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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超瓊：把香港情況如實帶進聯合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日內瓦當地時間 10 日，香港各界
婦女聯合協進會主席何超瓊和顧問伍淑清將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四
十二次會議上發言，介紹香港的有關情況。她們在會前接受媒體聯合
採訪時表示，此行目的是為了表達香港大眾對於目前香港實際情況的
想法，在聯合國的平台上「把香港的情況如實講出來」。
對於香港當前局勢，何超瓊表示，香港社會存在的各種情緒和訴
求，如果用和平的方式，在香港的法律框架下是絕對有足夠機會表達
的，但是示威中的暴力傾向不斷升溫，「差不多把香港良好的國際形
象都破壞了。」

伍淑清：暴衝重挫民生經濟
伍淑清說，發生在香港街頭的破壞地鐵、圍堵機場等暴力行為，不
但影響香港的全球形象，而且對香港的經濟和民生也帶來很大衝擊。
何超瓊表示，目前香港的不安情緒已經蔓延到各階層，而
且受到最大影響和威脅的是平民百姓和小
商戶。她

說：「我現在最想問一個問題：你有表達你想法的自由，那麼你是否
也需要考慮所有其他人的自由，讓其他人能夠有機會平和地生活？」
她說：「香港的事歸根結底是我們自己國家的事，各界要齊心協力
找到一個解決方法，而不是讓香港淪為一個政治工具。」
對於香港警方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現，何超瓊表示，在過去兩個多月
裡，香港警方幾乎不眠不休，很多時候要面臨圍攻，這種情況在香港
從未出現過，導致很多市民不敢出門。
對於中國在過去幾十年裡的巨大發展變化，何超瓊說，作為擁有十幾
億人口的國家，這些成績的取得很不容易，希望更多香港年輕人有機會
了解內地的實際情況，感受祖國的發展，增強對國家的認知，而不是單
純從書本和網絡上接受一些並不全面甚至並不符合實際的信息。
作為曾無數次到訪內地的香港商界名人，伍淑清表示，在她看來，
現在是到內地投資最好的時候，因為「我們國家到處都在快速發展，
各種條件都在改善」，未來一定不可限量。
對於「此時此刻勇敢站出來發聲，是否會面臨一些非議和壓力」的
問題，何超瓊表示，作為香港婦女團體的主席、商界人士和社會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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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香港的未來也有自己一份責任，因此能盡多大力就要盡多大
力。伍淑清也表示，「願為香港能夠擁有一個和平、
包容的社會而發聲。」

訪警嫂問的哥 邀旅客老闆校長講出真相

外籍網紅拍片揭暴衝禍港殃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香港暴力示威活動不斷，國際上不少人都十分關注香港的
25 歲的以色列籍「網紅」高佑思，在社交網站上載一系列影片，邀請警嫂、的士司機、旅
客、餐廳老闆、中學校長等普通香港市民講述自己因暴力事件而受到影響的真實近況，每一
條點讚量更高達數千次。在影片下有大批網民點讚：「感謝您給世界帶來真相！」
Galor）於 1994 年出生於以色列，
高佑思（Raz
畢業於北京大學。2016 年 12 月，他和北大同

學方曄頓創立了「歪果仁研究協會」YChina 視頻自
媒體組織，其中「歪果仁」是普通話中「外國人」
的諧音。研究協會在拍攝視頻前會經過討論確認一
個主題，這些主題和中國文化有關，也常涉及到中
國的流行文化和中國各地的文化。該媒體的活躍平
台為 Bilibili、抖音短視頻、新浪微博、YouTube、
facebook 等。

警嫂：為丈夫感自豪
在「歪研會」的最新短片中，高佑思訪問了香港
的一位警嫂。該警嫂表示，作為警察家屬的她，近
幾月生活發生巨大變化，除了要避免與政見不一的
人交流，更透露已有逾千名警察的個人資訊在網上
被洩露，她有機動部隊的朋友電話號碼被洩露 ，
「那些壞人每天早上都會打電話騷擾他。」所以她
要非常小心人身安全。
儘管受到不公平對待，但這位警嫂仍然對丈夫的工
作感到自豪，並希望大家了解香港警察的堅強，了解
他們有很強烈的意願去保護這個城市，而身為警察的
妻子，她還有一個小小的願望，就是「希望先生可以
平安回來」。
高佑思還訪問了一位中學校長。該名校長認為，

網絡環境、社會環境給老師和學生帶來了越來越多
壓力和焦慮，他非常擔心學生會出現情緒上的問
題，所幸該校大部分學生都按時上學，「學校將着
重把學生的注意力轉移回校園生活。」
高佑思說，一連串示威活動已經影響到香港教育系
統，社會消極令學生對學習失去興趣，「別讓暴力騷
亂、誤導性信息影響到自己的生活，更不能讓教育系
統被毀掉。」

