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暴力撐腰 歐議會干港務
借「決議案」指手畫腳 外交部：應切實尊重中國主權和基本事實

A7

■責任編輯：簡 旼

2019年7月19日（星期五）

20192019年年77月月1919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19年7月19日（星期五）

賴得鐘蘇瑋善失格失德 豈可為人師表

考評局通識科目委員會前主席賴得鐘在社交平台
上散播仇警言論，發放「黑警死全家」圖像，引起社
會譁然，昨日有法律界人士正式向教育人員專業操守
議會投訴賴得鐘的言行違反專業操守。法律界人士向
自明指出：「賴得鐘等『黃師』利用職權散播仇恨、
鼓吹暴力，蘇瑋善更親身示範暴力欺凌的惡行，明顯
有違香港教育專業守則的規定，荼毒學生，失格失
德，豈可為人師表？」
法律界人士表示，賴得鐘在社交網站平台上貼上

「黑警死全家」的圖片，直接鼓吹煽動欺凌
警察乃至他們在校學生子女

的惡劣文化，嚴重違反「為人師表」應有的專業精
神和守則，連一個正常人應有的道德底線都失守，
「這樣的『教師』會教出怎樣的學生？ 一個為人
師表的人公然散播仇恨、暴力，難怪有學生憎恨警
察，難怪有警察路經港大也會鬧出風波。」
賴得鐘是中學通識和歷史科老師，是香港通識教育
教師聯會前主席及考評局通識教育科科目委員會主
席。雖然，賴得鐘聲言因「一時情緒激動作出過激言
論」、「及後已收回頭像圖片並予以刪除」，又就不
當言行道歉，但是有網民發現，他的網頁仍然上載被
視為象徵無政府主義和恐怖主義的黑旗圖像。
法律界人士進一步指出，根據香港教育專業守則的

規定，一個專業教育工作者「應努力保持教育專業的
榮譽、尊嚴與情操」；「教育學生尊重他人」；「致
力維護良好的社會風氣」。「以此衡量，賴得鐘的所

作所為已經涉嫌違反守則，希望教育局嚴肅處理。」
除了賴得鐘之外，近日還有一位老師備受關注。

就是7月7日尖沙咀遊行後，一名女途人被暴徒暴
力對待。英華女學校女教師蘇瑋善，涉嫌非法囚禁
女事主被檢控。法律界人士憤慨地指出：「蘇瑋善
身為女性，在其他女性被凌辱和非禮的時候，非但
沒有挺身而出捍衛女性的安全與尊嚴，反而因為政
治立場先行，任由其他暴徒肆意傷害和非禮女性，
更涉嫌參與禁錮。蘇瑋善罔顧禮義廉恥，對女性的
尊嚴踐踏至此，實在令人感到氣憤。」
「蘇瑋善為人師表，充當『非禮幫兇』，將不當思
想灌輸予學生。姑勿論法律如何裁斷，基於『教育良
心』，當局也應認真考慮蘇瑋善是否還適合擔任教師
的職務。教師身教非常重要，她作出相關行為，試問
她如何告訴學生要成為守法的公民？」法律界人士認

為。
法律界人士續指：「教師在大街上欺凌女途人，

亦有可能在校內欺凌女學生。曾有名校學生批評學
校在營造一種『支持建制派就會被欺凌』的氣氛。
有蘇瑋善這種老師，就是有力佐證，說明學校放縱
『黃師』，無辜學生好有機會慘遭荼毒、欺凌。」
法律界人士感嘆，傳道授業解惑是教師正道，但賴

得鐘、蘇瑋善等「黃
師」悖逆師道，誤導
學生走歪路，年輕人
上街就是惡果，「這
樣的教師失格失德，
不配為人師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暴徒聲稱
要「為香港抗爭」，但在大肆破壞後就迅即
離港逃避。昨日有報道指出，在7月1日晚
闖入及破壞立法會大樓的暴徒中，有30多
人潛逃台灣，更已接觸當地官方機構尋求
「庇護」。
香港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批評台灣包庇暴徒，更足以證明近期的各種
暴力衝擊，是有計劃、有預謀的行動：由香
港反對派牽線、外國以至「台獨」勢力在背
後推動，並安排核心犯事者脫身，其他人就
做「炮灰」，奉勸年輕人不要被這些政棍利
用。

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的前總編
輯、《香港民族論》編者之一梁繼平帶頭衝
擊立法會大樓，並拉下口罩叫更多人留守立
法會，聲稱「我哋冇得返轉頭」，但隨後就
被揭發原來一早訂好翌日去台灣的機票，事
後已神速「走佬」去美國。
根據傳媒最新報道，有30多名暴徒在衝

