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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傾盆，無法澆熄31.6萬名各界市民反暴力、撐警、守護香港的

熱血。在金鐘添馬公園昨日「守護香港」集會上，來自政界、商界、

旅遊業界、醫學界、文化界等知名人士，在大會的4個環節中，分別

就反暴力、護民生、保經濟及「全民加油」發言，強調香港人已經受

夠了，為了香港的前途、「一國兩制」的前途，也就是年輕人的前

途，絕不容許任何人破壞香港、破壞「一國兩制」、破壞我們的家。

「守護香港，人人有責！」

警務處前「一哥」鄧竟成和退休警員及家屬出席集會時，公開了一

段警員的錄音：該警員在沙田清場行動中眼及鼻分別被暴徒所傷，要

待瘀血退散後才可施手術，而事件令他感受到警隊大家庭的溫暖，並

批評部分人黑白不分，做出違法行為。他呼籲同袍在現時的惡劣環境

下要更加團結，繼續以專業、打不死的精神為大家服務。「我哋今日

係真真正正代表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退休女沙展李詠儀：

盼市民續撐警隊

香港可以維持良好治安全憑有專業及優秀的警隊。自己
仍然不時與前線警務人員和他們的家屬接觸，還有家人仍
然在警隊中工作。現在的狀況會令警務人員不必要地受
傷，我不希望有關情況一直維持，希望市民支持及維護警
隊繼續專業地為市民服務。

前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

應齊聲譴責暴力

最近警察的士氣低到不得了，不是因為無支持，而是因
為面對暴徒，無法將他們繩之以法。警方昨日在荃灣發現
的爆炸品屬「恐怖分子」所用，但部分立法會議員及教師
等專業人士仍聲稱暴徒向警員投擲鐵支和磚頭等行為不算
暴力，是在誤導公眾。現在暴力程度已經不能接受，香港
社會應齊聲譴責暴力，和譴責指黑為白的立法會議員和教
師組織。

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

愈動亂愈阻民生

部分經常將法治掛在口邊的人行為一點兒也不尊重法
治。在法治下，政府、執法機構及法官等都要守法，市民
亦要守法，但最近有很多人不守法，做出破壞香港的暴力
行為，情況不能容忍。
我生於香港，本來現時應該是享受生活的時候，但暴徒

搞亂香港，大家不能不出來守護香港。香港現在面臨眾多
問題，如貧富懸殊、住屋及青年向上流動等，但在社會動
亂時不能解決，心須在穩定及守法的社會，才能解決這些
問題。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

行暴終自作自受

示威者不應騷擾商家，此舉會影響市民飯碗。香港是有
活力「生活鏈」，一環影響一環，如果社會失去包容，社
會各行各業都會受打擊，要守護香港，否則下一代的人
都要承受香港經濟損失。目前，無論房屋、教育問
題都要解決，但要和平表達意見，而不是在街
上打交就可以解決的，繼續下去，這一代、下
一代都要付出代價，而暴力衝擊和網上欺凌
者最終亦會自作自受。

守法治嚴執法
護香江靠警隊

保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晚發佈了《人民日報》今日刊出的評
論員文章，形容昨日呼籲反對暴力、維護香港法治和安定的大
會，反映了香港的主流民意，也是所有關心香港人的共同心
聲。「我們期待香港各界團結一致，共同反對暴力，支持行政
長官和特區政府落實『一國兩制』、凝聚社會共識，集中精力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相信在中央政府和全體香港
市民的支持下，香港必定繼續保持繁榮穩定，『一國兩制』的
偉大實踐必定不斷取得新的碩果。」
這篇題為《共同反對暴力 珍惜法治秩序》的評論員文章指

出，香港既是一個多元、開放、包容的社會，也是一個有法必
依、違法必究的社會。不管什麼人、以什麼樣的理由違法，都
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如果持不同意見者動輒以違法暴力手段爭
取他們認為的「公義」，香港豈非無法無天、永無寧日？如果
縱容違法犯罪甚至為暴行美言、開脫、撐腰，就是對香港法治
精神的公然挑戰，最終損害全體港人的根本利益。
如果任暴力持續下去，必將對香港繁榮穩定造成更大衝擊，

