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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勾「台獨」意在抗「一國」
陳家駒栽贓港警用
「真彈」羅冠聰答謝
「陸委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
「港獨」分子不僅混入「6．12」
的示威人群，企圖以無辜市民當自
己的「擋箭牌」，更在前日齊齊在
台灣「公開演出」，不但「感謝」
台灣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注」，
及抹黑香港警方執法，更聲稱「不
能信任」特區政府云云。香港政界
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批評，「港獨」分子與「台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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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沆瀣一氣、口出狂言，最終只會
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得益者一定

▲「學生獨立聯盟」
召集人陳家駒、成員
呂俊賢，「學生動
源」召集人鍾翰林前
日與「台獨」政黨
「時代力量」黨主席
邱顯智在台灣展開
「對話」。

是外部勢力以及外國反華勢力。

「港獨」組織「學生獨立聯盟」召集人
陳家駒、成員呂俊賢，「學生動
源」召集人鍾翰林前日與「台獨」政黨「時
代力量」黨主席邱顯智在台灣展開「對
話」。陳家駒一再以所謂「親身經歷」，抹
黑警方執法，包括誣衊警方在本月9日「已
動用催淚彈」，而槍械裝備「看起來」不是
使用的橡膠子彈，而是「真子彈」。

◀羅冠聰（左）前日出
席台北市議員邱威傑
的直播節目，肆意抹
黑內地法制，感謝台
灣「陸委會」對修例
的持續「關注」。
視頻截圖

「時代力量」
倡台收容
「港難民」
邱顯智當然「全盤接受」這些「獨派同
人」的說辭，聲言希望讓台灣盡快通過
「難民法」，從而可以給香港青年提供
「政治庇護」，亦會繼續「關注」香港的
「人權民主狀況」。
「香港眾志」羅冠聰前日也參加了台北
市議員邱威傑的直播節目，肆意抹黑內地
法制，更「感謝」台灣「陸委會」對修例
的持續「關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指出，所有企圖分裂國家的勢力一直以來
都在「抱團取暖」。他說，香港警察是全
世界最斯文的，歡迎這些「港獨」分子去
台灣「體驗」台灣警察對待「暴力示威」
的態度，更可以去美國、英國親眼看看他
們怎樣處理佔領華爾街和佔領倫敦的示威
人士，屆時他們就會發現，身為香港市民
有多幸福。
他指出，在香港，所有人都有權投訴執
法者，亦有非常完整的制度來跟進相關投

訴，而「港獨」分子是「身體最誠實」，
即使這樣抹黑香港警隊，在自己受到威脅
的情況下， 也會第一時間報警。
陳勇認為，年輕人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理
想，但一定要守法，如果沒有法制， 所有
人都會變成「難民」。他亦奉勸年輕人要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多看看「外面
的世界」、學習近代史，才能分辨「敵
友」。

斥扭曲訊息 毁港繁榮穩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俊勇直言，香港是
相當民主、自由、安全的地方，奉勸「港
獨」分子先了解一些內地和香港的司法制
度，再表達自己意見。
他說，很多人都珍惜自己在香港的生

活，而「港獨」分子不僅將修例複雜化，
更勾結「台獨」勢力打亂香港人的穩定生
活，這樣下去，最終得益者一定是外部勢
力以至外國勢力。
張俊勇強調，如今社會上的很多訊息都
被扭曲，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會的撕裂
和誤解，他雖然對「港獨」分子已不抱任
何期望，但亦希望年輕人可以明辨是非。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
港總會會長姚志勝直斥這些「港獨」分子
才是「暴徒」，和平統一促進會反「港
獨」、反「台獨」，更反對「港獨」分子
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跟「台獨」勢力相
互勾結、狼狽為奸，用「不存在的說法」
抹黑香港警隊和政府。

梁家傑「踢爆」蔡陰謀
反修例為勝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公民黨主
席、資深大律師梁家傑昨日專門赴台北唱
衰「一國兩制」，更「鬼拍後尾枕」地
稱，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的民望是和
「反修例」掛鈎，鼓動台灣繼續介入香港
事務，「小英『總統』想連任，就更要關
心香港。」香港政界中人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香港反對派和「台獨」勢力裡應外
合、互相依傍、危害香港這一政治目的已
顯露無遺。
梁家傑昨日在台北參加由「中華港澳之
友協會」舉辦的《從香港反送中遊行看一
國兩制在港施行的挑戰與困境》座談會。
他聲稱，「反修例」再次把香港群眾「團
結」起來，各個「派別」都認為，這種沒
有明確領袖的「運動」，才是最有效「爭
取民主」、「問責政府」的方式，更稱
港、台亦因修例而愈發「唇齒相依」，而
反修例可以為蔡英文的民望「助攻」。
香港記者協會前主席麥燕庭則乘機抹黑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聲稱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不肯「撤回」修例，是為了「配合粵港
澳大灣區的司法安排」，「『北京』擔心
未來該如何處理區內 9 個城市的人員與資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英國下議院議員本周二提出「緊
急質詢」，聲稱香港近期的大型遊行「反映香港近年的民主正在削
弱」，更「譴責」特區政府對待 6．12 事件中示威者的「不當手
段」。多名政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反駁，每當有大型遊
行和集會，香港警方都非常配合，並協助維持秩序及封路等，但某
些激進分子就騎劫遊行集會發動暴力衝擊，而英國自身在面對暴力
示威也毫不手軟，現在卻和香港反對派聯手抹黑香港警方，極為虛
偽與偽善。
由過氣英國政客組成的「香港觀察（Hong Kong Watch）」，於
香港時間本周三在 facebook 上發放英國下議院日前辯論香港的情況
的短片。從相關片段可見，參與有關辯論的議員寥寥可數。
保守黨議員布魯斯（Fiona Bruce）聲稱，香港「連續出現逾百
萬人的大遊行」，反映香港的「民主赤字」擴大。她更將香港視為
仍在英國殖民統治下，要求英國政府回應「香港政府」是否應「展
開民主改革」，「避免類似事件重演。」
英國外交部亞太事務國務大臣田銘祺（Mark Field）回應稱，香
港日前多場大型遊行，反映香港的民主「被削弱」，香港特區政府
應考慮作出改革，以修正有關問題。
下議院議長白高漢聲稱，下議院對香港的情況感到「震驚和憤
怒」，並「譴責」特區政府對待示威者的「不當手段」。自由民主
黨國會議員卡邁克（Alistair Carmichael）和工黨女議員古德曼
（Helen Goodman）都「呼籲」香港特區政府「全面撤回」修
例。

