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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政治部主

管」Julie Eadeh被揭發於8月7日與鼓吹「港獨」的「香港眾

志」成員會面，引起公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爾塔格斯

（Morgan Ortagus）在新聞發佈會上回應事件時聲稱，外交官

員與其他國家及地區「不同人士」見面，是外交官的「職

責」，並試圖轉移視線，指控「中方」披露Julie Eadeh的資

料，是「流氓政權」（thuggish regime）。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華春瑩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傳媒提問時批評，美方顛倒黑

白、倒打一耙，「美國務院這位發言人居然把干涉別國內政稱作

美在世界各地外交人員的家常便飯並大加讚賞，美方這樣做，世

界能太平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對於國務院港澳辦和中
聯辦日前在深圳舉辦香港局勢座談會，教聯會昨日表
示，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和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當日
的講話，反映中央對香港當前局勢的高度重視。該會認
同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目前最急迫的工作，呼籲
廣大市民堅決抵制暴力，以和平理性方式化解矛盾，共
同守護香港。
教聯會在聲明中指，近月持續發生的暴力事件已超過
和平自由的界限，嚴重破壞社會安寧，衝擊香港法治；
而暴徒多次污損國旗國徽，撕毀基本法，圍堵中聯辦，
挑戰國家，更是嚴重衝擊「一國兩制」的底線，行為絕
對不能姑息和容忍。該會支持特區政府嚴正執法，止暴
制亂，維護國家尊嚴及守護「一國兩制」。

應教學生遠離暴力仇恨
就不少年輕人參與近期的暴力衝擊之中，教聯會呼籲
他們應要和平理性表達訴求，注意人身安全，與暴力及
違法行為劃清界線，以免斷送個人前途。
該會強調，教育工作者此刻更應承擔責任，排除政治

干擾，教導學生遠離暴力和仇恨，並期望政府推出更多
措施，加深年輕人對國家的了解。

教聯會挺止暴制亂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文 根

茂）中國工程院院士、有「電動
車之父」之稱的香港大學電機電
子工程系榮譽教授陳清泉日前以
科學家視角回應本港目前的亂
局。
他強調「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

有祖國」，目前的暴亂已發生質
變，出現嚴重傷害國家主權和尊嚴
的行為。
他續指，暴亂會毀滅香港的前

途，喪失香港在建設大灣區國際科
創中心的優勢及機遇，因此必須要
止暴制亂。
陳清泉表示，回歸以來港人享有

的自由和民主遠超過港英時期的，
絕大多數港人在集會遊行和表達訴
求時都是和平理性的，但目前香港
極少數極端分子的暴力行為，正嚴
重衝擊着香港的法治，使香港陷入
無法無天的狀態，社會民生和經濟

都遭受打擊，若暴力行為得不到有
效控制，香港全社會將付出沉重代
價。

「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
他指出，「科學無國界，但科學

家有祖國」，目前的暴亂已超出討
論修改《逃犯條例》而發生質變，
衝擊中聯辦、塗污國徽、損毀國旗
等行為，是對國家主權和尊嚴的嚴
重傷害，而所謂「光復香港 時代
革命」的口號，更涉及煽動敵我矛
盾及推翻政權。
陳清泉強調，暴亂會毀滅香港的

前途，讓香港喪失在建設粵港澳大
灣區中發揮的優勢，以及成為國際
科創中心的千載難逢機遇，認為只
有止暴制亂，香港才能繼續發揮
「一國兩制」優勢，融入祖國大建
設，讓社會長期繁榮穩定發展，並
對國家作出貢獻。

陳清泉：暴亂累港失科創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張曉明和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7日在深圳會見香港社
會各界領袖，強調要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冀大家挺特
首、挺警隊，穩定香港局勢。
全國政協委員、信和集團主席
黃志祥昨日強調，大家要團
結一致，消除社會戾氣，做好
年輕人工作及釋放正能量。
「年輕人是我們的未來，我們
需要各方的力量一起守護香
港。讓社會盡快恢復正常運
作 ， 聚 焦 經 濟 和 民 生 發
展。」

