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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假借「人權」干涉別國內政 籲美方先自省自身人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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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班泛暴派甘願做美國、台灣的馬前卒，搞
亂香港，日前組成什麼「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
表團」飛赴台灣，要求蔡英文當局通過所謂「難民
法」，卻遭蔡英文一句「現階段不需『難民法』」
懟回去。曾「買觀星筆」的浸大學生會會長方仲賢
不小心說了句真話，指民進黨涉嫌「用港人鮮血來
換台灣民眾的選票」，隨即被綠營支持者狠插，更
被泛暴派群起「割席」逼其道歉。一向口口聲聲爭

取「民主自由」的方仲賢，事隔一日馬上
跪低，向蔡英文當局認錯

「補鑊」。有

建制派老友話：「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方仲賢之
流煽動暴力，撈取政治本錢，本來就在吃『人血饅
頭』，鬧蔡英文吃『人血饅頭』，只是五十步笑一
百步。更可笑可悲的是，方仲賢連自己的言論自由
都保不住，豈不是認同蔡英文吃『人血饅頭』吃得
好、吃得妙？」
方仲賢之流赴台乞求做「難民」，本就荒謬至

極，結果做「難民」不成，兩面不是人。老友認
為：「方仲賢批評民進黨的話，暴露他根本不知
天高地厚。修例風波及其引發的暴力運動，本來
就是美國、台灣蔡英文在背後撐腰，蔡英文都是
幕後老闆之一。方仲賢吃被其唆擺學生的『人血
饅頭』，蔡英文又吃泛暴派的『人血饅頭』，大
魚吃小魚而已。老闆讓你辦事，你得到政治本錢
已經是報酬，你卻不識趣，赴台要求蔡老闆為你

包底？天下哪有這樣好事。蔡英文利用香港泛暴
派追求什麼『民主自由』，本來就是為自己助
選，泛暴派被人用完即棄，意料中事。方仲賢替
泛暴派出台，不被老闆修理才怪，只怪方仲賢太
天真、太傻。」
老友更指：「方仲賢的『人血饅頭』論一出，立

即遭到泛暴派在網上一致譴責，而且用語粗鄙暴
力。有人說方『破壞台港友好關係，你切腹都唔×
掂』，有人直接罵方『×街』，更有人迫不及待指
他是『臥底間諜』。面對同道『割席』和網路暴力
攻擊，方仲賢只能跪地認錯，說『自己錯判政治形
勢』。一向『不自由毋寧死』的方仲賢，竟然學會
『講政治』了？這班『自由派』真是露底了。」
老友補充說：「這個底，就是泛暴派背後利益

爭奪的殘忍。方仲賢雖然在『觀星筆』事件冒

起，但美台老闆讓你搞事，方仲賢本來就是『人
血饅頭』生物鏈中的一個低級『饅頭』，稍微
『政治不正確』，敢向老闆叫板，肯定會被圍
攻。這件事如同一巴也刮醒方仲賢之流的夢中
人。你們只是一隻可憐的爛頭卒，不要以為做了
小小事就也文也武，不把老闆放在眼裡。你想做
『難民』，人家
都不要你；你敢
罵老闆，馬上有
人收拾你。方仲
賢之流爭取的民
主自由，和奴才
有何區別？」

方仲賢和蔡英文一齊吃「人血饅頭」

港媒《明報》昨日刊出史墨客題為《美對港
人權承諾始終如一》的文章。史墨客在文

中稱，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基本自由
「日益承受威脅」，「在今年的國際人權日，美
國重申堅定支持香港珍視的自由、司法制度與生
活方式。……美國對於持續維護香港人權的承諾
一直毫不動搖。」

妄加評論違國際關係準則
他續稱，《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反映了

美國人民對北京侵蝕香港自治的情况日益關
注」，聲言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都應
「認真考慮香港人的政治憂慮」，「在國際人
權日，我們『認可』香港人─以及世界各地的
人民─對世界人權宣言所保障自由的熱切追
求」云云。

