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延中昨日上午在全國記協新聞茶座
上，圍繞「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

皮書）」與境內外記者交流。在答問環節
被問及當前的香港問題時，他表示，香港
問題確實是現在國際高度關注的一個熱點
問題，全國人民都很關注目前香港發生的
混亂，甚至是暴亂的行動，他作為一名軍
人，亦一直很關心香港問題。
他指出，香港問題演變到現在這樣的
局面，是很多真心誠意地關心香港的人
所不願意看到的，但是也是由少數別有
用心的人極力煽動的，國務院港澳辦已
經說了，止暴制亂是當前香港面臨的最
緊迫的任務。

港府請求才有可能涉解放軍問題
那麼如何止暴制亂呢？曹延中指出，
中央政府的態度非常明確，就是堅決支
持特區政府和香港警隊依法維護香港的
和平穩定。至於解放軍，曹延中說，國
防部發言人吳謙大校和駐港部隊的有關
首長此前已作了發言，就是堅決地按照
基本法和駐軍法的規定，依據中央政府
的指示，依據香港特區政府請求，才有
可能涉及到解放軍的問題。
至於記者問及的如果出動駐港部隊，

會否按特區政府要求行
動，抑或全部由解放軍
指揮，以及深圳等地的
武警是否會參與處理香
港問題等，曹延中表
示，對於解放軍將來會
如何行動這類假設性問
題他不回答。
在講解「新時代的中國

國防（白皮書）」時，軍事科
學院戰爭研究院院長陳榮弟亦
指，中國認為，和平、發展、
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不可逆
轉，但國際安全的不穩定性、不
確定性正在增加，主要是因為美國調整
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和軍事戰略，
明確把中國列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挑
起中美經貿摩擦，干涉西藏、新疆、香
港等中國內政等等，這一切，都增加中
國安全環境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陳榮弟強調，新時代中國國防的根本
目標，是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不容侵犯，這是中國的底線，任
何人都不應低估中國維護國家利益的
決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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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實習記者
王美晴 天津報道）台灣民進黨當局對香港
事務說三道四，甚至為香港暴徒提供「庇
護」，多位內地法學專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專訪時分析，在香港持續的暴力活動
中，台灣民進黨當局積極介入，一方面是在
配合美國打「香港牌」，抹黑「一國兩
制」，破壞兩岸和平發展，一方面則借此遮
掩自己的執政不力等問題。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研究
所所長朱松嶺指出，台灣民進黨跟香港反政
府力量勾結已久，無論是從人力還是資金，
都做了充足準備，「我們注意到，民進黨當
局基本每個星期都會抽時間，對香港『反修
例』行動進行評論而進行引導，希望有關的
行動能夠維持熱度，以遮掩自己的執政不
力、搞經濟建設沒有成績、把兩岸關係搞糟
的問題。」
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秘書長、清華
大學法學院兼職研究員尹寶虎指出，香港回
歸祖國後，香港公眾所享有的言論自由、集
會自由是有目共睹的。蔡英文目前對香港的
做法恰恰是利用香港的自由來大肆干涉香港
的政治，而她對這些動亂的鼓動，是在煽動

仇恨，與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價值都是背道
而馳的。
談到蔡英文承諾的提供給香港暴徒的所

謂「人道主義援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
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
行主任田飛龍表示，蔡英文承諾向香港暴徒
提供所謂「人道援助」，間接證明了台灣民
進黨在香港「反修例」事件的擴大化當中，
在香港持續的暴力活動中正在配合美國打
「香港牌」，同時集中去打擊、污名化「一
國兩制」在島內的影響力，破壞「一國兩
制」，破壞兩岸和平發展。
田飛龍認為，所謂「援助」極可能是口

惠而實不至。他解釋，首先，從法理上
講，台灣的「難民法制」並不完備。其
次，作為一個政治投機分子，蔡英文只想
利用和撈取香港暴亂分子所造成的這個社
會後果，並不想在兩岸關係當中背負上沉
重的政治包袱。
因此，跑到台灣的這些人，除了極少數

