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批外力對暴力衝擊雙重標準
告誡勿為暴徒撐腰壯膽「若發生在歐美會聽之任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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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是暴徒或「手無寸鐵
的學生」，在前日立法會大樓
被大肆破壞後，世界各地都看
在眼內。全球傳媒在報道有關
新聞時，普遍以「暴力」（vi-

olence）形容事件，《華爾街日報》更使用
「騷亂」（mayhem）一字，形容衝擊者使
用的武力「前所未見」，並與日間的和平遊
行形成強烈對比，也令社會混亂升級。
有網民昨日發現，最少有12篇有關前日

衝擊議會的報道，都以「暴徒」形容有關示
威者，還包括路透社和CNN的日本新聞
網。
《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都以前日

下午的遊行，與立法會衝擊事件作對比。
《紐約時報》稱，一小部分示威者撞破玻璃
門、闖入立法會和在議事廳塗鴉，畫面令港
人震驚，並稱示威者對策略和目標意見不
一，立法會受衝擊後更加劇示威者之間的分
歧，亦令示威失去焦點。
英國高銷量的《太陽報》亦以「暴徒」形容

前日的激進示威者，其報道更以「rioters
storm government building and raise British
colonial flag in sign of defiance（暴徒衝擊政
府建築，並掛起港英旗以示蔑視）」為標題。
新加坡的《The Business Times》亦以

「Hong Kong protesters run riot in legisla-
ture, smashing up doors and walls（香港示
威者在立法會內暴動，擊碎門牆）」為題作
報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甘瑜

■侯俊偉揚言英國「對香港以及其自由的支持是堅定不
移的」。 網絡截圖

■歐盟亦加把口，聲稱「少數人企圖強行進入立法
會大樓，他們的行動並不代表在連續的抗議活動
中，一直保持和平的絕大多數示威者」。網絡截圖

■經歷前日的暴力衝擊後，面對滿目瘡痍的立法會，工作人員滿面愁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美國總統特朗普7月1日稱，香港人追求「民主」，但不
幸「有部分政府不要民主」，又稱自己很少看到這樣

的示威，感到非常「傷感」。英國外相侯俊偉（Jeremy
Hunt）在Twitter推文稱，英國「對香港以及其自由的支持
是堅定不移的」，但反對暴力行為。歐盟外交政策與安全事
務高級代表費德麗卡·莫蓋里尼（Federica Mogherini）則通
過發言人稱，「少數人企圖強行進入立法會大樓，他們的行
動並不代表在連續的抗議活動中，一直保持和平的絕大多數
示威者。」
耿爽昨日主持例行記者會時表示，7月1日發生在香港特
區的是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肆意損壞立法會設施的行為，
是踐踏法治、危害社會秩序的嚴重違法行為，性質非常明
確，中央政府對此予以強烈譴責，並堅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
和警方依法處置該事件，「官逼民反」是對發生的事實的顛
倒黑白的說法。

對粗暴干涉表達強烈不滿
他重申，「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純屬中國
內政。我們對有關國家粗暴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表示強
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我們再次告誡有關國家謹言慎行，不得
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不得以任何形式為暴力違法
分子撐腰壯膽，不要發出任何誤導的信號，不要作出任何錯
誤的舉動。」
耿爽指出，「如果發生在香港的暴力衝擊立法會事件發
生在美國或者歐洲，他們會怎麼處理，會聽之任之嗎？大
家在電視上都看到過美國和歐洲警方是如何對待暴力行為
的，他們是如何執法的。為什麼同樣的事情發生在香港，
他們不但不反對譴責，還要跳出來說三道四、指手畫腳，
貌似公允地鼓吹和平抗議的權利，呼籲避免暴力行為。這
完全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極其虛偽醜陋！」

促英方深刻反思錯誤言行
他強調，「中方已多次就香港特區政府修例問題向英方闡
明立場，也多次就英方的不當言論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但
英方無視中方關切，頻頻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粗暴干涉中
國內政，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要求英方深刻
反思錯誤言行的後果，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和
中國內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暴力示威者衝

擊立法會，已嚴重踐踏法治精神，惟美國、英

國、歐盟等外國勢力以「自由」和「人權」為幌

子，發表不負責任言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昨日強調，前日發生的，是踐踏法治、危害社會

