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煽暴抹黑挑撥 挑戰世人智商
外交部批美政客公然干涉中國內政 引林肯名言反擊麥康奈爾

教聯會：罷課變相置學生於險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多個大學學生會
及所謂中學生組織相繼煽動在開學日罷課，有關人
等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不斷以所謂「罷課不罷
學」的口號包裝行動，宣稱會透過舉辦「公民講
堂」提供學生「知識」，即被主持人質疑是文宣多
於學習。有聽眾強烈譴責有關的罷課主張，擔心子
女在開學後會受朋輩影響，成為暴徒。教聯會主席
黃錦良指出，罷課變相提供機會給學生走上街頭，
參與有危險性的遊行示威，更有可能因此受傷或被
捕，故他絕不贊成。

主持諷「講堂」似文宣多於學習
城市大學學生會署理外務副會長邵嵐及

「香港眾志」副主席

鄭家朗昨日接受港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時，落力
地向大眾鼓吹開學日所謂的「罷課不罷學」。鄭家朗
更為罷課套上一個又一個「光環」，一時謂這是要
「展現犧牲精神」，一時又謂這是「積極面對社會
『不公義』」的表現，不斷美化罷課行為。
邵嵐則一再聲言，是次行動重點在於「不罷

學」，並宣稱會定期舉辦所謂「公民講堂」，鼓勵
學生追求「知識」，探討修例事宜及社會狀況。不
過，節目主持人聽罷其說話後即提出質疑：「按道
理同學來自不同學科，學嘅嘢各有不同，而且集
會、講堂亦聚焦於『社會運動』或修例相關事宜，
可能似文宣多於學習？」
邵嵐辯稱，這些「講堂」可讓學生「學到日常未

必學到的知識」。主持人隨即質問：「但學到的不
是學科知識，理論上如果緊張學業，還是

會有所影響？」卲才老實承認確有影響，但仍辯稱
會向學校爭取補課安排，試圖將影響學業的責任推
卸予校方。

聽眾反對罷課 憂子女做暴徒
聽眾楊太致電節目表明反對罷課，「如果開學再

搞到小朋友，我真係強烈譴責，搞到小朋友好唔應
該！」她質疑「罷課不罷學」所爭取的所謂「五大
訴求」，不應牽連學生，「假如是無限期罷（課）
就更慘，成績肯定會墮後。」
楊太並提到，目前自己的一對孩子尚算聽話，但

他們一些同學已經「唔聽話去做（暴徒）」，擔心
開學後孩子會受「罷課不罷學」影響，思想動搖，
說到這時一度咽哽。
節目其後訪問黃錦良。他強調，教聯

會一直反對罷課，「過去一段時間社會持續不安，
接連有遊行示威，不時有衝擊，更有一些大學生和
中學生走到最前，有人因此受傷、被捕，甚至面對
刑責。作為父母和教育工作者，見到肯定心痛。」
他續說，最近接獲很多家長、老師和校長意見，

一致希望學校在開學後發揮作用，讓學生可以在理
性及穩定的環境下進行學習。「事實上，我們最擔
心罷課會讓學生有機會走上街頭，參與有危險性的
遊行示威，被有政治目的的人士利用。」
黃錦良擔心，有個別團體主張所謂「每周一

罷」，會嚴重影響課程開展，希望同學三思。至於
一眾師長，他則強調目前學生極需要老師輔導和支
援，故呼籲教師保持專業，堅守崗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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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康奈爾在該篇題為《與香港同
行》的文章中聲稱，香港所發生

的「危機」，讓世界「一次又一次看到
專制統治者試圖壓制人民對自由、自我
表達及自治的天生渴望」，又聲言港人
近期的連串示威，是「希望他們的自由
得到保護，『領土』的自治得到尊重，
以及為被保安部門拘留、殘暴對待或謀
殺的人伸張正義。」
他更聲稱，發生在香港的「動盪」，
是「『北京』系統性『壓迫國內人民以
及在國際上尋求霸權』的結果」，「每
一個民主國家都必須作出選擇：要麼加