局勢混亂令大家痛心
黃志祥表示，近兩個月以來

的各種社會混亂局勢，令大家
痛心。香港歷盡了百年滄桑，
由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世界三
大金融中心之一，是幾代人拚
搏努力的成果，我們應當維護
並珍惜這來之不易的繁榮穩
定，「我們要相信特首和特區
政府可以帶領香港依法執政、
要支持香港警隊依法維持社會
秩序，向一切違法暴力行為說
不，讓香港社會盡快回復穩定
和恢復安寧。」
他並強調，要尊重「一國兩

制」的原則，任何挑戰「一國
兩制」原則底線都是不能容忍

的，「只有在『一國兩制』的
原則之下，香港才能找出新方
向，繼續前行。」

黃永光：應同心止暴制亂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

金主席黃永光表示，7日在深
圳就香港當前局勢的座談會，
中央明確對香港現時的嚴峻局
面表達高度關注。當前，香港
各界應同心止暴制亂、恢復秩
序、繼續堅定團結守護香港。
他說，這60天以來香港發生

了一連串違法暴力事件，挑戰
中央政府權威、觸碰「一國兩
制」底線、動搖特區政府管治
根基、破壞香港經濟發展及民
生安定，我們對此感到極度痛
心。「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
益基金堅定支持林鄭月娥行政
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全
力支持警察嚴正執法，確保社
會盡快回復穩定。」
黃永光強調，大灣區的發展

規劃中，國家將香港列為四大
中心城市之首，今後，基金定
將加大力度關心支持香港青少
年發展，致力在學業、就業、
創業等幫助青年成長成才，增
進交流、加強溝通，提升青年
人對國家發展的認識和了解，
共同守護香港及建設美好家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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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文
森）解放軍駐
港部隊副政治
委員陳亞丁昨
日在出席駐港
部隊無償獻血
活動時表示，
部隊進駐香港
22 年以來一直
不忘初心，堅
決貫徹「一國
兩制」偉大方
針，忠誠履行
駐港使命，致力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堅決同邪惡分裂勢力做鬥爭。
陳亞丁表示，駐港部隊熱心投身公

益、積極服務社會及參與公益活動，以
實際行動加強與香港同胞的血肉關係，
讓更多香港市民了解駐軍。他對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及傳

媒表示深刻謝意，在他們的大力支持
下，增進了駐軍與香港市民的溝通和了
解。
他呼籲香港市民相信祖國、相信特

區政府、相信駐軍。今後，駐港部隊將
繼續發揚人民子弟兵優良傳統，致力維
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堅決同邪惡分裂
勢力做鬥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接連揭
發有教師發表極端仇警言論，引起社會關注教
師專業操守，擔憂學生於課堂上受到「政治污
染」。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昨日應邀與學
生對話，面對台下一眾準教師，他強調各人不
應把自身政治立場放到教學上，亦不宜將自己
意見強加學生，而要提供多角度觀點，給學生
獨立思考。其間，有學生利用群眾壓力逼問張
仁良會否參與今日的大埔遊行，他表明拒絕出
席，並呼籲同學尊重其意願。
張仁良昨日在教大校園參加兩場前後逾4小
時的對話活動，教大副校長（研究與發展）呂
大樂一同出席，逾百名「學生」和「教職員」
到場參與。
在中午的首場對話，有戴頭盔及口罩者問張
仁良，會否鼓勵準教師作政治表態，張仁良回
答時指，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但
這並不代表要將政治立場帶入教學，及強調應
謹守專業，為學生提供多元角度，培養他們獨
立思考。呂大樂亦指，教師在課堂上應向學生
提供不同觀點，不論政治及社會環境如何，教
師都應如此。

學生施群眾壓力「逼宮」校長遊行
自從嶺大校長鄭國漢於學生見面會上「就
範」，答應跟學生前往遊行現場「觀察」環境
後，學生以群眾壓力「逼宮」大學校長參與遊
行，幾乎是每場校長見面會的指定環節。張仁

良亦未能倖免，多次被學生「邀請」參與今日
被警方反對的大埔非法遊行，要求他「仿傚鄭
國漢上街『保護』學生」。

校長：不會「應邀」出席遊行
張仁良強調，大學是多元地方，尊重師生自

行選擇，但表明不會擔當推動角色，自己不會
「應邀」出席遊行集會，希望同學能尊重其選
擇。
就多名大學生因參與暴力示威行動被捕，張仁

良回應學生提問時指，以其所知至今未有教大學
生被捕個案，並承諾未來若有類似情況發生，會
盡量提供協助，包括盡快到警署或醫院、提供法
律援助等，但同時呼籲學生應對香港司法制度有
信心，相信法庭、律師等會提供公平及合理對
待，又提醒學生不要盡信網上訊息。