■高佑思斥責暴徒破壞港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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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哥：收入減少四成
高佑思採訪的的士司機則表示，他們最近大概減少
了四成收入。他說，即使乘客多付錢，司機幾乎都不
會願意接去港島的單，因為太危險了，「他們都戴着
面罩和護目鏡，穿着黑衫在香港到處破壞，可能會破
壞的士或者逼你停在那裡幾個小時，你什麼都做不
了。」

老闆：餐廳生意慘淡
高佑思還拍攝了早上 9 點本應最忙碌時間的機場，
發現機場十分空蕩蕩，還遇見被迫改簽的丹麥旅客；
他到平時人群熙熙攘攘的女人街，同樣人流十分稀
少。有粵菜店老闆原本預計暑假的生意應該會很好，
卻不料迎來了示威，令他的收入下降了超過一半。而
亦有人因為餐廳生意慘淡而失去工作。

斥蔑視止暴制亂主流民意

■引述的士司機擔憂暴徒毀壞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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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佑思介紹香港近況的影片在 YouTube 平台發佈
後，大量外國和香港網友也留言表示支持，每一條
點讚量更高達數千次：「感謝您給世界帶來真
相！」「感謝，這些才是我期待的中立的內容。我
已經厭倦了黃屍港獨的種種謊言」及「哪有什麼歲
月靜好，是因為有人替你負重前行。阿 Sir，我撐
你！」等。

「大專學界」晤英政客乞援 各界痛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由香
港學生會成員組成的香港大專學界國際
事務代表團（HKIAD）一直自認「大
專學界」代表，不斷跪求外國干預、抹
黑香港、製造矛盾。繼日前出走澳洲
後，HKIAD 又赴英國與英國國會議員
會面，「要求」英國承認中國「違反
《中英聯合聲明》」，並給予英國國民
（海外）提供更多權益及保障云云。香
港政界人士奉勸這班「同學仔」不要將
希望寄託在曾經的殖民者身上，亦不要
自作多情，否則只能淪為英國人的政治
「棄子」。
「 代 表 團 」 昨 日 出 席 「Hong Kong
Watch」 於 英 國 倫 敦 國 會 內 舉 辦 的
「UK Parliament- Hong Kong Watch
Seminar」研討會，「建議」英國國會
立法通過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Magnitsky Act）「制裁」損害香港自
治的官員，並為英國國民（海外）提供
更多權益及保障云云。
英國保守黨議員 Steve Double 在會上
則聲稱，將「呼籲」英國政府考慮「延

長」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持有者的
「權利」。保守黨人權委員會主席、下
院議員 Fiona Bruce 宣稱，已有 30 餘人
簽署了一項議會動議，「支持」英聯邦
國家賦予香港公民身份。

陳勇：休指望湧英美
「避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表示，英聯邦亦包括非常落後的國家及地
區，如果香港人放着「一等公民」不做，
而去做英聯邦「二等公民」，是其自身選
擇，但要清楚無論怎樣選擇，都無法改變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直言，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不
會大批接受其他國家的「難民」，香港
的公民要求的「英國公民身份」只會是
「與虎謀皮」，英國政客只是想用送上
門來的香港人達到其政治目的。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俊勇說，香港特
區護照比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享有更
多的權益和保障，如果自己不想做中國
人，而英國政府又願意接收他們，香港
即少了一班「麻煩友」，自己亦十分歡

迎。
他續說，中國自始至終履行了《中央
聯合聲明》的承諾，反而英國在回歸前
用各種「公函」企圖違背《中英聯合聲
明》的內容，希望英國政府不會因為學
生不實際的「要求」而干預香港內部事
務。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篤爆道，暴
徒一面爭取香港的「民主自由」，一面
要求得到英國「國籍」，非常矛盾，他
建議「大專學界」學生多學習歷史，
《中英聯合聲明》主要用來處理回歸事
務，已經完成歷史使命，希望英國政府
尊重中國內政，不要干涉香港內部事
務。

陸頌雄：恐淪英政客
「棄子」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直言，「同
學仔不要再自作多情，做國際小丑。」
香港學生和英國國會議員的正常交流必
定會得到支持，但是這些政治目的極強
的「探訪」，則需要披露資金來源。
他直言，英國傷害香港和中國利益的

英傳媒人籲港青：勿做西方遏華棋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部分
香港青年數月來參與一系列暴力事件，
令真正關愛青年人士痛心不已。有英國
資深媒體人日前向香港青年發信，指香
港是屬於中國人民的東方之珠，某些國
家對中國充滿怨恨和嫉妒，並一心想通
過在中國社會播下分歧的種子等敵對行
動來限制和破壞中國的進步，目的是瓦
解中國。他提醒香港青年提高警惕，提

