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鋒：認清港局勢 撐止暴制亂
見4國新任駐港總領事 盼挺「一國兩制」港府依法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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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黑衣魔在打着
「民主」、「自由」的旗
號，肆意破壞香港。塞爾
維亞首任總統鮑里斯．塔
迪奇日前在接受傳媒訪問
時表示，所有為民主和自
由而戰的示威，都應該是
冷靜克制的，示威者不應
以「自由民主」為名，行
暴力之實。
鮑里斯．塔迪奇表示，

他人生中有幾十年都是一
名示威者，但他從來沒有
對警察和其他人使用暴
力，所以當他看到香港一
名70歲老人被黑衣魔用磚
頭襲擊致死時，感到非常
震驚。
針對何君堯被人用刀刺

傷一事，他說：「為什麼
要把刀刺向一個無辜的人
的心臟，讓他面臨生命威
脅？」這是一種非常惡意
的攻擊，每一個人都會對
此感到擔心。
鮑里斯．塔迪奇強調，

香港黑衣魔的行為絕對不
是為「自由民主」而戰，
這也是他呼籲國際領導人
在把香港示威定性為自由
民主時要非常審慎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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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鋒在本月19日，接受哈薩克斯坦新任駐港總領事耶
里舍夫、希臘新任駐港總領事卡圖拉斯、菲律賓新任

駐港總領事德哈達以及印尼新任駐港總領事李吉到任拜
會，並向他們頒發《領事證書》。

宣介習主席講話四中精神
謝鋒歡迎4位總領事到港履新，重點宣介習近平主席在

巴西就香港局勢發表的重要講話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
神。他詳細介紹當前香港激進暴力犯罪事實和事態本質，
揭露香港反中亂港分子與外部勢力相互勾結的險惡用心，
強調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重申
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帶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堅
定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堅定支持香港司法機構依法嚴
懲暴力犯罪分子。重申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
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
移。

總領事們信港可克服困難
他希望各位總領事看清當前香港局勢，以實際行動支

持「一國兩制」實踐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止暴制亂，
做香港繁榮穩定的見證者、貢獻者和獲益者。
謝鋒還介紹了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光明前景，歡迎各國抓住機遇，積極促進本國與
香港在經貿等領域務實合作，為雙邊關係發展作出積極
貢獻。

總領事們感謝謝鋒全面深入的介紹，表示將繼續支持
「一國兩制」，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相信香港有能力克服當前困難。他們高度評價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當前雙邊關係良好勢
頭，表示願在任內進一步推動本國與香港的各領域務實合
作，深化同中國的友好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中國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謝鋒日前接受4國新任駐港總領事到任

拜會。他向4位總領事介紹當前香港激進暴力犯

罪事實和事態本質，揭露香港反中亂港分子與外

部勢力相互勾結的險惡用心，並強調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希望各位總

領事看清當前香港局勢，以實際行動支持「一國

兩制」實踐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止暴制亂，做

香港繁榮穩定的見證者、貢獻者和獲益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美東各界華僑華
人致特朗普總統公開信新聞發佈會22日在紐約華
埠舉行，多位僑界領袖在會上對所謂《香港人權
與民主法案》表示反對。
此次活動由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和美國福
建公所共同發起。公開信稱，法案對香港的人權
狀況毫無益處，反而將嚴重破壞香港的民主與法
治。該法案還會給中美關係帶來負面影響，嚴重
損害兩國利益，影響世界穩定與發展。公開信
說，法案無益於美國國家及人民利益，請美國總
統特朗普慎重考慮並拒絕批准法案。

庇暴力煽仇恨荒謬
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秘書長袁漢造說，近
幾個月香港發生了以民主為名、行暴力之實的破
壞事件，給香港帶來巨大傷害。「我來自香港，
在香港長大、接受教育，對香港有一份深厚感
情，我愛香港。」他說，看到現在的亂象感到特
別痛心。
袁漢造批評，法案將部分人煽動仇恨、鼓吹暴
力的行為粉飾成「自由集會、和平抗議」，非常
荒謬。希望香港警方及社會各界能堅守法治、嚴