入『自由公平的國際體系』，要麼追隨
『壓迫、監視人民』的中國並『成為其
附庸』。」
麥康奈爾此前亦在社交網站帖文，聲稱

「在『北京』試圖侵害香港人的自由和自
治」時，港人「正勇敢地站出來面對『北
京』」，而「世界正觀望事態發展」，並
稱完全不能接受任何「武力鎮壓」。

耿爽：做法令人無法接受
耿爽昨日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回應記者提問時指出，美國有關政客對
近期香港發生的暴力犯罪事件非但沒有

半點譴責，對自己國家插手香港事務的
錯誤行徑非但沒有半點反思，反而批評
指責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抹黑詆毀中國的社會制度和內外
政策。這種公然煽動暴力對抗、堂而皇
之干涉他國內政、蓄意挑撥中國與他國
關係的做法令人無法接受。
他強調美國已故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名言「你可能在某個時刻欺
騙所有人，也可能在所有時刻欺騙某些

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時刻欺騙所有
人」。「我把林肯總統這句話送給美國
某些人，希望他們能夠聽一聽這個忠
告，不要再信口雌黃地抹黑，居心叵測
地挑撥，煞有介事地恫嚇。這樣做下
去，違背的是中國人民的意志，挑戰的
是世界人民的智商。」
耿爽再次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美方不得插
手，不得干預，不得胡作非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

（Mitch McConnell）早前在《華爾街日報》撰文，聲稱近日香港

發生的連串暴力事件是「港人希望他們的自由得到保護，『領土』

的自治得到尊重」，更稱其他國家遲早「不得不」與香港的「示威

者」共同「對抗北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會

回應記者提問時批評，美國有關政客公然煽動暴力對抗、堂而皇之

干涉他國內政、蓄意挑撥中國與他國關係的做法令人無法接受，並

引用美國總統林肯的說話，希望美國某些人不要再信口雌黃地抹

黑，居心叵測地挑撥，煞有介事地恫嚇。「這樣做下去，違背的是

中國人民的意志，挑戰的是世界人民的智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承諾搭建溝通平台，並會於今日舉行籌
備會議。原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向
傳媒表示，非常贊成構建對話平台，認為這是
讓市民向特區政府表達意見、尋求共識的方
法，但建議不宜找太政治化的人物去組建平
台。
梁愛詩昨日針對有人提出成立「獨立調查委
員會」時表示，「獨立調查委員會」的範圍、

組成及如何保障證人等方面都要取得共識，若
社會無共識，或一定要政府「投降」，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亦未必能解決問題。

未聞中央設「死線」解問題
不過，既然社會對查明真相有強烈意見，
她相信對話平台是個好機會讓市民作表達。
她說，現時社會的議題分散，需要整合，而
建立平台是第一步，相信特區政府會盡快

做。
被問及有人指稱中央政府已就解決香港近

期的問題設下「死線」，梁愛詩直言自己從
未聽聞。就近日有內地武警在深圳演練，她表
示聽到有說法指演練是因為國慶臨近，亦有可
能是中央為協助特區政府平息動亂而作好準
備。
就中央什麼情況下會協助香港平亂，梁愛詩
重申，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的規定，香港要出
現危及到國家統一和安全的情況，全國人大常
委會才會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但目前暫未
見到這情況。

梁愛詩：對話平台人選勿太政治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影片發放平台
YouTube前日關閉210個與香港「示威活動」
有關的頻道，YouTube 持有人Google（谷
歌）聲稱，該批頻道上載有關反修例示威的影
片中，顯示出「一種經過配合的干預行動跡
象」，「企圖操縱輿論」。對此，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耿爽昨日強調，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
14億中國人共同的意志，是不可能組織、操
控，當然也不可能被封殺。
繼美國兩大社交媒體Twitter（推特）及
facebook（臉書）以「假新聞」為由，「莫須
有」地關閉或封鎖超過20萬反對暴力衝擊的
賬戶以「滅聲」後，YouTube亦以有人「企圖
操縱輿論」為由，關閉了210個與香港示威活
動有關的頻道。
在中國外交部昨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耿爽回

應相關提問時表示並不掌握具體情況，但他同
時強調，「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
民，對香港局勢最大的訴求就是止暴制亂、恢
復秩序，最大期待就是恢復繁榮穩定。這是14
億中國人共同的意志，是不可能組織、操控
的，當然也不可能被封殺。」