影響港人正常生活和家庭生計。因此，中央政府堅決支持林鄭
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決支持香港警方和司法
機構嚴正執法，對違法行為追究到底，依法維護香港社會法治
環境。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

安穩生活要保護

我是定居香港的第三代，爺爺本來是廣州一名
成功的小商人，結果因為戰爭社會動盪，不得不
結束生意逃難來香港。可見社會不安穩，大家都
會飯碗難保。
我父親14歲時，爺爺辭世。父親只好去做學徒

工，因勤奮好學，利用工餘時間進修，50歲時已
經是一名高級航空電子工程師。父親的故事，是
那一代香港人的寫照，有了他們那一輩人的努力
奮鬥，才有香港今天的繁榮穩定。
父親為我們四兄弟依次取名為強、國、安、
邦，這寄託了上一代人對未來的憧憬，對家國
的寄望。國家愈來愈強大，中華民族前所未有
地振興起來，香港因此更加繁榮，現在卻有人
嘗試破壞香港的社會安寧，以此影響國家的發
展。因此，市民都應該站出來反對暴力，這不
僅是維護香港和平穩定，也保護自己的安穩生
活。讓我們一齊支持警察，撐警察，撐法治，
守護香港！

「「泛民泛民」」得把口得把口 打爛民飯碗打爛民飯碗

HSB19 補在第四部分：

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冒雨集會顯決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

不阻暴力必出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提前一小時就來到集會現場，站
在嘉賓接待處招呼隨後到場的來賓。他說，看到香港這麼
亂，大家都很不舒服，這次「守護香港」行動，就是要讓更
多的人聽到「沉默大多數」的聲音。昨日爆出的「香港民族
陣綫」成員涉嫌自製爆炸品的事件，令盧瑞安非常擔心，直
言暴徒們已經失去理智，企圖用「顏色革命」的方法製造流
血和傷亡，再將所有責任推卸給政府和警方，再不制止他
們，一定會出事。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頹風暴戾一掃光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亦提早一小時守在添馬公園外，與市民
積極交流。已經被雨水淋濕的何君堯激動地表示，我們必須
一洗香港的頹風和暴戾的氣氛，香港必須要重回正軌。從是
次集會也可以清楚看到，市民對暴力是零容忍，並批評此前
有人刻意將衝擊行動與年輕人捆綁，但現在我們已清楚了解
到，訴諸暴力的行為亦是令很多香港年輕人不齒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阻撥款累百業
有暴亂無經濟

《人民日報》評論員：
共同反對暴力 珍惜法治秩序

 &

工聯會旅遊聯業委員會主席梁芳遠：

旅遊業生計受損

6月12日香港正舉辦國際旅遊展，很多國家派出展覽團隊，大家都
很看好香港的旅遊前景，豈料當晚就發生大規模暴力衝擊，之後的
連串暴力衝擊，令香港陷入一片混亂，旅遊業應聲一落千丈，跌入
黑暗。
現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取消訪港旅行團，很多原訂的香港旅遊推
廣項目被暫停。訪港團暴跌三分一，不僅大批旅遊從業員生計受
損，連鎖反應下，零售、餐飲、酒店各行各業從業員的飯碗都被打
破。
我們都很愛我們的東方之珠，香港最重要的價值就是良好治安。
香港不屬於暴徒，屬於所有市民！大家一定要團結一致，維護最安
全城市的國際聲譽，站出來向暴徒SAY NO！各界都要齊心合力反
對暴力，還香港和平！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雷鼎鳴：

