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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CEO
成美国“史上最富”

得益于股票价格大涨，美国亚马逊公司
首席执行官（CEO）杰夫·贝索斯的身家达到
1051亿美元（约合6855亿元人民币），成为美
国新的“史上最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日报道，亚马逊
股价8日上涨1.4%，使贝索斯的个人资产增
加14亿美元（91亿元人民币）。根据同一天
发布的彭博亿万富翁指数，贝索斯个人资产
净值因此增至1051亿美元，打破微软公司创
始人比尔·盖茨先前创造的历史记录。

1999年互联网泡沫最鼎盛时期，盖茨的
身家短暂突破千亿美元。盖茨眼下个人资产
净值为933亿美元（6085亿元人民币），位列
第二位。

不过，据美国市场观察网站计算，虽然贝
索斯或盖茨富可敌国，但他们的个人财富距
离全球有史以来最富的那些帝王仍有较大差
距。 据新华社

撒哈拉沙漠又下雪了
严寒天气肆虐北美洲之时，非洲撒哈拉

沙漠迎来罕见降雪。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日报道，撒哈拉

北部“门户”、阿尔及利亚小镇艾因塞弗拉7
日凌晨降下近40年来第三场雪。当地政府
说，积雪深度不足1英寸（2.54 厘米）。一些
媒体报道称，当地部分区域积雪深度将近15
英寸（38.1厘米）。

艾因塞弗拉堪称世界上最热的地方之
一。不过，7日气温为1摄氏度，“沙漠雪景”
得以保留一阵子。“我们实在惊讶，起床后居
然还能看到雪。”摄影师卡里姆·布谢塔塔说，
积雪直到下午5时左右才开始融化。

艾因塞弗拉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与阿特
拉斯山脉之间，上一次降雪是2016年12月
19日，再上一次得追溯到37年前。据新华社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018年出师不利。最
新消息显示，该公司7日晚为美国政府发射的神秘
间谍卫星“祖马”已经“丢失”，有说法称已经落入印
度洋，还有人声称这是为进入秘密轨道打掩护。

美国政府目前尚未发布有关“祖马”的消息，但
有官员对《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放风说，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的“猎鹰9”火箭第二级发生故障；还有
官员称，卫星和火箭第二级一起坠入印度洋。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显然不愿意“背黑锅”，两次发表声明
暗示卫星“丢失”应与其火箭无关。

当地时间8日晚，该公司对包括新华社在内的
多家媒体发布了两句话的简短声明，强调其“猎鹰
9”火箭“运行正常”。

9日上午，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总裁格温·肖特韦
尔又发布更详细的信息说：“澄清：在评估了迄今所
有数据后，‘猎鹰9’7日晚正确执行了各项任务……
与此声明相悖的信息显然都是错的。由于这一载
荷的机密性质，我们不能进行进一步评论。”

一些专家的评论似乎支持了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的看法。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天文
学家乔纳森·麦克道尔在推特上写道，美国军方的
卫星跟踪网站将“祖马”登记为“美国280”，并暗示
它完成了至少一圈飞行，这与《华尔街日报》有关卫
星未与火箭第二级分离的报道冲突。但也可能是

卫星分离时加电未成功导致最终的失败。
麦克道尔指出，火箭第二级使用的卫星支架并

非像往常那样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供，而是由客
户提供，所以如果是分离问题，问题也许出在支架
上面，不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错。他还表示，许
多人猜测“祖马”的“丢失”是为了掩盖它进入了一
个秘密轨道，但“这是没有可能的”，“我相信其他专
家与我持一致看法”。

荷兰业余天文爱好者马尔科·朗布鲁克在其博客
上贴了一张“猎鹰9”火箭第二级落回地球的照片，这
是一名荷兰飞行员在发射2个多小时后从苏丹喀土穆
北部上空拍摄的，此时火箭第二级应绕轨1.5圈，所以

“火箭第二级抵达了轨道，绝不是发射失败”。
“祖马”于7日晚搭乘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

鹰9”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
地升空。军工制造商美国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代
表美国政府安排了这次发射，表示“祖马”将被发射
至近地轨道。

但除了名字外，人们对这颗卫星几乎一无所
知，也没有美国政府机构出面“认领”它。在7日的
发射任务中，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还成功回收了“猎
鹰9”火箭的第一级。也许因为是发射间谍卫星，其
网络视频直播也到此结束，未像往常一般通报火箭
第二级的情况。 据新华社

1月7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一枚“猎鹰9”火箭搭载“祖
马”航天器，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升空。 新华社发

美神秘间谍卫星
“祖马” 引猜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