懲暴力，讓香港盡快恢復公平和諧、繁榮穩定。

美政客與暴徒同行
紐約和統會名譽會長、知名僑領花俊雄說，法
案聲稱和香港人站在一起，「那麼我們就要問，
是和那些暴徒站在一起，還是和香港普通老百姓
站在一起？」他直言當前香港的亂象來自於暴
徒，美國不顧是非黑白，通過法案干涉中國內政
很不妥當。
花俊雄告訴中新社記者，目前公開信已徵集到
紐約州、賓州、麻省等地近60個華人社團的簽
名。「我們的目標是在下周二（26日）徵集到
100個（社團的）簽名，然後在周三將公開信寄給
特朗普的辦公室。」他說。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廣電總台旗下
「大灣區之聲」發表評論《美國政客何
以赤膊上陣挺亂港？》，指某些美國政
客迫不及待地跳到前台拋出《2019年香
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最直接的原因就
是要插手香港11月24日的地區議員選
舉。美國某些政客就是要把自己的乾兒
子、乾女兒們推上香港的政治舞台，成
為聽令於他們的鷹犬。
評論表示，某些美國政客急火攻心赤
膊上陣，就是唯恐香港平靜下來。在他
們眼裡，香港越亂越好、毀滅得越徹底
越好。如果香港長期亂得不堪收拾，香
港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自然就煙消雲
散，核心金融人才和其他高端人才自然
也就出走香港，從而衝擊中國的金融市
場，打擊中國的經濟發展。

顛覆香港、牽制中國，正是某些美國
政客的一個更大棋局。他們想借暴亂活
動在香港掀起一場「顏色革命」，破壞
「一國兩制」，破壞中華民族的統一大
業，進而持續消耗中國，遏制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
評論指，那些美國政客的這個「法
案」已經準備了很長時間，一直懸而不
發。如今他們急不可耐拋出來，顯然已
是焦慮不安了。不過，既然拋出來了，
世人不妨奇文共賞，把這件奇葩當做談
資吧。
評論說，廢紙再怎麼玄乎也還是廢
紙！中國政府早就明明白白地告訴某些
美國政客，企圖靠「極限施壓手段」，
不會讓中國屈服，靠一紙自說自話的空
文，更不會讓中國買賬。

灣區之聲：
美政客推法案圖捧鷹犬勝選

香港文匯報訊 「這邊是警
方，那邊是示威者，中間就是
媒體。在其他國家的警民衝突
時，媒體是不敢站在這個位置
上的，因為那是最危險的地
方，如果香港警方不克制的
話，我相信香港媒體也不敢站
在那個位置上。」來自澳大利
亞的資深主持人、記者麥子
（Alex Mccutcheon）近日在接
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如是說。
麥子自6月以來奔跑在香港
街頭，活躍於新聞事件中。被
問及採訪中印象最深刻的畫
面，他說，是發生在香港國際
機場的一幕。
事件的主角是一個對示威者

表達不同看法的男子，其被一
群人一哄而上圍攻。那一刻令
他警醒，群體暴力的可怕之處
在於，因為群體容易失控，當
他們憤怒地要攻擊一個人，這
個人隨時可能失去生命。
身為前線記者，麥子見證了

這場風波中傳媒界別各種光怪
陸離的景象。他認為，香港的
新聞環境具有極高的自由度，
給予不同立場的媒體發聲的空
間，但大尺度的自由也帶給整
個傳媒環境相應的責任。
他觀察到，部分媒體並沒有

將全面、客觀報道的責任時刻
放在心中：有部分媒體充當起
示威者的「保護層」，大部分
時間將鏡頭對準警方的執法行
動，卻對示威者的暴力行為視
而不見。

警開槍被放大報道
他提到此前媒體熱炒的「荃

灣警方開槍事件」，眾多頭條
都在強調警方鳴了第一槍，而
非警方為何會這樣做──在被
眾多示威者包圍、追打時，警

察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而開
槍。
麥子說，如果放在美國，警

察開槍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若
非有人被擊斃否則基本不會有
新聞報道，但到了香港，警察
一開槍就變成是所有媒體都要
爭相轉載的事情。「事實上，
搶警察的槍，這才是一件非常
可怕的事情，這說明可能會導
致更加失控的場面，警察開槍
控制現場其實是非常正常的行
為。」

