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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日
前聲稱，隨着香港「五十年不
變」過渡期將結束，香港的政
治及經濟獨立性可能「面臨受
損風險」的意見。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耿爽昨日回應指出，當
前香港迎來進一步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獲得增長新動力的難
得機遇，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合
作積極性也進一步增強，中方
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
在昨日舉行的外交部例行記

者會上，有記者問及穆迪日前
對香港的「主權」評級發表的
最新展望，耿爽回答上述問題
時作出回應。
他提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7月1日出席香港特區
成立22周年酒會致辭時，介紹
了香港回歸22年來，在「一國
兩制」下發揮「背靠祖國、面
向世界」的獨特優勢、保持繁
榮穩定的基本情況。
耿爽強調，香港回歸祖國22

年來，中央政府始終嚴格按照
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堅定不移
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針，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
他指出，香港持續保持繁榮穩

定，經濟總量較回歸時翻了一
番，連續20多年被評為全球最自
由的經濟體，營商環境和國際競
爭力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

港續融大局 增長添動力
他表示，當前，香港正迎來
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獲
得增長新動力的難得機遇，國
際社會對港合作的積極性也在
進一步增強，「我們對香港的
未來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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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本港近日
不斷有年輕人走上街頭，釀成衝突連場。浸會
大學校長錢大康昨日去信師生，對近日社會
動盪表示心碎，建議成立與青年對話平台，
以促成對話，目的是讓社會深入了解年輕一
代的心聲和訴求，然後作出建議，供政策制
定者參考，協助尋求紓解香港困局的方案。

錢大康在信中指，不論政治立場如何，看
見家園動盪，實在叫人心碎，示威者應冷靜
下來，從政者打開心扉，大家一同尋求紓解
香港困局的方案。
他認為，想要解決香港困局，第一步是找

出問題的根源，而要解答這些問題，便要心
連心地與青年對話。因此他建議成立與青年

對話的大平台，深入了解他們有何夢想，他
們希望如何貢獻香港。

冀促成青年公開論壇
錢大康建議促成一連串青年公開論壇，每

次論壇都設定明確主題和清晰的討論議程，
並以公開和共容的形式進行。論壇目的是讓

社會深入了解年輕一代的心聲和訴求，然後
作出建議，供政策制定者參考。
他期望能夠透過這些深度對話，有系統地

了解年輕一代的心聲和訴求，讓社會能夠以
青年人的視角去審視社會議題，和更準確地
掌握青年人的脈搏，以充實青年政策和社會
政策的內容。

梁卓偉：有責聽不同聲音
另外，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昨日亦

發表文章，分享曾與學生傾談近月的政治浪
潮。他表示自己曾在政府工作，若單單從管治
一方的角度，自然很難接受同學的觀點，甚至
忍不住要衝出來駁斥；惟他同時強調，同學立
場背後的成因與脈絡，也絕對不能忽視。
他認為，在今天社會嚴重分化的環境，實

在不可能有簡單方法能輕易解決當前的問
題，認為各方在得出結論或打算批判別人之
前，其實都有責任先去聆聽跟自己不同的聲
音。

錢大康：倡建平台促對話 尋求紓解困局

北京航天航空大學「一國兩制」法
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表

示，暴力示威者衝擊立法會是踐踏法
治、踐踏社會秩序的行為。法治是香
港核心價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
論是什麼人、什麼組織，只要做錯了
事情、違反了法律，就要承擔責任，
接受相應的懲罰，倘若「法不責眾」
成為違法犯罪的借口，無疑對香港法
治的破壞將是致命的。

要求不追究是極端政治挑釁
對於反對派提出的「暴力示威者不
應被追責」，田飛龍認為，反對派提
出「暴力示威者不應被追責」訴求，
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非分要求，不僅是
反法治的，也違背了「公民抗命」傳
統下對違法有責的認知，是一種公然
違法又公然要求免於處罰的極端政治
挑釁行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對諸
如此類暴力社運行動所造成的嚴重後
果視而不見，如果凌駕於法律之上的
暴徒行徑持續發酵，最終卻不被追
責，那麼香港社會則無自由可言。
「香港反對派對暴力的美化就是對
法治、理性、良知與正義的踐踏。」
田飛龍怒斥，此次升級突破「暴力性
禁忌」，造成對香港法治權威與根基
的進一步動搖及侵蝕，應當引起香港
社會尤其是法律界嚴肅反思和應對。

反對派煽暴力成衝擊者幫兇
南開大學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

主任李曉兵也直言，街頭的暴力行
為已經造成了對香港特區社會秩序
的嚴重衝擊，試圖使香港社會陷入
無政府的混亂狀態。與此同時，反
對派議員近來不斷煽動暴力，成為
香港本土激進政治力量衝擊特區公
共機構的幫兇和同夥，其基本目標
也是要打擊特區政府施政和社會管
制的意志和信心。

