 班航班受影響
停飛，約 2,000 名旅客被迫在新千歲
機場過夜。機場昨日恢復運作後，各
航空公司櫃枱前企滿等待候補的旅
客，情況混亂。
新千歲機場昨日恢復航班升降，但
機場航空公司櫃枱前等着候補或改班
機的旅客大排長龍。由於旅客眾多，
也發生部分班機起飛延誤的情況。多
家航空公司表示，從新千歲機場飛往
東京羽田或大阪關西機場的航班，前

日原本還有機位，但受停飛影響，昨
日和今日的班機全天客滿。
與家人到北海道旅遊的 53 歲滋賀
縣男士表示，原本前日要搭乘回大阪
的班機，因飛機停飛，想轉飛到富山
機場，再改搭火車回家。他說，原本
想提早一天於 5 日回大阪，有比較充
裕的時間，沒想到受困機場，遇到人
多混亂的場面。據報有在機場過夜的
旅客抱怨「幾乎無法成眠，只睡一小
時」，「希望今天就能回家，因為明
天小孩要上學」。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