防暴力分子可能對特區政府作出重大挑
釁，並呼籲青年保護香港特區不受殖民
主義影響，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英國知名政治類雙月刊《政要》雜誌
總編輯馬克斯．帕帕多普洛斯日前向香
港青年發信，他在向香港青年介紹香港
被英國佔領時期的黑暗歷史後表示，希
望香港青年們，了解祖先曾經遭受過的
英國人的野蠻和侮辱性的行為，讓先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美個別前高官日前聲稱香港
反修例遊行示威並非中國內部事
務，並以捍衛人權與自由的幌子
為激進分子撐腰打氣。對此，中
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
指出，美有關政客罔顧事實和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干涉中國
內政，我們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
堅決反對。
美國前國防部長馬蒂斯（Jim Mattis）周一表示，香港反修例示威並非
中國內部事務，認為美國應與香港
示威者站在一起，即使僅是「道德
上」的支持云云。

外交部公署批美政客助紂為虐

情況，惟有人別有用心地把不實的東西發佈到外國，混淆視聽。近日，曾在港生活過 5 年的

遭受的苦難，成為香港青年保衛祖國的
愛國主義和靈感的源泉。

西方從未失去殖民慾望
他指出，當今世界有一些國家對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成功充滿了怨恨和嫉妒，
並一心想通過在中國社會播下分歧的種
子等敵對行動來限制和破壞中國的進
步，他們的目的是瓦解中國，然後征服

對此，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發言人指出，香港是中國的一個
特別行政區。香港回歸以來，「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方針得到切實貫徹落實，香港居
民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都依法得
到了充分保障，這是任何不帶偏見
的人所公認的客觀事實。必須把以
和平遊行集會表達訴求的行動與暴
力犯罪和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
行徑區分開來，對於後者，必須依
法嚴厲打擊。美個別政客把暴力犯
罪美化成爭取人權和自由，是邏輯
錯亂、助紂為虐，反映出其對香港
歷史和現實的極度無知，對香港止
暴制亂、恢復秩序這一主流民意的
公然蔑視。
公署發言人強調，干涉別國內政
的行為嚴重違反國際法，損害各國
的共同利益，是世界動亂的根源。
干涉就是干涉，無論如何偽裝和巧
立名目，都無法改變這一事實。我
們決不允許任何外國勢力插手香港
事務和中國內政，決不會坐視中國
主權、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受到損
害。

■香港大專學界晤英議員乞援，引發社
會各界痛批。
fb截圖
歷史事件罄竹難書，奉勸「代表團」不
要將希望寄託於前殖民者的身上，要求
英國「更多保障」，其實是「送人頭」
給英國政客「抽水」，難免不被當「棄
子」。
實際上，HKIAD 自成立以來就不斷
「攪渾水」，曾與「連登」團隊「我要攬
炒」合力鼓吹罷課集會，又以繼續「罷
課」和「搞事」為籌碼，為特區政府設定
「913中秋死線」，企圖激化社會撕裂和
矛盾。「代表團」發言人張崑陽亦獲邀參
加本月 17 日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
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並發表演講。

她，「而那些敵對的國家就是美國等西
方國家。」
他認為，這些國家是世界上主要的殖
民大國，從來沒有失去對奴役其他國
家、掠奪他們的經濟和資源的胃口和慾
望。他促請香港青年提高警惕，提防暴
力分子可能對特區政府作出重大挑釁，
目的是令香港的情況更加危險，他呼籲
香港青年保護香港特區不受殖民主義的
影響，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並以
「香港屬於中國！」作為信的結尾，表
達他內心的呼喊。

劉曉明批英政客：
無視香港屬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中國駐英國大使
劉曉明日前接受央視連線專訪談到香港近期發生的
一系列違法暴力事件，他指出，英國政客發表這些
錯誤言論的癥結所在，是他們沒有把香港看作是中
國的一部分，對相關人士錯誤言論給予嚴厲駁斥，
「香港的事務不容外部干預。」
劉曉明表示，自己在香港事態發生以來，四次
上英國電視台接受直播專訪，兩次在使館舉行中
外記者會。他認為，英國政客發表這些錯誤言論
的癥結所在，就是他們一些人還沒有調整好心
態、擺正位置，沒有把香港看作是中國的一部
分。
他對於這些錯誤言論，給予嚴厲駁斥，並提醒
他們，香港的事務不容外部干預，一個穩定繁榮
的香港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英國的利
益。
劉曉明續指，因為英國在香港有 30 萬公民、
300 多個企業，所以香港搞亂了，最後是不符合
英國的利益。他認為，在這個問題上，英國政客
的這些言論畢竟還是少數，不代表英國的大多
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