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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組織匕首行刑 死者母讚兒為新聞犧牲

美記者被斬首 報復空襲伊拉克

伊
拉克極端
組織「伊拉克
和黎凡特伊斯蘭
國 」 (ISIL) 手 段 血
腥，記者也難逃一劫。
ISIL前日在網上發放影片，
顯示一名操英國倫敦口音的蒙

面ISIL成員，用匕首活生生地割下

美國記者福利的頭顱，指此舉是報復

■福利 2012 年
在敘利亞採訪。
美聯社

美軍空襲伊拉克，又威脅要殺害另一
名被擄走的美國記者。福利的母親

■福利的首級
被放於屍體上
。網上圖片

讚揚兒子為向全世界展現敘
利亞民眾的苦難，犧
牲了自己生
命。

ISIL成員在社
交網站發放

廉價 新聞背後的代價

﹁

標題為「一條給美國人的訊息」
的影片，顯示福利身穿橙色囚衣跪在沙
漠，旁邊一名身穿黑衣、戴黑色面罩的男子用
英語說：「這是詹姆斯．福利，一名美國公民……(美
國總統)奧巴馬授權打擊 ISIL 的軍事行動，意味美國要
面對一場與穆斯林對抗的新戰爭。」

﹂

「真兇是美國政府」揚言殺另一記者

為了揭露
片段又顯示，福利對着鏡頭稱「我快將被處決，而美
真相，可以去到
國政府才是真正的兇手」，疑是被武裝分子強迫發言。
 幾盡？這是戰地記
面罩男隨後用匕首把福利斬首，再把首級放在屍體上，
者時刻面對的難題，
過程約 7 分鐘。片段最後還出現另一白人男子的畫面，
對於遭殺害的美國記者福利而言， 為了
字幕稱他是美國記者索特洛夫。面罩男說：「奧巴
報道戰區民眾苦況，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馬，這名美國人的生死取決於你下一個決定。」
在有志於戰地採訪的記者看來，慘劇阻嚇不了
這是ISIL首次公開處決美國公民的影片。
對真相的探求，總有些事情值得付上生命。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已證實影片屬實。
說起戰地採訪，大家腦海中的畫面可能是某大國
福利的家人亦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上證
際新聞機構的記者，站在鏡頭前緊張地講述戰況，高談
■蒙面漢拿着
匕首，扯着福
實死訊，呼籲關心福利的人為他祈
利
記者、攝影師及一眾同僚的危險經歷。然而，遇害的福利
的衣服，二人
一輪講話後福
禱。福利的母親黛安表示，為兒
利
不是這種傳統戰地記者，他是自由撰稿人，沒強大團隊支
便慘遭毒手。
路透社
子的犧牲感到驕傲，她發聲明說：「我們懇求綁匪
援，也沒公司定期向他的銀行戶口支薪。
饒了其他人質的性命，他們和福利一樣都是無辜的。他
前年，美國戰地女記者科爾文在敘利亞遇害後，西方媒體開始從
■福利的母親(中)讚揚兒子
們管不了美國政府對伊拉克、敘利亞或世界上任何地方
當地撤員。這並非個別事件，隨着社交網發展迅速，只要能在現場拍
犧牲了自己。
網上圖片
照和報道的人，都可成為記者，加上西方新聞機構為節省開支，僱用愈
的政策。」
來愈多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依靠的搵食工具，可能只是一部手機或手提
敘國採訪遭綁架 網民籲勿看片
電腦，然後孤身在戰火薰黑的大地上跑新聞。
除了新聞行業，戰爭的演變也使自由身記者的角色更吃重，也把他們拋入更危
40 歲的福利是自由撰稿記者，在中東工作 5 年，為波
險境地。以往國家之間打仗，有明確交戰區域，雙方士兵清晰可辨，記者採訪時可尋
士頓《環球郵報》報道敘利亞衝突，前年 11 月 22 日被
求本國軍隊保護，即使受傷也可獲妥善治療。然而當今衝突更多是國家與極端組織、或
身份不明的槍手綁架。索特洛夫也是自由撰稿記者，在
極端組織相互之間爭鬥，要獲取第一手新聞，記者必須自己深入恐怖分子陣地「攞料」。
敘利亞、利比亞和也門採訪，曾在《時代》周刊和《外
如此一來，記者不但缺乏支援，被擄後性命難保。1949 年日內瓦公約列明，與敵軍一同被
交政策》發表文章，去年7月在敘利亞北部失蹤。
擄的記者，應享有戰俘同等待遇。越戰後，相關條約再修訂，指獨立記者屬於「平民」。對於非
有網民呼籲公眾不要觀看或分享斬首影片。華盛
國家行為體的極端組織而言，它們顯然不受國際條例約束，想殺就殺。
頓外交政策專家福斯特表示，任何轉發福利屍體
今時今日，要獲得資訊實在太容易。福利之死提醒世人，新聞看似很
(影像)的行為，都是在幫助 ISIL 提高知名度，

