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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警重查 BBC 造假風波 或循刑事方向
BBC 在 1996 年委任新聞部總監霍爾
對巴希爾展開內部調查，霍爾後來卻
認為巴希爾沒有做錯，而霍爾在 2013
年獲擢升為 BBC 總裁，於去年離任，
改為擔任英國國家美術館主席。最新
報告指出，霍爾當年的調查存在缺
陷，稱霍爾只需向戴妃的弟弟史賓沙
求證，便可知道巴希爾說謊。霍爾承
認自己的調查存在不足，不應完全信
任巴希爾，昨日宣布辭任英國國家美

術館主席。
英國司法大臣白樂彬表示，報告令
人質疑 BBC 的管理方式，而 BBC 的道
歉只是一個開始，事情不能就此告一
段落，稱戴森倘若因職權所限而未能
擴大調查範圍，現時將有補救機會。
內政大臣彭黛玲表示，傳媒應負責任
地報道新聞，指 BBC 需接受外界的質
問。文化大臣杜永敦認為，可能需進
一步改革 BBC 的管治。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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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廣播公司（BBC）前記者巴希
爾誘騙戴安娜王妃接受訪問，退休法
官戴森的獨立調查報告確認巴希爾使
用 欺 詐 手 段 ， 並 顯 示 BBC 曾 掩 飾 事
件。倫敦警方在今年 3 月亦曾調查事
件，但以難以成功起訴巴希爾為由，
未有展開刑事調查，警方前日表示將
檢視最新報告內容，了解會否有新的
證據顯示涉及刑事行為，促使當局展
開調查。

●時任 BBC 新聞部
總監霍爾承認對事
件調查不足。
法新社

被批為政治壓力跪低
美聯社炒撐巴人記者

社媒發帖遭右翼傳媒圍攻 職業生涯或斷送

●懷爾德發帖質疑部分傳媒報道巴以衝突的方式不當。

●懷爾德因發表聲援巴勒斯坦人的帖文，遭
美聯社開除。
網上圖片

美聯社一名猶太裔記者在近日巴以

衝突期間，在社交媒體發表聲援巴勒
斯坦人的帖文，遭到霍士新聞台等多
間美國右翼傳媒炮轟，美聯社隨即以

「違反社媒政策」為由解僱她。多名
知名記者批評在自家記者飽受騷擾
時，美聯社不單未有給予支持，更懷
疑屈從於政治壓力而決定解僱，斷送

●美聯社回應
指懷爾德已不
再於該社任
職。網上圖片

網頁截圖

美媒內部指引雙標 放生「老薑」欺壓新人
美聯社以「違反社媒政策」為由，辭退發帖文聲援巴
勒斯坦人的記者懷爾德。雖然美國不少傳媒確實有類似
的內部指引，要求員工報道新聞時，不要存在利益衝突
並保持中立，但不少美媒均不會公正地執行指引，而是
對自家人存在雙重標準，往往以指引的名義，欺壓懷爾
德這類資歷尚淺的記者，對於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節目主持人克里斯偏袒其胞兄、紐約州州長
科莫，卻視而不見。

科莫弟採訪被指涉利益衝突
在去年爆發新冠疫情期間，克里斯曾多次在節目上訪
問科莫，但採訪氣氛友好，欠缺尖銳提問，甚至為科莫

塑造「抗疫英雄」形象，而兩人之間的互動亦受到觀眾
歡迎，令克里斯節目的收視節節上升。科莫後來陷入性
侵和隱瞞疫情數據的醜聞，克里斯則在鏡頭背後教導胞
兄如何面對指控。然而當傳媒問及克里斯有關科莫的醜
聞時，克里斯卻擺出一副中立的模樣，聲稱科莫是自己
兄長，故不便談論此事，試圖以「避免捲入利益衝突」
為由，避開媒體追問。
有美媒指出，從克里斯邀請科莫受訪，以至教導胞兄如
何應對醜聞，均早已涉及利益衝突，但克里斯作為星級記
者，自然不會被追究責任。另一邊廂，懷爾德無權無勢，
只因發表個人意見而遭右翼陣營狙擊，美聯社此時為免受
到壓力，便搬出內部指引辭退她。
●綜合報道

該名記者的職業生涯。

22歲的懷爾德本月初入職美聯社，她在上周
日發帖，批評部分傳媒報道巴以衝突的方

式不當。多名共和黨人隨即攻擊懷爾德，指她就
讀史丹福大學期間曾參與親巴人組織。霍士新聞
等保守派傳媒更藉機炒作，宣揚美聯社在加沙地
帶辦公室大樓內有哈馬斯分子的陰謀論，指聘用
支持巴人的懷爾德「加深對美聯社報道客觀性的
憂慮。」

曾被告知不會受批評

懷爾德透露，美聯社一名編輯上周二向她保
證，美聯社會盡快處理今次事件，她不會因過往
的帖文而受到批評，僅建議她在個人簡介中刪去
「黑人的命也是命」標籤。懷爾德雖然照做，但
隨後便收到解僱信，稱她的部分帖文「違反美聯
社價值觀和政策」，但未有說明違規帖文內容。
美聯社昨日回應稱，由於擔憂損害機構聲譽，
美聯社禁止員工就政治問題公開表達觀點。在加
沙地帶辦公室被轟炸後，美聯社亦曾向員工發電
郵，提醒他們不要就具爭議問題表態。