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昨日批評，
史墨客公然以「人權」為幌子對香港事務和中國
內政妄加評論、橫加干預，「嚴重違反國際法和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駐港公署發言人表示強烈不
滿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指出，美方應該先照照鏡子，對自身人

權問題反躬自省。長期以來，美方對國內人權狀
況日益惡化、貧富分化日趨嚴重視而不見，對槍
擊案、種族歧視和排外等事件頻發的客觀事實充
耳不聞，對自身為逃避國際監督而悍然退出聯合
國人權理事會的無賴行徑避而不談，「卻大言不
慚以『國際人權衛士』自居，不知廉恥，令人不
齒！」
發言人續說，事實證明，美方不是對人權承諾

始終如一，而是對人權問題的雙重標準始終如
一，是假借「人權」干涉別國內政始終如一。

發言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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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權有保障、民主在發展，這是任何不
帶偏見的人都無法否認的事實，「美方睜着眼睛
說瞎話、昧着良心搞破壞，打着『人權』的幌
子，炮製『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為反中亂港勢
力撐腰打氣，唯恐香港不亂，唯恐中國不亂。他
們的圖謀是癡心妄想，決不會得逞！」

促美駐港外交官停止干涉
發言人強調，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不容任何

外部勢力置喙，要求美駐港外交官恪守包括《維
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在內的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
本準則，恪守基本法和香港特區各項法律，恪守
促進美港經貿文化合作的本分，立即停止插手香
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的錯誤言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美國

又再就香港事務說三道四。美國駐港總領

事史墨客向港媒投稿，稱香港在「一國兩

制」下的自由「日益承受威脅」，而美國

的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反映了美

國人民對北京「侵蝕」香港自由的情況的

關注。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

昨日嚴正批駁其涉港謬論，對史墨客以

「人權」為幌子，妄加評論、橫加干預香

港事務和中國內政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並籲美方應該先照照鏡子，對自身人

權問題反躬自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多名香港政界人士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史墨客的說法失實，指美國
連自己國內的不人道問題都未處理好，就不要大耍雙重標
準，去干涉香港事務，並勸喻美國應尊重其他國家按照自
己國家的實際情況而推行的政治體制，以符合國民的最佳
利益。

何啟明：無視港民主進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形容，史墨客文中的說法，與

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出一轍。他說，史墨客聲稱港人在「一
國兩制」下所享有的基本自由「日益承受威脅」，但大家
都有目共睹的是，相對於在英國的殖民統治時代，回歸祖
國後的香港，無論由議席的民選程度，以至整個政府的透
明度都有非常大幅度的進步。
他直言，如果美方要無視這些進步，一直不顧實際情況
地聲稱「協助香港人去爭取民主」，他覺得這只不過是他
們的一個幌子，目的想要搞亂香港。
就美方提到新疆的問題，何啟明批評美方最喜歡雙重標
準，「他們（美國）自己做的事就是『反恐活動』，中國
做的事就是『違反人權』，完全是雙標。」
他指出，美國教授丹博上星期發表一份關於關塔那摩監
獄的報告，揭露美國在自己的州份監獄都有實施酷刑，美
國政府應該先處理好自己國內的問題和關塔那摩監獄中不
人道對待，不要一直插手干預香港事務。

顏汶羽籲美尊重他國體制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美國一方面高舉鼓吹自由的旗幟，四

處干預其他國家內政，但美國自己就不斷實行「美國優先」的保護
主義，包括強加關稅、築起圍牆等等，阻礙人流及物流的自由進
出。
他期望美國政府要一視同仁，在政治、經濟及民生上推動真正民

主自由，並勸喻美國應尊重其他國家按照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而推
行的政治體制，以符合國民的最佳利益。