「cheap」；記者地位太低；報紙也不值得掏錢買……但再短的一條消息背後，其
幫助他們將恐怖行為散布到伊拉克以外的
實有多少人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地方。
■路透社/法新社/
美聯社/《每日郵報》

$1

$1

曾被綁 44 天 行家讚勇敢

美國記者福利慘遭毒手，他的母親及同行均表示傷
感，讚揚他勇敢和孜孜不倦，更不惜以身犯險親赴戰
場，只為第一手報道戰火下受苦民眾的最真實情況。
福利2011年4月在利比亞採訪時亦曾被親卡扎菲部隊
擄走，雖然 44 天後獲釋，但一名同行記者不幸遇
害，促使他返國後不久再赴中東戰地採訪，可惜今次
未有再獲幸運之神眷顧。
福利 1973 年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羅切斯特出生，

是家中長子，有 4 名弟妹。他大學畢業後曾參加「為
美國而教」計劃，為低收入家庭兒童擔任教師，亦曾
在芝加哥一個訓練營教囚犯讀書寫字。2000 年代中
期，他決定投身新聞業，報讀著名的西北大學梅迪爾
新聞學院，更曾跟隨駐阿富汗及伊拉克美軍採訪，閒
時也會在自己的網誌分享新聞故事。
福利在利比亞遭綁架獲釋後，曾接受《波士頓環球
報》訪問，稱不希望自己成為報道的主角，表示「你

也不想被標籤成『2011 年
被擄的那個人』。」該次事件
未有打擊他冒險披露真相的決
心，「我相信在前線跑新聞很重要，
因為沒這些照片、影片和第一身體驗，
我們難以告訴全世界，當地的情況如何糟
糕。」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紐約每日新聞》

西方聖戰分子趨高調 專家︰英狂徒最殘忍
片，例如一名在敘利亞的英國聖戰
分子手持血淋淋的人頭拍攝。英國
倫敦國王學院「激進化及政治暴力
國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馬厄表
示，西方聖戰分子直接牽涉暴行，
是近月才開始浮面，現在情況愈來
愈普遍。

英外相懷疑兇手是英人
今次把美國記者福利斬首的蒙面

漢操英國口音，英國外相夏文達也
懷疑兇手是英國人，形容事件極為
駭人，當局正查核其身份。夏文達
指，若與ISIL一起作戰的歐洲極端
分子試圖返國，將構成安全威脅。
馬厄指出，很多英國聖戰分子發
動自殺式炸彈襲擊、主持行刑處
決，在極端勢力當中他們可算是最
狠毒的一群人。
■《泰晤士報》/《衛報》

婦孺不信教被活埋

女子慘遭兩車分屍

ISIL 對付異教徒手段殘忍，不僅活埋婦孺，更有
女子被綁在兩架車上活活分屍，冷血行徑令人髮
指。面對擁有強大武裝的 ISIL，少數族群雅茲迪人
孤立無援，不少人被迫逃離家園，但腦海中族人被
虐殺的畫面揮之不去。
ISIL 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強迫異教徒改信伊斯蘭
教，若不遵從便處決。有聖戰分子日前便在一條雅
茲迪人村落屠殺 80 名不願改信教的男子，又擄走多
名女子及小童。
逃到庫爾德族自治區的雅茲迪難民阿里憶述，幾
天前他和村民突然被持槍 ISIL 分子包圍，見到對方
突然開始在地上挖洞，接着二話不說把人丟進去活
埋，連婦孺也不放過。阿里稱洞中很多人拚命探頭
呼吸和求救，之後響起槍聲，他和其他人為保命拔
足狂奔，根本顧不及救人。