秩序的嚴重違法行為，性質非常明確，「如果發

生在香港的暴力衝擊立法會事件發生在美國或者

歐洲，他們會怎麼處理，會聽之任之嗎？」他批

評這些國家跳出來說三道四、指手畫腳，貌似公

允地鼓吹和平抗議的權利，呼籲避免暴力行為。

「這完全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極其虛偽醜

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針對前日本港發生的暴力衝擊立
法會事件，央視昨日重磅發聲，
刊播評論員文章指出，一些極端
分子衝擊香港立法會大樓並肆意
打砸破壞，這種暴行嚴重踐踏香
港法治，破壞香港社會穩定，遭
到國際社會的一致譴責。然而，
美國、英國、歐盟等方面卻打着
自由和人權的幌子，聲稱要確保
「和平抗議的權利」，這種對待
暴力犯罪赤裸裸的「雙重標
準」，是對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的粗暴干涉。中方對此表示強烈
不滿和堅決反對。
央視的這篇國際銳評《干預香

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圖謀絕不會
得逞》指出，法治是香港最重要
根基。在特區政府決定暫緩修例
以便更廣泛地聽取社會各界意見
之後，一些極端分子並沒有就此
收手。他們故意選在7月1日香港
回歸祖國紀念日這天堵塞道路，

攻擊香港警察，衝擊破壞香港法
律的重要象徵立法會大樓，其暴
力行為已遠遠超越和平表達訴求
的底線，對香港秩序造成極大威
脅，嚴重踐踏香港法治，公然挑
戰「一國兩制」底線。任何一個
主權國家對此都不可容忍。

批西方忽然「寬容」暴行
銳評說，一向標榜高度法治的

西方卻在此時「寬容」了起來，
聲稱要確保暴力犯罪者「和平抗
議的權利」。評論質問，「他們
難道忘記了：他們的國家發生暴
力犯罪時，員警是如何出動防爆
車、動用武器裝備大規模拘捕抗
議者的？現在，當香港發生暴徒
光天化日衝擊立法會大樓事件
時，西方勢力為何『選擇性失
明』，公然為犯罪分子撐腰壯膽
呢？」

反中亂港圖謀昭然若揭

評論指出，這種「雙重標準」
的做法，違反了國際法和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損害了中國主權安
全，也讓人們更加看清：外部勢
力不過是以自由和人權為幌子，
與香港反對派相互勾結，企圖謀
奪香港管治權，破壞「一國兩
制」實踐，進而阻遏中國的發
展。從2014年非法「佔中」，到
2016年的旺角暴動，再到此次修
例事件引發的風波，外部勢力干
涉中國內政、搞亂中國的險惡用
心始終不死。
評論強調，對於外部勢力的干

預，中國政府的態度鮮明而堅
定：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
何國家、外部組織和個人都無權
干預。若是執迷不悟、一意孤
行，中國必然會作出進一步反
應。不要低估中國維護國家主權
事務的堅定決心與意志，任何干
預香港事務搞亂中國的圖謀都絕
不會得逞。

央視國際銳評：外力圖謀不會得逞

香港文匯報訊 即將被撤換的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昨日在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發表演講。工
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在演講前到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請願，對唐偉
康提出抗議，譴責唐偉康過往不
斷干預香港事務，並要求他就過
往不當的言論道歉。
社委成員昨日持着橫額，高叫

「唐偉康立即停止抹黑」、「唐
偉康回家吧」、「黑手收手 還
我安寧」等口號，同時手持雞蛋
道具，希望唐偉康能早日「滾
蛋」，以表達對唐的不滿。他們
批評唐偉康過往的舉動不但干預
香港事務，更傷害中美兩國人民
的友好關係，對香港與美國的交
往造成負面影響。
社委認為，唐偉康身為駐港總

領事，在發表意見前應釐清各種
事實，同時有責任避免發表任何
失實言論，更不應干預本港事
務。

要求新領事謹言慎行
他們強調，外國駐港領事機構

在執行領事職務時，必須嚴格遵
守《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以及
其他國際法規定的行為準則，當
中最重要一條就是不得干涉駐在
國內政。可是，唐偉康在任期
間，不斷對外發表顛倒是非、妖
言惑眾的言論，是意圖破壞香港
社會安寧的舉動，社委對美國干
預香港內部事務的一切所為予以

嚴厲譴責，並強烈要求唐偉康就
過往不當的言論道歉。
正所謂害人終害己，美國駐香

港及澳門總領事唐偉康即將被撤
換，社委期望即將履新的新任美
國駐港澳總領事史墨客，日後能
謹言慎行，專心做好總領事工
作，不要干預香港事務，以保持
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