反加學費示威 處理同
「暴力」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指出，英國警方在 2014 年處理學生抗
議加學費的示威時，所採用的武力就與香港警隊當日在驅散示威者
的表現相當，但英國政府竟以此抹黑香港警隊，令人發笑；偽善的
英國政客在香港社會面臨撕裂的時候「抽水」，令人遺憾。
他表示，自香港回歸以來，民主成分已經比回歸前大幅提高，希
望英國政府及政客要放下偽善的面具，不要干涉香港事務。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指出，若對比英美政府處理示威者的態
度，香港警方已經相當克制，外國政府和議會不應該選擇性地「指
指點點」，干預其他地區事務，並批評香港反對派向外國勢力提供
彈藥向特區政府施壓，撈取政治利益，相關偏頗言論對執法人員及
家人不公平。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出，香港多次有大型遊行、集會，顯示
出港人文明、守禮、理性的一面，但有極少數人使用暴力，如扔
磚、擲鐵支等，警方有責任保障遊行集會的市民及附近的市民及財
產安全，才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使用武力，確保場面受控。事實
上，外國在發生暴力示威時，外國的軍警使用的武力遠比香港警方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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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形容，梁家傑是
「鬼拍後尾枕」，不打自招，完全暴露了
香港反對派不惜一切代價、政治先行的伎
倆，而借「台獨」勢力來危害香港這一政
治目的也表露無遺。
他指出，所有背叛自己國家的人，都會
被外國力量「用完即棄」，不會有好下
場。例如那些「顏色革命」的領袖，「事
成」之後都很後悔，自己的「行動」讓國
家千瘡百孔，自己的親人、朋友亦都成了
難民。
陳勇說︰「反對派中不乏一些法律工作
者，但他們的言論都是在破壞香港法制，
他們自己甚至根本不相信香港法制。就好
比一個牧師如果一直宣稱自己不信上帝，
為什麼還要當牧師呢？」
他相信市民大眾就會看清楚，那些為了
自己政治利益不惜放棄信念，將專業操守
拋諸腦後的「律師」、「大律師」，都是
不值得信任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
修訂《逃犯條例》工作引起社會爭
議，不少年輕人牽扯其中。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昨日致函中小學校長，
對事件所引起的社會矛盾、紛爭及
焦慮表示關注，而部分學生的情緒
也可能受到影響，呼籲學校與相關
人士幫助相關學生處理壓力，紓緩
情緒，並已向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提
供有關資源。
楊潤雄昨日以《關愛孩子 攜手
同行》為題向中小學校長致函，對
近日各界對社會議題的討論，以及
引發的事件，局方衷心感謝校長、
教師緊守崗位，秉持專業精神，確
保學校運作正常，讓學生在安全有
序的環境下學習。
他指出，留意到部分學生情緒可
能受到影響，希望學校留意學生的
情緒，與學校社工、校本教育心理
學家或其他相關專業人員商討，透
過適切的輔導和支援，幫助這些學
生處理壓力，紓緩情緒，並與家長
保持溝通，局方亦已向校本教育心
理學家提供有關資源的超連結，方
便下載和使用。
楊潤雄強調，局方會與學校保持
緊密聯繫，因應需要提供適切支
援，例如考慮與相關機構協作舉辦
講座、分享會等，盼望繼續與學校
攜手，關懷學生，讓他們在關愛的
環境中成長和學習。

致函學生 盼彼此理解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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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勇：叛國者沒有好下場

楊潤雄籲校方為學生減壓紓困

英警鎮壓暴力示威更甚港

跑到香港的問題，因此才強推修法」云
云。

英國時間6月19日，40多個英國華人社團、200多位僑界代表在倫敦唐人街舉行
「支持港府依法施政」集會。倫敦華埠商會主席鄧柱廷（前排左三）、新界鄉議局
海外顧問委員會副會長江水生（前排左五）等僑領手持標語參加集會。 ■中新社

《大公報》昨日刊出楊潤雄以
《愛家和衷共濟 為港平穩續航》
為題給青年學生發信，其中強調：「香港是我
們的家，大家同氣連枝，同坐一條船。」
他說，多元社會有不同見解是自然的事，但
只要互相理解、理性討論和彼此接納，當可和
衷共濟、尋求共識，讓這條船平穩航行，不斷
前進。
楊潤雄強調，學生和青年人的成長能為這條
船增添新動力和新思維，特區政府對青年人充
滿信心和期盼，冀聆聽大家的聲音，與青年人
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