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悔撐警愛港 付國豪真漢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昨日凌晨，
《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在香港機場客運大
樓採訪時，受到一些極端暴力分子的非法拘
押和野蠻毆打，致使該記者頭部和身體多處
流血受傷。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香港報業
公會、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等對於這種
野蠻暴力行為表示強烈譴責，並親切慰問付
國豪先生。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新聞聯）昨日發出嚴正
聲明指出，在曾被譽為世界最受遊客歡迎的香
港機場發生此類事件，暴徒手段之兇殘，已到
了令人髮指的地步。該會希望警方依法懲治這
些暴徒兇手，並呼籲社會各界切實保護新聞工
作者的正常採訪權利和人身安全，支持警方止
暴制亂，盡快恢復香港的正常秩序。
香港報業公會昨日發出聲明指，採訪是記
者的職責，為社會大眾提供資訊及了解事實
的真相，任何人均不應粗暴對待履行職務的

記者。該會強烈譴責一切對待記者的不理性
及暴力行為。希望社會大眾冷靜下來，停止
一切暴力。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近千名會員昨

日就《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在香港機場
採訪期間被暴徒圍毆凌辱一事，致函《環
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對付國豪表達親
切慰問，並強烈譴責毆打記者的暴徒無法
無天的暴行。
慰問信還寫道：「付國豪先生，您無愧

於一個中國記者應有的職
業操守。您堅持真理，無
畏無懼，在中國人民包括
中國香港人和世界人民面
前，展現出記者應有的光
輝形象，我們向您致敬，
祝您早日康復，再上採訪
前線。」

新聞界譴責黑暴 致函慰問付國豪

姜在忠與傳媒同行慰問 促警依法嚴懲逞兇暴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香港機場被暴徒圍毆並捆

綁手腳受傷送醫的《環球時報》旗下環球網記者付國豪，昨日

中午從瑪嘉烈醫院出院，有市民為他送上花束，有市民則大讚

他昨日不懼暴徒、力挺警察的行為「好樣的」。昨日，受香港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委託，盧新寧副主任專程看望付國豪。全國

政協委員、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主席、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董事長姜在忠昨日亦帶領傳媒同行前往慰問付國豪，並強烈譴

責暴徒暴行，並要求香港警方依法嚴懲打人的暴徒。付國豪則

表示，感謝各界對他的慰問，並強調他依然愛香港。

在港被暴徒毆打致傷的《環
球時報》記者付國豪，是一位
天津小伙子。昨日一早，當地
媒體就走訪了付國豪位於天津

的家。付國豪的父親付成學當晚一夜沒睡，
為了兒子的安全擔心，直到昨日凌晨兩點，
被解救出來的兒子借用同事的電話親口報了
平安，他的一顆心才落到肚子裡。

付國豪1991年出生，是標準的「90後」，
他的性格跟父母對他的教育和要求分不開。
「從小對他要求特別嚴，他的成績在中學時
就名列前茅。」

雖然對孩子的安危十分擔心，但是身為父
親，付成學輕易不會把擔憂說出口，當着兒

子的面，說的更多是訓勉。「男孩就得多歷
練，選擇記者行業，為什麼受人尊重、崇
高，就是有風險，記者死亡率高。走（去香
港採訪）之前我們就告誡他，到了香港不僅
代表自己，一定要體現自己的素質。」

訓勉「天津小子」行為體現素質
付成學說，付國豪到香港已經快一個月了，

走之前他就有預感，孩子一定會衝在前面，但
是心裡沒有想過孩子會因此受傷害。昨晚，除
了接到了兒子的報平安電話，《環球時報》總
編胡錫進也給他打來了電話慰問。

付成學對兒子從小的教育就是做個有本領、
人品好的人。付國豪在四十五中畢業後就在中

國海洋大學學習工科，大四那年在天津日報實
習，對新聞學燃起了濃厚的興趣，多學一年半
拿到了新聞學的學位。大學畢業以後在北京一
家媒體工作兩年，才到了《環球時報》，在那
裡工作時間還不到兩年，目前是正式記者。

昨日凌晨兩點，擔心得輾轉反側的付成學接
到兒子用同事手機打來的電話，他問兒子「身
體怎麼樣，心情怎麼樣？」兒子回答得很簡
短，報喜不報憂。「他回答就是一個字兒
『好』，兩個字『沒事』。問都問不出來，我
們網上都是看新聞視頻才知道具體的情況。」

就網友對付國豪的點讚，付成學表現得很
平靜，「這就是個小事，是個天津孩子，就
能表現得跟他差不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擔心兒子安全 付父一夜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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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新寧專程慰問 表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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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晚午夜期間，在機場非法集
結的激進分子包圍《環球時

報》記者付國豪，更擅自打開其行
李箱。在發現一件撐警的藍色T恤，
暴徒隨即起哄，將對方用膠索帶綁
在行李手推車上「行刑」，包括拳
打腳踢、淋水、以鐳射光照射其眼
睛及頭部附近位置。
當救護員到場時一度被暴徒阻
撓，付國豪被送上擔架時更一度被
阻止離去，其間，暴徒辱罵企圖再
以拳打甚至以掛上美國旗的旗杆襲
擊付國豪，在擾攘近20分鐘始被抬
上救護車。有參與毆打付國豪的一
名暴徒向香港傳媒聲稱，對方當時
「拍攝他們的大頭相」，同時「並
無展示記者證」云云。
付國豪昨日中午出院時臉部仍有瘀
腫，一批傳媒同行、多個團體到場探
望同時為他打氣。付國豪說，自己幸
運未受到致命傷，但頭和手仍然疼
痛，又強調自己遵守了所有市民的要
求，沒有任何違法或引起爭議的行
為，不應該受到暴力對待。