YouTube刪頻道滅聲
止暴意志不會被封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近期一次又一次
的暴力示威中，全港很多地方都慘遭破壞，有已移
居外國或在當地留學的港人亦擔當了「積極角
色」，但活動中屢屢發生不文明行為，在與內地華
僑爭執外，更在多處公共場所塗鴉亂畫，近日更蔓
延至文物古蹟。有網民上載了一張澳洲墨爾本的照
片，顯示當地名勝大洋路（The Great Ocean
Road）的入口石柱和地圖展示板上都被噴上黑
漆，寫有「香港人加油」字樣，破壞景觀，破壞文
物。
大洋路位於墨爾本西部，是澳洲最著名的自然景
觀之一，亦是許多旅客的必遊勝地。它始建於
1919年，在1932年竣工，澳洲政府藉此紀念第一
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人，故公路上的建築物屬於上
世紀初古蹟，受政府保護。海外港人對古蹟的破壞
行為受到當地居民的譴責。
上載照片的網民痛批：「曱甴醜出海外！澳洲墨

爾本The Great Ocean Road建築物是古蹟，慘被
曱甴破壞！ 」有不少網民跟帖，紛紛批判這種破
壞公物的行為。「李子明」就留言道：「香港人之
恥！ 」「Fiona Leung」留言：「有破壞冇建
設 」。另有網民「李曉」指：「這下那些廢青講
別人沒素質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懟回去
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 ）香港連串暴力事件已嚴
重損害香港經濟。美國勞工部
前副部長級財務總長、目前擔
任康道國際諮詢公司總裁的莫
天成（Samuel Mok），在華
盛頓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指
出，香港有關人等的所為，正
在動搖社會的根基，如果繼續
混亂下去，香港將逐漸被邊緣
化，屆時真正受苦的是香港
人。
莫天成在香港長大，數十年

來一直關注香港的發展變化，
對香港有着難以割捨的感情。
對香港當前出現的混亂局面，
他感到「不解」和「傷心」。
他表示，尊重市民在法律許

可範圍內遊行的權利，但是當
遊行演變成毀壞公共財物、攻
擊執法人員等暴力行為時就已
經構成犯罪，是在動搖社會的
根基。參與暴力行為的人應該
被繩之以法、接受審判和懲
罰，「他們必須為自己所作所

為付出代價。」
莫天成並高度讚賞香港警方

在處理事件時非常專業、很有
耐心，「他們冒着生命危險，
試圖在城市恢復法治和秩序，
保護其他市民的安全，應該得
到尊重。」
被問及該事件對香港的經濟

影響時，莫天成表示，如果香
港的混亂持續下去，將嚴重影
響香港經濟，包括旅遊業、金
融業等眾多行業。
他強調，通過毆鬥、扔水瓶

的方式不會解決任何問題，更
會傷害香港經濟。如果這種局
勢持續，香港會逐漸被邊緣
化、失去其金融中心的地位，
真正受苦的是香港人。
莫天成形容，香港特區政府

已經「盡其所能」，並希望香
港特區政府可以通過法律手段
和有效溝通盡快結束當前混亂
局面、恢復秩序，恢復那個有
着熱鬧夜市和可以在凌晨兩點
鐘吃到夜宵的溫暖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
《蘋果日報》日前在即時新聞引
述英國《每日郵報》報道稱，全
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近日去信
「警告」多個英國國會議員，要
求他們停止發表「不尊重」香港
的言論，否則將「面對後果」。
梁振英此前公開澄清有關信件並
非由他發出，並向《每日郵報》

索取有關信件的副本。
他昨日在fb發帖上載該封據稱

是他寫的信，並發文指封信既沒
有簽名、沒有日期、也不是用其
專用信箋打印。「英國《每日郵
報》 在刊登文章之前，香港《蘋
果日報》引述該文章之前，都沒
有向我求證。我保留法律追究權
利。」

塗污澳洲古蹟 網民批「港人之恥」 「警告信」無簽名照屈
梁振英：保留追究權

美
前
高
官
：
混
亂
持
續
港
將
邊
緣
化

■耿爽引用
美國總統林
肯的說話，
希望美國某
些人不要再
信口雌黃地
抹黑，居心
叵 測 地 挑
撥，煞有介
事地恫嚇干
涉 香 港 事
務。

中央社

▲◀大洋路入口石
柱被噴上黑漆，寫
有「香港人加油」
字樣，破壞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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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路地圖展示
板亦遭受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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