工聯譴責美干港務 促唐偉康速道歉

香港社會強烈反
對外國政棍干預香港
事務，其實外國國民
亦不滿其國會議員不
理國事，反去干涉香

港。有份支持《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的美國民主黨眾議院議長佩洛
西（Nancy Pelosi）前日在Twitter
上就七一遊行發文抽水，聲稱香港
人站起來反修例一事，「啟發了全
世界」，大家都「不應忽視香港人
的勇氣」云云。結果，大量美國人
留言狠批佩洛西，指她在美國內部
有問題時袖手旁觀，反而去談論香
港，亦有人說若她再不務正業，將
會有很多「被啟發」的示威者準備
去向她示威。
佩洛西昨日稱，香港實施「一國

兩制」22年，香港人過去數星期
就反對《逃犯條例》修訂上街，對
全球「有啟發性」云云。有關帖文
或得到小部分香港人的掌聲，但就
迎來許多美國人的怒罵。
「Toby jones」留言說︰「美國

正從內部被摧毀，民主黨卻只是
退後和觀看，一個分裂的議會不
會堅壯，美國正準備衰落……但
你卻在談論香港。」
「Mickel Adzema」亦說︰「不

如你還是做好你的工作吧。」
「Sam Spiegel」則對照佩洛西所吹噓的

「數星期示威」說︰「過去數月，美國人
一直打給你、傳電郵給你、到你的辦公
室，並到選票搖擺區發佈標誌要求彈劾
（美國總統特朗普），如果美國在地理上
不是那麼廣泛分散，你會見到比香港更多
的示威者。」

「我們受夠了你的背叛！」
「Nationalist ~Lori~」亦揶揄︰「是

的，他們『啟發』了很多人，包括準備衝
到華盛頓，去抗議你這個什麼都沒有做的
『職業犯罪政客』……我們受夠了你的背
叛！」「Bobo N1」則留言︰「那我們就
開始在美國發起些內亂吧，既然Nancy想
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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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統一口徑」
稱示威者「暴徒」

■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譴責唐偉康過往不斷干預香港事務，要求他
就過往不當的言論道歉。

■英國《太陽報》以「暴徒」作大題形容示
威者。 網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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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美國、英國、歐盟等
方面分別就7月1日香港發生的示威遊行以及不法分子暴力
衝擊立法會大樓所做表態，駐港公署負責人發表談話，對相
關國家粗暴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要求有關國家立即停止損害中國主權安全和香港繁榮穩
定的錯誤言行。
該負責人表示，一些極端激進分子以反對修例為幌子，採
取極為暴力的方式衝擊立法會大樓，肆意損壞立法會設施，
嚴重踐踏香港法治，破壞香港社會秩序，損害香港的根本利
益，是對「一國兩制」底線的公然挑戰。我們對此表示極度
憤慨和強烈譴責，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追究暴力犯罪分子
的刑事責任。
該負責人指出，暴力犯罪分子罪行確鑿、令人髮指，任何
有良知、講法治的人都應義憤填膺、同仇敵愾。少數國家和
組織故意混淆和平遊行和暴力犯罪，面對暴徒瘋狂衝擊香港
立法會大樓、野蠻破壞立法會設施的暴力犯罪行為視而不
見、顛倒黑白，不僅不反對和譴責，反而還在道貌岸然地奢
談所謂自由權利，要求確保暴力犯罪者的「和平抗議的權
利」，為暴力犯罪分子撐腰打氣、搖旗吶喊。你們一直標榜
的「法治」精神去哪了？你們國家發生大規模示威活動時，
警察毫不猶豫出動防爆車，高壓水龍、警棍、催淚彈、橡皮
子彈一起上陣，大規模拘捕抗議者，卻為何對香港的暴力犯
罪分子如此寬容？對他們肆無忌憚的暴力罪行「選擇性失
明」？你們口口聲聲標榜希望香港保持繁榮穩定，但世人看
得清清楚楚，你們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這種「合則用、不
合則棄」的雙重標準把戲已被看穿，以自由和人權為幌子干
預他國內政的虛偽面紗必須揭下。
該負責人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
反對任何國家、任何勢力以任何借口干預香港事務，絕不會
坐視外國勢力肆意損害中國主權安全和香港的繁榮穩定。我
們再次敦促有關國家立即停止錯誤言行，立即停止縱容暴力
犯罪，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遵守國際法和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尊重中國主權安全，尊重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否則必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外交公署負責人：
譴責暴力衝擊 揭美英虛偽面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