在黃昏第二場會面，有不少「校友」加入，
並再三逼問張仁良就多項社會議題表態，張仁
良重申，大學主張多元，容許自由表達個人意
見，「包括可以講，或可以唔講」，而作為校
長不宜輕易論斷。
呂大樂補充說，大學並非仲裁單位，大學校長

也不是法官，不能「裁決」社會發生的每件事，
也不應比法官更早將事件「定罪」，「假如校長
出來判斷，我哋（大學）仲有咩討論空間？」
會上，有激進分子聲稱「香港已無溝通空

間」，聲言要「武力爭取」，張仁良強調他不
能認同，並反問持續衝突是否解決方法，「打
打殺殺，暴力升級，我真的不認為能解決問
題……睇唔到可能打條路出來。」他還感嘆
道，自己的說法學生可能「唔啱聽」，但始終
希望大家用和平理性手法，為香港尋求出路。

張仁良：勿將政治立場放到教學

陳亞丁：堅決同邪惡分裂勢力鬥爭

■張仁良(中)昨日出席兩場師生校友對話活動，分享社會意見。 教大學生會編委會直播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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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e EadehJulie Eadeh被揭發於被揭發於88月月77
日與鼓吹日與鼓吹「「港獨港獨」」的的「「香港眾香港眾
志志」」成員會面成員會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保障部部長王衍順大校（左）、駐港部隊副政治委員陳亞丁
（中）、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行政及醫務總監李卓廣
（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奧爾塔格斯在日前的美國國務院新聞發
佈會上聲稱，Julie Eadeh與「港獨」

中人會面是「美方外交官每天在全世界所做
的工作」：「美方外交官與政府官員會面，
我們也與反對派抗議者會面，不僅在香港或
中國，這基本上在每一個有美國大使館的地
方都會發生。我們的那位外交官（Julie
Eadeh）正是在做她的工作，我們對她所做
的表示讚賞。」
她還試圖轉移視線稱，「中方」曝光「與
香港民主活動人士見面」的美國外交官
（Julie Eadeh）的照片和個人信息「不是什
麼嚴正交涉，而是一個流氓政權會做的事。

這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的行為」云云。

「美方這樣做，世界能太平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回應美

方涉港惡劣言論批評，美方頻頻插手香港事
務，必然引起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
的堅決反對和強烈憤慨。美國務院發言人首
先應反思自身的言行，不應拿媒體報道說
事；借此攻擊指責別國政府，更是顛倒黑
白、倒打一耙，企圖以此掩蓋美方干涉中國
內政的事實。
她說：「美國務院這位發言人居然把干涉
別國內政稱作美在世界各地外交人員的家常

便飯並大加讚賞，美方這樣
做，世界能太平嗎？」

駐港公署：美方強盜邏輯
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昨日批評，美

方的有關言論是對中方的公然詆毀和誹謗，
再次暴露美方顛倒黑白的強盜邏輯和霸權思
維，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表示，美方不去反思、檢討和糾正

自身肆意插手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嚴重錯

誤行徑，反而倒打一耙、血口噴人，毫無根
據地污衊中國政府洩露了有關信息，這是以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再次暴露出美方心理
的陰暗與扭曲。
發言人指出，美發言人視美國外交官在世

界各國勾連當地反政府中人乃至分裂勢力為

正常工作、理所當然，完全無視
不干涉內政等公認的國際法和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完全不顧所在國家
和人民的反對和憤怒，肆意損害他國的主權
和安全。這種典型的強盜邏輯和霸權行徑，
留下了多少不光彩的記錄，給世界帶來了多
少傷害、種下多少惡果，國際社會清清楚
楚，早有公論。發言人強調，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為。「我們再次嚴正要求美方遵守
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停止干涉別國內
政、損害別國主權安全的錯誤行徑，否則只
會激起國際社會更強烈反對，最終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