外部勢力干預違反國際法
另外，針對英美官員近期對香港問

題發表的一些不實言論，田飛龍表
示，從法理上講，任何外部勢力對回
歸後香港的干預都是非法的，違反最
基本的國際法原則。而香港反對派
「挾洋自重」與國際勢力公開干預對
香港的繁榮穩定是一種重要的威脅，
而且可能造成香港民主運動及其前途
的損害。
李曉兵亦指，從法律角度講，自

香港回歸後，英國對香港已無任何
管制的權力和責任，對於香港特區
「一國兩制」豐富多彩的實踐也不
享有所謂的監督義務。因此，英美
官員一些不負責任的涉港言論，可
謂是不自量力，充分暴露了其對自
身適當角色認識的模糊和無知，不
符合當代國際政治發展的潮流與國
際法基本原理，也不符合憲法與基
本法所確立的基本憲制秩序的框
架，無益於香港社會當下所面臨的
諸多治理難題的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實習記者 王美晴 天津報道）

對於香港近日發生的暴力衝擊事件，一些內地知名法學專家在

第四屆「台港澳法治前沿」暑期研修班期間接受香港文匯報專

訪時表示，衝擊立法會是對法治極大的衝擊和破壞，干擾香港

警方正常執法，更是對嚴格執法赤裸裸的威脅和干涉，應當嚴

肅處理暴徒極端的政治挑釁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通識科教
師賴得鐘早前於社交網站發表仇警言論，引
起全城狠批，及後他發帖道歉並解釋稱是因
為「一時情緒激動」，但未被接受，至前日
他終於「跪低」宣佈已去信考評局辭任通識
科目委員會主席及成員職務。考評局發言人
昨日確認事件，指賴的委員會職務已告終
止，該局會按既定機制，委任通識科科目委
員會成員，以填補有關空缺，而委員會主席
是由委員互選產生。
發言人又解釋，考評局公開考試委員會屬
下設有27個科目委員會，其中包括文憑試通
識科，科目委員會每年舉行會議，審視有關
科目試題的信度和效度，並向公開考試委員
會提交報告及改善考試的建議。科目委員會
成員由各高等院校、學校、教育局及職訓局
提名，在委任前獲提名人士須按指引申報利
益，並同意遵守局方訂定的行為守則，避免

任何利益衝突的情況，以及恪守保密原則。

兆基書院署理副校發帖辱警
賴得鐘事件反映，香港有部分立場偏頗的

「黃師」不顧專業形象操守，肆意散播惡毒
激進不良思想，令下一代深受其洗腦威脅。
而至昨日，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署理副校長蔡
芷筠亦針對前晚旺角衝突，在社交網站發表
偏激言論，含沙射影針對警方，稱「不是歧
視低學歷，但沒有讀書、沒有思考訓練，確
係好容易被『洗腦』」，又形容他們「只懂
盲動，還自覺好威好勁。他們擁有佩槍的權
力，我覺得好危險」云云。
有關言論雖無指名道姓，卻明顯散播敵視

警察的意思，其為人師表而作出「沒有讀
書」、「容易被洗腦」等評論，實質每日校
園內面對大批中學未畢業、低學歷易被其
「洗腦」的學生，價值觀令人側目。

考評局：仇警「黃師」職務已終止

■圖為7月1日示威者破壞立法會，並在牆上塗鴉。 資料圖片

暴力示威者在7月1日衝擊、進佔、破壞
立法會大樓，其中一名暴徒闖入立法會會議
廳內，拉下口罩呼籲其他示威者留下抗爭。
此人據指是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前總編
輯梁繼平。近日被傳媒踢爆，梁繼平帶隊衝
入立法會大樓前，已準備機票離港，事發後
他隨即前往美國。和棄保潛逃、獲德國政治
庇護的黃台仰一樣，梁繼平亦是「叫人衝、
自己鬆」的典型例子。他們自己充當「領
袖」，宣揚極端暴力主張，煽動年輕人以違
法暴力表達訴求，利用一些頭腦單純、是非
觀念淡薄的年輕人作炮灰，為自己上位創造
條件。年輕人要保持清醒，看清這些無良政
客的真面目，勿被人煽動利用、肆意違法而
斷送個人前程。

梁繼平現在華盛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
衝擊、破壞立法會大樓時，他除下口罩，以
豁出去的姿態，振振有詞地呼籲：「要贏，
就一齊繼續贏下去；要輸，我們就要輸十
年，我們的公民社會將會十年永不翻身，學
生會被捕，領袖會被捕……我除下口罩，就
是要大家知道，香港人真的不能再輸！」梁
繼平扮成無畏無懼，講話令聽者熱血沸騰，
難免令不少暴力示威者忘乎所以，更加賣力
地衝擊、破壞，認為佔據立法會就是「勝
利」。殊不知，梁繼平一早為自己備好後
路，飛赴美國，安全着陸。那些被梁繼平灌
了迷藥，留在香港繼續衝擊警方、破壞法治
的示威者，知道這個事實，不知有何感想。