批有媒體行為偏頗自私
麥子認為，選擇性報道暴露

出部分媒體在判斷新聞價值時
存在嚴重偏見，一些媒體的行
為更是偏頗、自私。在警方舉
行的記者會上，他曾兩次目睹
有記者帶着頭盔抗議、手持激
光筆進行示威活動，將傳媒向
警方獲取信息的平台變成表達
自身政見的舞台，最終令記者
會無法照常舉行。
這種偏見廣泛存在於眾多國

際傳媒的報道中，但近來麥子
觀察到，事情或有了些微改
變。香港女藝人馬蹄露因拍攝
街頭暴力行為，被激進示威者
「私了」（私刑毒打），澳大
利亞7號電視台的一名記者將
她帶離人群送去醫院，並在事
後如實地報道了事件。
麥子坦言，佩服7號電視台
的勇氣，因為無論是涉事的記
者，還是支持他作出真實描述
和全面報道的電視台高層，要
跟其他傳媒說出不一樣的話，
面對的輿論壓力非常大。
他說，報道播出後，在當地
引起過一波討論，大家發現原
來此前對香港事件的報道是如
此單薄。

香港文匯報訊 現任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
所」（Brookings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美國
在台協會（AIT）前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
近日表示，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實際
效果，比香港示威者想像來得小，但法案的通過
可能會令部分此前因畏懼後果而尚未從事「冒險
行為」者，以為美國會「支持香港到底」，因而
冒了原先不會冒的險，「我們或國會有責任，不
去鼓勵人們把自己置於危險情況中。」

指特朗普不在乎港民主人權
卜睿哲前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在香港的
修例風波中，較激進的示威者採用不同戰術，以
「流水式」打游擊戰，在城市四處流動。部分示
威者的暴力程度大幅升級，示威者多次挑釁警
方，以至於形成了攻擊和反擊的「惡性循環」。

他直言，香港的「示威者」誤判了外部勢力的
意圖：雖然部分美國政治人物在不了解香港運動
暴力一面的情況下對運動表示了高度支持，但握
有最終決定權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事實上不在乎民
主、人權和法治，只是希望在與中方的交易中採
取選擇性綏靖的手法。

法案讓人誤解港美經濟關係意義
卜睿哲表示，就香港「示威群眾」來說，某些

人可能因為畏懼後果，到目前為止尚未從事冒險
行為或將自己置於危險中。《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的通過可能會令這些人以為，美國會支持香
港到底，因而冒了原先不會冒的險。
他坦言，若「示威者」這樣想，是對法案或特

朗普對中國的態度有所誤解，「我們或國會有責
任，不去鼓勵人們把自己置於危險情況中。」

卜睿哲又指，人們容易誤解法案對於香港與美
國經濟關係的意義，現在說法案會使得香港失去
金融中心地位還為時過早。事實上，法案實施起
來有迴旋餘地，例如所謂「打壓示威者」的部
分，需要確鑿證據與信息，這就是可以利用的空
間。
被問及特朗普簽署法案的可能性，卜睿哲表示

他無法預測，但特朗普確實處境困難，因為他若
選擇不簽，國會還是可能推翻他的否決，因此特
朗普可能選擇「用自己方式來執行法案」。
至於法案對中美貿易談判影響，卜睿哲認為，
法案可能影響中國政府對美國潛在態度的解讀：
「假設特朗普簽署法案並大力執行，『北京』可
能會想說，美國對我們有敵意，我們幹嘛要簽
（貿易）第一階段協議，讓特朗普在政治上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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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

外國記者質疑：
有港媒當暴徒「保護層」

美專家指法案誤導 令港「示威者」更激

美東華僑批法案毀港民主法治

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分
別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只差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簽字，法案就會生
效。團體「愛港之聲」近20人昨日遊行至美國駐港總
領事館，抗議美國干預中國內政，並對所謂《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的立論基礎不符事實感到不滿，並希
望美方不要對暴徒猶如恐怖襲擊的暴行視而不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抗 議 干 港

■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日前接受4國新任駐港總領事到任拜會。 駐港特派員公署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