擊立法會後三四日即相繼飛抵台灣「避風
頭」。據稱有關人等分散於台灣各地，部分
正接受「非牟利機構」協助，部分自行解決
住宿等問題。部分人為延長居留台灣，正尋
求向當地院校申請入學相關簽註，及尋找其
他形式的「庇護」。

吳秋北：破壞行動有預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批

評，暴徒當日衝擊立法會大樓，令大樓受到
難以想像的破壞，所犯的罪行相當嚴重，但
有部分人能迅速潛逃台灣，更獲當地機構接
濟，證明有關破壞行動是有計劃、有預謀的
行為。
他批評，這些暴徒躲在和平示威的背後施
暴，更拒絕承擔法律責任，是對香港法律制
度一種侮辱，更希望真正參與和平示威的市
民想清楚，是否還需要為這樣的人提供「保
護傘」，讓暴徒繼續破壞社會安寧，及不負

責任地一走了之。

陳勇：一走了之避法律責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表

示，這又是「叫人衝、自己鬆」的明證。當
晚，有暴徒聲稱「齊上齊落」，反對派立法
會議員更大肆吹捧，最終卻「自己走佬」，
證明這些人根本就知道暴力衝擊已觸犯嚴重
罪行，唯有一走了之，逃避法律責任，也打
臉反對派議員的盲撐。
他指出，在是次修例的爭議中，「港

獨」分子多次高調與「台獨」分子接觸，
共商對策甚至互相配合，實在「出力不

少」，是次或有 30 多名暴徒獲得「庇
護」，是證明雙方裡應外合的一個很強的
證據。

梁志祥：將市民當作「炮灰」
全國政協委員、新社聯會長梁志祥指，

「旺暴案」女被告李倩怡當日棄保潛逃到台
灣，「本土民主前線」黃台仰和李東昇則獲
德國政府提供「難民庇護」，令破壞社會秩
序的暴徒「有樣學樣」，也令近期的多宗
「示威」行為愈趨暴力。
他指出，「港獨」分子與「台獨」分子關
係密切，是次「反修例」中，「台獨」分子
更傾盡全力配合，表面說得天花龍鳳，鼓動
市民參與，實際是將市民當作「炮灰」，事
後則扮演「暴徒的大後方」，行為令人髮
指。

闖立會「齊上齊落」？ 逾30暴徒潛逃台灣

歐洲議會有關的決議案由歐洲綠黨──歐洲
自由聯盟、歐洲保守派和改革主義者等政

黨聯合提出。他們在決議案中「促請」香港特區
政府「徹底撤回修例」、立即釋放並撤銷起訴
「和平示威者」、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
方，及要求歐盟各機關「立即採取措施」，停止
向香港出口「可能違反人權」的人群管制裝備，
又「要求」中方「遵守《中英聯合聲明》」，保
障香港的高度自治及各種權利自由。
陸慷昨日在有關決議案通過前回應傳媒提問時
強調，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是中國的內政，「我
們反對任何國家、任何組織，包括歐洲議會，試
圖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行徑。」中方對此
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不滿，並再次強調任何國
家、任何組織都無權干涉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事務和中國內政。

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他強調，有關方面應當切實尊重中國的主權和

基本事實，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更不
得為一些擾亂香港秩序的暴力違法分子壯膽撐

腰，否則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陸慷表明，中方重視中歐關係，「但是維護良

好的關係需要中歐雙方共同努力。我們希望歐方
也能夠恪守他們重視歐中關係的承諾，以實際行
動同中方相向而行，維護中歐關係健康穩定發
展。」

自不量力態度之狂令人咋舌
外交部駐香港公署發言人在決議案通過前亦批

評，歐洲議會的議案無視事實，混淆是非，通篇
充斥着無知、偏見與虛偽的「雙重標準」，自不
量力地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中央政府對港政策
指手畫腳、發號施令，無知之深、態度之狂令人
咋舌。中方對此予以強烈譴責，表示強烈不滿和
堅決反對。
發言人表示，議案對令人髮指、事實確鑿的嚴

重暴力行為視而不見，對克制執法的香港警察遭
受人身攻擊和傷害麻木不仁，毫不掩飾地美化和
縱容暴力違法行為，大言不慚地要求特區政府放
棄依法追究肇事者責任，完全不顧及香港的整體
利益和主流民意。「試問這些議員還有沒有一丁