「旺角暴亂」主犯黃台仰，事發前大肆鼓
吹「勇武抗爭」、「以武制暴」，成為暴亂
的重要推手。其後，黃台仰不知所蹤，只是
在網上留下「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煽動
性口號。到今年反修例風波才被外媒披露，
原來早在去年已獲德國政治難民身份，現正
在德國讀大學，逍遙快活。還有周永康、羅
冠聰，都是風頭一時無兩的「學生領袖」，
吸引不少支持者，如今相繼到美國的知名學
府深造。這些打着「學生領袖」幌子的激進
小政客，以如簧之舌鼓動年輕人「勇武抗
爭」、「以武制暴」，一旦達成企圖，個個
拋棄「戰友」，遠走他鄉開展「精彩人
生」，被煽動的其他學生，甘當做炮灰的，
有沒有梁繼平、黃台仰那麼好運？答案顯然
是否定的。黃台仰的「戰友」梁天琦身陷囹
圄，「佔中」、「旺暴」有不少違法暴力者
已鋃鐺入獄，此次反修例風波中的極端暴力
示威者不少也被拘捕，相信日後還有人難逃
法網，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從黃台仰到梁繼平，相信對香港年輕人是
當頭棒喝，就算有一顆熱血之心，希望社會
愈趨美好，但若行為違反法律、破壞社會安
寧的話，本心如何美好，也屬違法，必將接
受法律制裁。對別有用心之人拿年輕人的一
腔熱血作政治籌碼，當做自己的踏腳石，年
輕人須擦亮雙眼，三思而行，勿被人利用，
否則一時衝動，終要負起刑責，斷
送個人大好前途。

年輕人萬勿當激進政棍的炮灰
前日反修例九龍遊行結束後，有示威者非法堵

塞旺角一帶道路，並以暴力阻礙警方清場。昨日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竟然「強烈譴責」警方清場行
動不專業，要求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追究及懲處失
職及濫權的警員，及向全港市民道歉。反對派再
施顛倒是非的慣用伎倆，掩飾自己侮辱挑釁警方
的惡行，阻礙警方執法，包庇暴徒，目的只為討
好激進選民，謀取政治利益。廣大市民必須看清
反對派與極端激進暴力勢力同生共利的真相，試
圖通過煽動違法暴力獲取選票利益。這種政治操
作，用心醜陋，與香港核心價值背道而馳，違背
主流民意，市民一定要以強大民意遏止暴力歪
風，懲罰糾纏政爭、損民利益的反對派政客。

對此次反修例的違法暴力行為，反對派採取
「不篤灰、不割席、不指責」的策略，與極端激
進示威者互相勾結，充當示威者的保護傘，刺激
示威者有恃無恐進行違法暴力行動。一些反對派
議員打着所謂調停衝突、幫助控制場面的旗號，
每每在示威者衝擊警方時，利用立法會議員身
份，刻意阻礙警方執法，助長示威者挑釁警方、
衝擊法治的氣焰。在昨日凌晨警方旺角清場時，
反對派政客議員譚文豪、區諾軒不僅站在警察防
線前面，阻擋警方推進，區諾軒更公然用粗言穢
語侮辱警員，這不僅是袒護示威者那麼簡單，而
是直接挑釁警方，令示威者抗拒警方執法火上澆
油。

反對派政客根本無權干預、阻礙警方執法，干
預、阻礙警方執法更是違法行為，而挑動

示威者與警方激烈對抗，增

加警方執法難度，則令香港法治、社會穩定遭受
重創。違法暴力亂象橫生，市民正常生活備受影
響，香港淪為「暴力之都」，國際形象嚴重受
損，反對派煽動縱容正是罪魁禍首。但是，反對
派政客無視自己的違法惡行，對示威者極端激進
暴行隻字不提，反而譴責警方濫用暴力，反誣警
方挑釁示威者，違反專業操守。反對派政客混淆
是非黑白，倒打一耙，令人齒冷。厚顏無恥，非
反對派政客莫屬。

反對派政客把反修例當作扭轉頹勢的救生衣，
千方百計炒作、延續反修例的爭議，以此作為今
明兩年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主打議題。有激
進網民聲稱，要將反修例的遊行示威「遍地開
花」，希望將各種抗爭行動向全港18區擴散，
以增加向政府的壓力。有反對派政客就聲言「民
主派會站於年輕人的一邊」。遊行示威「遍地開
花」，區區不能倖免，意味着香港無一處和諧之
地，必然影響經濟民生，嚇走遊客，犧牲香港繁
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反對派不阻止反修例抗
爭「遍地開花」，反而助紂為虐，居心何在，不
言而喻。

尊重法治、理性、非暴力，始終是香港的核心
價值，沉默的大多數、中間選民依然相信「和理
非」才是正路。反對派為選票和議席，是非不
分、黑白顛倒，姑息縱容違法暴力，替極端激進
示威者撐腰護航，扭曲香港法治理性的社會價值
觀，將香港推向深淵。廣大市民肯定不願意見到
這種不堪的局面成為現實，一定不會放過反對派
政客，絕不會讓其圖謀得逞。

縱容暴力換取選票利益必遭民意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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