違法罪犯非義士

香港從沒試過如此嚴重的暴力衝擊，很多行業已直接受損，對經
濟產生很大破壞。這些人犯法沒成本，還被包裝成「義士」，我要
站出來告訴他們，他們不是義士，是罪犯！
這些惡勢力破壞香港，逐步升級，難保不會演變成恐怖襲擊，將
對香港經濟造成更嚴重的破壞，但只要市民勇敢站出來制止暴行、
守護香港，同時支持警察嚴格執法，將這些暴徒繩之以法，香港經
濟的損失就可以避免，我們必須站出來，共同撐警、守護法治、守
護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

和平安定保民生

立法會大樓被破壞，700億元的政府工程沒法開會審議，影響40萬
建造業工人生計，許多工人薪金已被僱主趁機壓價。我之前建議以
書面批覆的方式，先通過一些無爭議的迫切民生工程，包括公路、
醫院等，但想不到這都被反對派議員拒絕。他們口口聲聲重視民
生，但現在卻故意損害全港民生，對他們來講，到底是政治重要，
還是民生重要？
連串暴力衝擊，香港的旅遊、飲食業首當其衝，長此以往別的行
業也會被波及，全體香港人都會蒙受損失。唯有安定和平才有經濟
民生，有矛盾應該坐低傾，現在示威行動愈來愈暴力，年輕人不知
道後果，將來他們承受的損失最嚴重。

香港中國旅遊協會理事長吳熹安：

訪港旅客急下跌

自己從事旅遊業40多年，沒見過香港那麼亂。旅遊業是很脆弱的
行業，連天氣不好都會受影響，更別說大規模暴力事件。6月政治風
暴以來，訪港旅客應聲下跌，內地客、歐美客、個人遊等等，全部
下跌兩三成。
香港曾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現在跌出十大安全城市榜。我在
海外的親戚朋友看到媒體報道都致電問我，香港現在是否安全。我
都安慰他們說香港很安全，只要不去中環、灣仔一帶，豈料7月1日
強衝立法會大肆破壞，震驚世界，之後各區又發生連串暴力衝突，
還叫親朋們如何相信香港仍然安全？

香港中華總商會榮譽會長霍震寰：

港成功得來不易

香港今日的成功是得來不易的，沒安定一定沒繁榮，希望大家回
歸理性、反對暴力，一起努力構建更美好的香港。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

香港不可以再亂

一定要守護香港經濟，維持穩定的營商環境，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執法，香港不可以再亂。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

經濟繁榮要穩定

經濟繁榮需要穩定的法治基礎，大家必須要行出來，向暴力說
不，更希望港人團結一致，讓香港重新出發。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顧問吳亮星：

撐政府依法施政

中資企業大力支持政府營造良好的經濟環境，特別是安全的城
市，所以支持政府依法辦事、依法執政，也支持警察繼續努力。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林龍安：

香港警察我撐你

「守護香港，香港加油！」「阿sir、madam，我撐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眾嘉賓在台上為香港加油眾嘉賓在台上為香港加油。。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市民讚好警察市民讚好警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逾逾3030萬市民參與集會萬市民參與集會。。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齊珍惜愛護香港
香港是我們的家，我們要好好珍惜、愛護，但有一批
人卻肆意破壞，行動甚至一步步升級。現在這麼多香港
人走出來，就是要告訴他們，我們不容許暴力，不容許
任何人破壞香港、破壞「一國兩制」、破壞我們的家。
守護香港，人人有責！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愛護港要穩陣腳
「一國兩制」現在正面臨很嚴峻的挑戰。現在挑戰「一
國兩制」的人，是蒙面的、兇殘的、不擇手段的。所以，
所有愛護香港的人，一定要穩住陣腳、團結一致、不分彼
此、互相支持，千萬不要自己搞亂香港。香港的前途、
「一國兩制」的前途，也正是年輕人的前途。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只有對話是出路
今天我來，是想帶出三個信息。一、我們想對所有激
進分子說，請停止暴力、停止破壞香港；二、我們希望
向所有警察以及警察家屬說，請你們加油；三、對立對

抗是死路，只有對話是出路，只有對話能夠解決矛盾，
只有對話能夠讓香港重新出發。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讓港快恢復安寧
希望香港市民能夠齊心協力向暴力說不，讓香港盡快