點的是非標準？有沒有起碼的道德良知？眼中還
有沒有基本的法治觀念？」
發言人表示，香港回歸以來，中國政府依照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切實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的法治水平躍居
世界前列，香港同胞真正實現了當家作主，依法
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權利和自由。這是任何不帶
偏見的人無法否認的事實。有關議員卻肆意抹黑
「一國兩制」和中央政府對港政策，分明是顛倒
黑白、別有用心。

促有關議員認清事實擺正位置
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

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國、組織或個人以
任何方式妄加干涉。「我們強烈敦促有關議員
認清事實，擺正位置，從維護自身形象和歐方
在港利益出發，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尊重中國主權安全，立即停止不負責任的
抹黑、信口雌黃的指責和譁眾取寵的威脅，停
止討論和推動有關涉港議案，停止干涉香港事
務和中國內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歐洲議會在香港時間昨日通過決議案，「促請」香港特區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訂」、

撤銷檢控「和平示威者」，就香港警員「使用武力」進行獨立調查，歐盟和國際社會應「努力建立適當的出口管制」，又

「強烈譴責」中國「持續干預」香港事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任何國家、任何組織都無權干

涉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事務和中國內政。有關方面應當切實尊重中國的主權和基本事實，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

更不得為一些擾亂香港秩序的暴力違法分子壯膽撐腰，否則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川）英國首相文翠珊在發表離
任前最後一次公開演說時，稱
中國「必須遵守《中英聯合聲
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
慷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重申，
英方在1997年7月1日以後對
香港沒有任何權利。「希望英
方能夠醒一醒。」
文翠珊在發表演說時聲

稱，與中國發展經濟關係
「固然重要」，但英國亦需
要與中國「釐清部分問
題」，包括延續涉及香港的
《中英聯合聲明》，並稱其
繼任人需要向中國重申「需
要繼續遵守並尊重《中英聯
合聲明》。」
陸慷在回應傳媒提問時指

出，英方仍然試圖以《中英
聯合聲明》來主張英國在香

港事務上所謂的「權利」，
「1997年 7月1日香港回歸
祖國之後，香港事務完全是
中國的內政。中國中央政府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治理
香港的依據就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我們一再
講，英方在1997年7月1日
以後對香港沒有任何權利。
希望英方能夠醒一醒。」
對中英關係的問題，陸慷

強調，堅持中英關係「黃金
時代」是兩國領導人達成的
重要共識。如果能夠根據這
一共識，共同努力推進中英
關係，肯定是符合中英兩國
人民共同利益的。不過，坦
率地講，這需要英方拿出實
際行動來顯示它維護中英關
係大局的誠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歐洲議會通過要求香港政府
撤回有關修例、釋放被捕的暴徒
等的決議案，多名香港立法會建
制派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批評，歐洲議會持偏見通過不
負責任的決議案，是隨着美英的
指揮棒起舞，粗暴干預香港事
務，更借機以此圍堵中國，牟取
自己的政治利益。

郭偉強：盡信港反對派謠言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質疑，歐洲

議會對是次修例事件一知半解，
或根據香港反對派的不實指控，
就通過這項偏頗的決議案，是以
「八國聯軍」的姿態，借機干預
香港事務，去阻撓中國的和平崛
起，與國際社會目前和平共贏的
原則背道而馳，而今時今日的中
國定會挺直腰板、勇敢面對。

馬逢國：證雙方裡應外合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

員馬逢國則認為，歐洲議會是次
通過的決議案，其中的「訴求」
正正建基於香港反對派的不實指
控，證明香港反對派一直和外國
勢力裡應外合，借機撈取其政治

好處。

何俊賢：圖配合美國圍堵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批評，歐洲

議會的決定本身已犯了邏輯問
題：歐洲多國都早與中國簽訂移
交逃犯條例，特區政府是次提出
修訂，內容並無超出有關範圍，
「為何與中國簽就無問題，特區
政府提出修訂就有問題？況且，
香港一個地區的立法安排，與歐
洲議會何干？」
至於所謂遵守《中英聯合聲

明》部分，何俊賢強調，國家已
經完全履行了《中英聯合聲
明》，透過基本法給予港人擁有
高度自治權利，選舉權也高度開
放，現只是英國政府拿着《中英
聯合聲明》這幾個字，無間斷地
插手香港內部事務，配合她的
「戰友」美國圍堵中國的策略。

張華峰倡搞好港經濟民生
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批評歐

洲議會無事生非，並強調特首林鄭
月娥已經多次道歉及回應有關人等
的訴求，大家現階段應該向前看，
盡快平息社會的爭論，全力搞好香
港的經濟及民生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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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政界批為私利庇暴

任何國家、任何組織都無權干涉中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事務和中國內政。

■■陸慷陸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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