車上，然後開車把她分屍，該女子當時淒厲的叫
聲，令他心有餘悸。
■《每日郵報》

分屍前淒厲叫聲揮不去
倖存者哈桑表示，見到一名女子拒絕改信教，武
裝分子把她的雙手綁在一架車上，雙腿綁在另一架

■雅茲迪人慘遭武裝分子迫害，不
知道要在難民營待多久。 路透社

ISIL 在 網 上 發
放處決美國記者
福利的片段後，
美國白宮聯絡社
交網站要求移除
片段。微博twitter
及後公布修改政
策，考慮應死者
家屬要求，今後
或移除死者「被
嚴重傷害至死前
後」的照片，並
於昨日開始刪除
福利被斬首的影
片和圖片，以及
暫停上載該內容
的帳號，但沒回
應福利家人有否
提 出 要 求 。 YouTube 亦已開始刪
除有關影片。Google 則持
反對意見，認為這類照片
具有新聞價值。
過去一周，twitter 瘋傳
一張疑似本月11日自殺身
亡的荷里活影星羅賓威廉
斯於停屍間的遺照，雖然
其後證實偽造，但其女兒
塞爾達因無法忍受社交網
站不斷出現該「改圖」，
決定棄用twitter。
■《每日郵報》

應要求刪死者照
twitter

隨着極端勢力在中東和非洲蔓
延，吸引很多來自西方國家的聖戰
分子加入，他們近期愈趨高調，利
用社交網站發放內容血腥的影片和
照片，宣傳ISIL等組織，並威脅襲
擊西方。專家指，加拿大、荷蘭或
北歐的極端分子都企圖全面參與聖
戰，當中以英國的聖戰分子最殘
忍。
近期社交網站上常出現相關宣傳

■蒙面男揚言將殺掉另一
美國記者索特洛夫。
路透社

傳願談判放日漢 逼供成員疑來自比利時

■湯川被擄時遭拖行。網上圖片

此前網上傳出被 ISIL 認定為
間諜而在敘利亞遭綁架處決的
日本男子湯川遙菜，可能仍在
ISIL 手上。有敘反政府組織幹
部昨日透露，ISIL 已首次向他
們表達有意就釋放湯川展開談
判。
湯川遭武裝分子逼供的片段
日前被上載到 YouTube，比利
時亨克市市長德賴斯意外發
現，其中一名武裝分子相信是
來自該市的一名穆斯林。德賴
斯指出，當局懷疑該名年輕人
可能赴敘參與聖戰，一直監視
其行蹤，已將資料上報聯邦政
府。
■共同社

黑人青年再遭美警擊斃

美國密蘇里州弗格森鎮白人警員槍殺黑
人青年布朗引發的騷亂仍未平息之際，在
附近的聖路易斯市，前日再發生類似事
件，據報 23 歲黑人男子鮑威爾企圖持刀搶
劫便利店，被接報到場的警員連開數槍擊
斃，評論擔憂或引發新一輪示威。弗鎮前
晚有群眾無視警方勸告，入夜後繼續示
威，警方拘捕47人，並搜出3支手槍。
新一宗案件發生於前日下午1 時，鮑威爾

搶劫便利店不果，揮刀迫近警員，又高喊
「現在就殺了我吧」，最終被兩名警員開
槍擊斃。聖路易斯警長多森事發表示，鮑
威爾沒有理會警員放低武器的指示，警員
開槍時雙方距離更只有1.2米。
警方封鎖便利店周圍一帶調查，有民眾
上前示威。很多居民稱認識鮑威爾，稱他
有學習障礙，指責警方使用過度武力。
■路透社/法新社/《衛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