人在美國的周旋和安排下有可能得到「適當
照顧」之外，大多數人很可能返回香港接受
法律的審判，從而為他們被教唆、挑唆的這
個輕率的政治行為付出慘痛的代價。

民進黨插手港務
圖遮掩執政不力

法學
專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華社
昨日發表題為《認清干涉內政者的偽善與真
惡》的評論，批評西方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
和媒體，頻頻通過或明或暗的方式，對香港
事務煽風點火，抹黑香港警方依法維護秩序
的做法，向極端暴力分子發出嚴重錯誤信
號。他們口中所謂的「人權」「自由」，僅
僅是他們行私的藉口和工具。
新華社評論指，無論是美國的「佔領華
爾街」，法國的「黃馬甲」運動，還是英國
倫敦的騷亂，面對示威活動，歐美國家都不
斷強化警察執法力度，對暴力行為更毫不手
軟。不過，西方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和媒
體，卻對香港警方的文明執法極盡污衊；避
而不談香港街頭無法無天的暴力行為，卻對
香港警隊高度克制、依法捍衛秩序的做法橫
加指責，赤裸裸地奉行雙重標準，把偽善演
繹得淋漓盡致。
在偽善和雙重標準方面，西方政客還有更

多「精彩」表演：面對自己國家種族主義等
造成的種種嚴重人權問題輕描淡寫甚至視而
不見，卻熱衷於對別國的所謂人權問題指手
畫腳。事實上，這些人口中所謂的「人權」
「自由」，僅僅是他們行私的藉口和工具。
他們企圖堂而皇之地干涉他國內政，遏制別
國發展。近日，又有美國政客公然將香港有
關問題與中美貿易談判掛鈎，再次暴露了其
打人權牌為自己謀私利的「司馬昭之心」。
多年來，一些西方勢力頻頻干涉他國內

政，造成許多國家政局動盪甚至戰火不斷、
民不聊生。在這些西方政客和媒體心目中，
只要可以培植親西方的政府，可以利用地區
亂局牟取各種利益，民眾所受的苦和痛都可
以視而不見。這，就是這些政客心中的「真
惡」。
西方這些政客和媒體的表演，被國際社
會看得越來越清楚，成為千夫所指。這樣的
伎倆，也注定沒有市場。

新華社評論：西方向暴徒發嚴重錯誤信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海外僑
團僑領連日來針對香港地區近期發生的暴
力活動持續發聲，譴責激進分子破壞香港
基本秩序和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的違法和暴
力行為，反對外國勢力插手干預中國內
政，支持香港警察嚴正執法、維護治安，
希望特區政府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復香港
的法治和社會安寧。
在德華僑華人及社團代表發表聯合聲明

強調，反對暴力襲警、玷污國家尊嚴等破
壞香港基本秩序和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的違
法和暴力行為，反對任何外國勢力插手干
涉香港事務，呼籲香港市民珍惜香港來之
不易的繁榮穩定局面，阻止極端激進分子
的暴力亂港行為。

挑戰「一國兩制」底線
德國北萊茵華僑華人聯合總會會長黃焯

森說，海外華僑華人對「港獨」分子勾連
西方反華勢力破壞香港法治的基石、摧毀
香港繁榮穩定的環境、挑戰「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危害中國國家主權安全的行徑
予以最強烈的譴責。
巴西中醫藥學會原會長葉富坤說，香港

已不是和平示威遊行，而是有組織、有陰
謀的暴行，是一批人在破壞香港法治基
礎。海外華僑華人堅定支持「一國兩

制」，支持香港警察嚴正執法、維護治
安，不能讓香港的安寧與穩定被暴力活動
毀掉。

暴徒爭取「犯罪自由」
新加坡九龍會會長、新加坡香港商會會

長陳文平認為，香港激進分子的暴力活動
嚴重破壞法治，目無法紀，爭取的是「犯
罪的自由」。香港需要警惕這些人打着所
謂「民主自由」旗號肆意破壞法治、滑向
恐怖主義的苗頭。
法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執行會長王加

清說，香港發生的暴力行徑嚴重挑戰國家
權威，挑戰「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威
脅香港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破壞香港繁
榮穩定的大局，深深傷害了愛國愛港人士
的感情。在法僑胞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和香
港警方嚴懲違法暴力行為，維護香港法
治。
朝鮮華僑聯合會中央委員會委員長賽鐵