「本來就Love Hong Kong」
「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公佈記者身
份？我回了兩個字：自保（自我保
護）。」被問及當時為何要說「I
love Hong Kong」，付國豪笑說：
「這個問題挺大的。我本來就love
Hong Kong啊！」
付國豪並親筆撰寫感謝信，感謝
記者同事及各界朋友關心，「感謝
熱心的香港市民，感謝內地來探望
我的朋友，感謝全國關注事件的熱
心朋友。也感謝我所有的同事們，
他們為了我整夜不眠，我很感
動。」「身體情況OK，都是輕傷，
不影響行動。」「醫生、護士都對
我很好，警方也很積極調查。」
昨日，付國豪亦對專程前來看望
他的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說：「我
一直特別喜歡香港，看到香港被暴

力所傷害，心裡特別難受。 我知道
昨天電視一直在直播，很怕這些極
端分子對我的言行傳到內地，造成
內地和香港的對立。 所以昨天在現
場，我不停地說，我喜歡香港，我
喜歡香港！ 我希望等身體恢復後，
能盡快再回到香港採訪。」

各界向抗暴不屈精神致敬
姜在忠昨日帶領傳媒同行

前往慰問付國豪。姜在
忠接受採訪時強烈譴責
打着「自由」的旗號
到處鬧事、殘酷毆打並非
法拘禁記者的暴行，並
對此感到非常痛心及憤怒。
他強調，香港是法治社

會，記者不但享有採訪自
由，採訪亦受到法律保
護，人身安全也應該得到
保障，目前已通過公開
的聲明，要求香港警方
對打人的暴徒依法嚴懲。
到場慰問付國豪的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
表示，付國豪受盡暴徒恐怖的凌
辱仍不屈，更堅持喊出支持香港
警察，為到處瀰漫着「黑色恐
怖」的香港喊出勇敢的一聲，
是真漢子本色，為善良的香港
市民對抗黑色暴力給予有力
的鼓勵。「工聯會致以親切慰問，
並致以崇高敬意！支持香港警察，止
暴治亂！」
香港天津聯誼會的成員在探望付國

豪時指，付國豪的遭遇令他們感到難
過，希望他能早日康復，回到新聞第
一線工作，同時希望警方依法懲治毆
打付國豪者，又支持警方止暴制亂，
盡快恢復香港的正常秩序。
到場慰問的香港導遊總工會理事長

黃嘉毅強調，不論任何原因，示威者
都不應濫用私刑，「這不是香港一直
以來堅持的法治核心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華
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中國記協）就8
月13日晚在香港國際機場發生的部分
暴徒圍毆《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一
事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圍毆與非法禁
錮記者的嚴重暴力行徑。
聲明指出，中國記協對無理阻撓記者

正常採訪，針對記者實施圍毆、非法禁
錮等嚴重暴力行徑，表示極大憤慨和強
烈譴責！對在圍毆事件中受傷的記者表
示深切慰問！對這名身陷危境仍勇敢喊
出「我支持香港警察」的記者表達崇高
敬意！
聲明強調，新聞工作者依法享有的人

身權和採訪權決不容侵犯。涉事暴徒對
新聞工作者的野蠻毆打、非法禁錮，是
嚴重的人身傷害和惡劣的暴力犯罪行
為，是對新聞工作者正當權益的漠視和
侵害，是對全球新聞界的挑戰和侮辱，
是對新聞自由的嚴重踐踏。中國記協堅
決維護新聞工作者正當的採訪權益，強
力支持新聞工作者開展正常的新聞報道
活動。中國記協強烈呼籲有關方面對侵
害新聞工作者人身安全和新聞報道權益
的違法行為給予依法嚴懲，盡快將違法
犯罪分子繩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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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香
港採訪。

■盧新寧看望《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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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昨到瑪嘉烈醫院慰問付國市民昨到瑪嘉烈醫院慰問付國
豪豪，，強烈譴責暴徒的行為強烈譴責暴徒的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8
月14日，受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委託，盧新寧副主任專程到深圳看
望13日晚在香港國際機場被示威者
打傷的《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
盧新寧代表香港中聯辦向付國豪
表示深切慰問，對付國豪面對人身
安全受到暴力威脅仍喊出「支持香
港警察」的強大勇氣表示崇高敬
意。盧新寧表示，付國豪昨晚的表
現不僅體現了一個新聞記者不畏強
暴的職業操守，也體現了一個善良

正直的公民樸素的

正義感。
盧新寧說，昨晚近零時，我們從

電視直播畫面裡看到了付國豪在香
港機場採訪時，被激進示威者捆綁
雙手非法拘押並暴力毆打，當時非
常憤怒也非常擔心，香港中聯辦王
志民主任第一時間與特區政府有關
部門聯繫協調全力開展緊急救援，
直至香港警隊協調救護人員最終將
付國豪解救出來。「我們強烈譴責
極端暴力分子對待普通遊客、甚至
新聞記者的恐怖行為，這種暴力日
益升級擴散，完全突破了文明社會
的底線。」

她說，從昨夜到今

天，我們也看到很多香港市民、很
多網民都主動發聲，以各種方式表
達了他們強烈的譴責和深深的擔
憂，今天也有不少市民自發到醫院
看望付國豪，這說明，大部分香港
市民都絕不會支持這樣的暴力行
徑。「有一位香港朋友給我發信，
希望跟我一起來慰問探望，她說作
為香港人，她特別想當面對付國豪
說一聲對不起，讓他那樣受襲受
屈，實在讓人難受痛心，她說想告
訴他，香港人不會再沉默了！」盧
新寧希望付國豪盡快恢復，以專業
精神繼續投身新聞報道工作，秉筆
直書，守護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