凸顯對年輕記者不公

《華盛頓郵報》首席作家凱斯勒批評美聯社的
處理方式明顯不當，「一名才華橫溢的記者，職
業生涯如此快便被一群社媒暴徒摧毀。」《華
郵》前耶路撒冷地區總編輯扎卡里亞也直言，美
聯社完全可以指導新手記者遵守社媒政策，而非
直接解僱。
多名記者還就事件指出，紐約州州長科莫的弟
弟克里斯憑藉記者身份，多次指導科莫如何回應
性騷擾醜聞，卻未有受到任何懲罰。但美聯社卻
拒絕支援懷爾德抵住外界壓力，凸顯美國年輕記
者遭受不公平對待。
●綜合報道

fb ig 審查巴人用戶
專家批存偏見
非牟利組織阿拉伯社交媒體發展中心（7amleh）
發 表 的 報 告 指 出 ， facebook （fb） 、 Instagram
（ig）和 twitter 等大型社交媒體，在近日巴以衝突
期間，對巴勒斯坦用戶發布的內容大幅加強審查，
移除大量「違規」的帖文和賬戶。有關注網絡權利
的組織稱，社交媒體的審查行動或出於政治壓力，
指平台的審核政策對巴勒斯坦用戶存有偏見，侵犯
巴人的數碼權。
報告指出，不少巴勒斯坦民眾近期在社交平台
上，發布有關東耶路撒冷謝赫杰拉區的巴人被驅逐

●紐約時代廣場爆發支
持巴以雙方的示威。圖
為撐巴勒斯坦人士焚燒
以色列國旗。 法新社

的內容，以及討論其他敏感話題。而在本月 6 日至
18 日期間，7amleh 共收到 500 宗有關侵犯巴勒斯坦
用戶數碼權的個案，當中半數來自 Instagram，很
多用戶的帖文被移除或設置權限，而 fb 亦作出至少
179宗審查，並對部分內容實施地域屏蔽。
關注網絡權利的 Access Now 表示，fb 審查受政
治因素影響，針對巴以衝突相關帖文的準則「不透
明和不公平」，導致很多合法的內容被標籤或直接
被刪除，批評現時審查機制明顯存在偏見。
●綜合報道

紐約親巴以示威爆衝突 或涉反猶仇恨
在巴以宣布達成停火協議後，
美國兩批分別支持巴勒斯坦和以
色列的群眾，在紐約市中心的時
代廣場聚集示威，各自高呼口號
及高舉標語牌，其間雙方發生口
角繼而動武，據稱有人向一名猶
太裔男子叫囂及高喊反猶太口
號。紐約市警方已介入調查，以
確定事件是否涉及仇恨犯罪。
警方稱，當時兩批示威者發生
衝突，其中 5 至 6 名男子圍毆一名
23 歲 男 子 ， 並 向 他 噴 灑 胡 椒 噴

霧，警員到場拘捕26人。

市長：不容任何反猶行為
紐約市長白思豪表示關注今次
事件，稱「反猶太在我們的城市
沒有立足之地。任何人都沒有藉
口使用暴力對待其他人。」紐約
州是美國最多猶太人聚居的地
方，州長科莫表示，不會容忍任
何滋擾及恫嚇猶太人的行為。
民主黨眾議員科爾特斯在社交
平台留言稱，「爭取解放巴勒斯

坦人的運動不容許有反猶太人行
為。雖然我們批評以色列踐踏人
權，但這並非作出反猶太仇恨犯
罪的藉口。」反誹謗聯盟主任格
林布拉特指出，自巴以爆發衝突
以來，美國發生的反猶太事件大
幅上升 50%，他指出在多個州份
均發生同類事件，其中兩宗在洛
杉磯發生，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士
襲擊一批坐在餐廳外的猶太人，
也有一些猶太人的寓所被人投擲
玻璃樽。
●綜合報道

拜登：民主黨仍支持以色列
美國總統拜登前日表示，民主黨人仍然支持以色列，
他祈求以色列和哈馬斯能維持停火協議，又表示相信以
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信守承諾，不會撕毀停火協議，形
容「他從不失信於我」。
拜登指出，「兩國方案」是解決巴以衝突的唯一方
法，美國確保以色列安全的決心從未動搖，指巴勒斯坦
人需承認以色列有權以國家的形式存在，否則將不會達
至和平。拜登亦呼籲耶路撒冷的不同社群不要再互相攻
擊，表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需受到公平對待。
知情人士透露，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於周三和周四，出
訪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巴人地區，推動巴以雙方在停火情

況下進一步化解分歧，布林肯亦會訪問斡旋停火協議的埃
及。
隨着巴以停火後，外界焦點放在滿目瘡痍的加沙地帶
重建工作。人道救援物資昨日開始運抵加沙，數以千計
流離失所的巴人陸續返回家園，加沙部分咖啡店昨日重
新開門，漁民準備出海，商店東主忙於清掃架上的灰
塵，民眾逐漸恢復日常作息。
在加沙的港口，居民艾米拉和其他 10 多名漁民準備
漁網，打算出海捕魚。艾米拉表示為安全起見，他會盡
量離岸邊近一點，「我們漁民害怕以色列海軍對我們開
槍。是否出海要看個人決定。」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