軍說，全體朝鮮華僑對擾亂破壞香港正常
社會秩序的暴亂分子予以強烈譴責，堅決
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和特區警察為維護法治
尊嚴和社會治安所採取的措施。他還表
示，香港問題屬於中國內政，事關中國主
權安全，西方外部勢力無權干預。
孟加拉國華僑華人聯合會會長莊立峰

表示，孟加拉國華聯會堅決支持香港特
區政府、支持香港警察，堅決反對香港
示威活動中持續出現的暴力行為，譴責
一小撮激進分子導致香港陷入混亂局
面。

威脅市民生命財產
挪威全挪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共同會長

馬列說，香港一些激進分子的違法暴力行
徑嚴重威脅香港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破壞
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局。挪威僑界全力支持
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同胞齊心一致堅決反
對暴力，懲治暴力行為。深信香港同胞在
「一國兩制」方針下，各界人士團結一
致，定能盡快恢復法治安寧和平的香港社
會。
新西蘭華人社團聯合會會長兼新西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黃瑋璋說，香
港一些激進分子的暴行嚴重損害香港同
胞的切身利益與長遠福祉。海外華僑華
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處理相關事
件，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復香港的法治
和社會安寧。
斯里蘭卡華僑華人聯合會名譽會長張宏

說，香港發生的暴力行為屬於嚴重違法，
海外華僑華人對此感到非常氣憤和痛心，
希望特區政府採取措施穩定局勢。

海外僑界譴責暴力 挺警執法護港安寧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一些外
國媒體界人士、專家學者強烈譴責近日來
香港連續出現暴力事件，強調任何國家都
無法容忍類似暴力行為，施暴者應立即受
到應有懲罰。
格魯吉亞《每日新聞網》主編阿弗坦迪
爾．奧提納什維利認為，愈演愈烈的暴力
活動將破壞香港的法治和秩序，影響香港
經濟民生，已超越和平表達訴求的底線，
這在世界任何國家都是無法容忍的違法行
為。對暴力的沉默就是對犯罪的縱容，施
暴者應該立即接受法律的審判。
吉爾吉斯斯坦獨立政治分析師埃迪爾．

奧斯蒙別托夫譴責擾亂香港機場正常秩序
的暴力行徑。他說，這些人有組織地暴力
對抗執法人員，可以看出中國內政受到外
部勢力干涉。
尼泊爾中國研究中心主席馬丹．雷格米

說，暴力阻擾機場運行、迫使機場關閉，

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被允許。在香港使
用暴力的示威者動機非常危險，他們的訴
求在於打擊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
位。他們的行為是被西方政治勢力支持的
犯罪活動。
尼日利亞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查爾斯．奧

努納伊朱說，近來一些香港極端激進分子
肆意踐踏香港形象，他們破壞性的、暴力
的抗議活動極大衝擊到香港的根基，對香
港的未來構成了真正的危險。

失序持續礙國際投資者信心
肯尼亞聖保羅大學經濟學講師愛德華．

庫塞瓦說，近來不斷升級的香港暴力事件
已超出「和平抗議」的範疇，違法者應受
到法律的制裁。如果這種失序的狀態持
續，無疑會影響國際投資者的信心，香港
作為亞洲乃至世界金融中心的未來也會蒙
上陰影，這對全體香港市民都是巨大的損

失。
阿富汗《建設》周刊總編輯汗．穆罕默
德．達奈什朱說，抗議者的暴力行為得到
了外國勢力的支持，這種干預行為已經違
反了國際法。霸權國家是香港抗議活動的
幕後黑手，目的是破壞對這個金融中心的
投資，並破壞中國的穩定。他對中國政府
表現出的克制表示讚賞。
法國女作家、中國問題專家索尼婭．布

雷斯萊認為，通過干涉別國內政對其施加
影響是「顏色革命」慣用的伎倆。部分香
港青年已成為西方勢力干涉中國內政、向
中國施加影響的工具，被用來在中國製造
不穩定因素。
波黑政治評論家法魯克．博里奇說，香

港是東方一顆閃耀的明珠，暴力行為讓這
顆明珠蒙塵，如果它就此黯淡下去，將是
一個令人痛心的結果。希望香港各方，尤
其是青年人珍惜香港。他們應該認識到，
以建設性的心態參與香港事務，才能為香
港謀得更好的未來。

外國專家學者撐嚴懲施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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