恢復安寧；希望政府能夠盡快解決一些深層次的經濟民
生問題，例如土地房屋、貧富差距、青年的出路等等，
政府應該提出一些經濟、社會政策去改革，讓社會平
穩。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珍惜港核心價值

在香港，表達意見是有基本法保護的，我們有集會自
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等，但暴力、違法違規都是
絕對不允許的。很希望大家能夠珍惜香港的核心價值、
珍惜中國的良好美德，守住核心價值，求同存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傳達不支持暴力
我相信大家這段時間看到這麼多暴力衝擊、這麼多警

察受傷都很不開心。今天我們走出來，也是代表沉默的

大多數，向社會傳達不支持暴力、支持和平的聲音。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盼港回到陽光下
過去幾個月的紛爭不斷升溫，無論是沙田，還是剛剛
發現的爆炸品，都令大家很擔心。有什麼都可以談，但
一定要用非暴力的方法處理，希望香港能盡快恢復理
性，回到陽光下。

立法會議員陳凱欣：不應該訴諸暴力
近幾月，香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撕裂，暴力事件一個禮
拜接一個禮拜，讓社會根本沒有機會喘息。我們「守護香
港」集會是向社會表明，表達訴求是可以很和平的，不應
該造成任何衝突、不應該訴諸暴力。真的希望大家能停一
停、想一想。

中國文聯香港會員總會執行會長霍啟剛：對暴力是零容忍
過去一個月發生的事情，我自己看夠了受夠了；我相
信，很多香港人也已經受夠了。今天，大家走出來就是
要向香港、向全世界表達香港人的心聲：我們都熱愛和

平、對暴力是零容忍。

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港人應理性思考
香港病了、受傷了，700萬香港人應該停一停想一想。

如果藥石亂投，只會傷害我們的病人，只會傷害我們的
香港。希望所有市民，無論是什麼背景、什麼立場，在
這個時候都能停下來思考，不要再傷害我們的香港。

前食衛局局長高永文：勿加重「病人」的傷
現在不能再加重「病人」的傷了，香港真的需要停一
停、想一想。無論是要表達什麼意見，都不可以用暴力
表達。

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冒雨集會顯決心
近日見到香港發生的暴力事件感到非常痛心，這是在
破壞香港的法治，希望香港能夠快速恢復穩定。這麼多
市民冒雨前來，是希望向全社會表達反暴力、譴責暴力
的聲音，「沉默的大多數」亦走出來，表達守護法治的
決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各界怒

齊撐警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

主流聲音拒暴力

不安穩的社會環境讓打工仔的待遇、飯碗都受到極大影響，旅遊、
百貨、零售、飲食等等，都是「重災區」，建造業已經喪失了約一萬
四千個職位，零售、飲食業減少了40%的營業額，許多旅遊團亦取消
來港行程，因為頻繁的暴力事件，香港7月、8月的經濟會受到越來越
大的打擊。
這次有這麼多的市民冒着大雨參加集會，就是希望讓少數的暴徒知道：香

港不能容忍暴力，守護香港、守護社會，才是大多數人的心聲。恢復社會秩
序最重要就是靠警察，大家撐警察嚴正執法，讓社會恢復正常。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經濟續差一齊衰

中美貿易戰已令香港陷入很大的經濟波動，現在又發生一系列暴力衝
擊，更愈來愈暴力血腥，逐漸走向恐怖主義，當然會嚇怕遊客，嚇拍投
資者。經濟一旦受損，就會令很多人失業，影響千家萬戶生計，打爛香
港人飯碗。「家和萬事興」，香港是我家，這樣下去，只會大家一齊沉
船。所以，市民都必須站出來向暴力「SAY NO」，支持警方拘捕違法
者，讓香港恢復法治與和平。

護民生

暴力撕裂社會 不容破壞我家

■■為了下一代為了下一代，，必須守護香港必須守護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