港
政
界
促
美
勿
耍
雙
重
標
準

台灣蔡英文方面一直係
威係勢咁幫暴徒講嘢，點
知原來真係得個講字，到
暴徒想去台灣嘅時候，就
叫佢哋要「守法申請」，

正常人聽完都冷笑，所謂「香港大專
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嘅成員、浸會
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日前就喺face-
book要求台灣訂立「難民法」去接濟
香港暴徒，如果唔係「難免令人聯想
到民進黨有只想用香港人嘅鮮血黎
（嚟）換取台灣人嘅選票之嫌」。不
過，呢個年輕人似乎唔明到底係邊啲
人操控修例風波，言論一出即刻俾大
批「同路人」批鬥，噚日佢卒之跪低
出聲明，話自己冇咁嘅意思，為自己
影響「台灣大選」而鄭重致歉喎，明
晒。

指無「難民法」接濟港暴徒
方仲賢見蔡英文方面冷待所謂「義
士」，周日喺fb出文解釋點解台灣如
果唔立「難民法」，就冇明確機制同
渠道去接濟香港「受政治迫害嘅人
士」，令港人即使赴台都求助無門。
佢話，「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所
以台灣人「救援」香港人係「必要之
義務同戰略方針」，否則「難免令人
聯想到民進黨有只想用香港人嘅鮮血
黎（嚟）換取台灣人嘅選票之嫌」。

唔少台灣人見到呢番說話，反感稱
「台灣人欠你什麼」，鬧完蔡英文仲
得罪台灣人，唔少香港嘅「同路人」
都即刻轉向鬧方仲賢「戇×」，仲有
人質疑佢係「鬼」，喺度搞分化云
云。有人仲喺網上討論區「連登」寫
長文，話方仲賢之流係「政治暴發
戶」、「完全唔×識」點樣叫台灣幫
「手足」，仲批評佢哋幫人哋口鬧蔡
英文係「無道義」。

轉軚致歉兼幫蔡英文拉票
方仲賢好快都敵唔過網上炮轟，事

隔兩日就喺fb出文道歉，話自己唔認
為民進黨食「香港抗爭者」嘅「人血
饅頭」、唔覺得台灣理所當然要幫香
港、對有人就事件借題發揮並意圖影

響「台灣大選」鄭重致歉，最後再幫
蔡英文拉票，希望台灣人選出代表台
灣嘅人，「守好台灣」。
「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

之後亦出道歉聲明，感謝台灣一直以
嚟嘅幫助，仲話會「謹言慎行，三省
吾身」等等。
睇返過去半年，香港班暴徒鍾意犯

法就犯法、鍾意鬧政府就鬧政府、鍾
意襲警就襲警，都難怪佢哋覺得自己
大晒嘅。不過佢哋對上述惡行唔道
歉，鬧完台灣蔡英文就火速跪低，連
「義士」俾人「用完即棄」都可以在
所不計，收回所有言論再幫蔡英文拉
票，幕後 boss 點指揮，大家見到晒
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鬧民進黨被批鬥 方仲賢跪低乞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台灣的蔡英

文當局一再為暴徒亂港行為撐腰。《紐約時
報》報道稱，有逾200名暴徒循秘密管道潛逃
至台灣，但台灣當局卻稱須「依法處理」，並
不鼓勵經非合法途徑赴台。多名香港政界人士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台灣當局一方
面撐黑衣魔違法亂港，但當涉及到台灣社會安
定時，就擺出另一張嘴臉，完美演繹「用完即
棄」，難為誤信政棍的港人斷送大好前途及家
庭，淪落為暴徒和偷渡犯，並奉勸這些青年回
頭是岸，盡快讓社會重回正軌。

聞港暴徒潛逃台灣即變臉
根據《紐約時報》報道，逾200名黑衣魔已

循秘密管道潛逃至台灣，有當地組織替暴徒安
排住處、買下機票，有人更以1萬美元（約7.8
萬港元）乘坐漁船偷渡到台灣。面對黑衣魔
「攻台」，台灣陸委會稱，根據所謂《港澳條
例》等的規定，會以「人道原則」及「相關法
規」來處理相關個案，但台灣是「法治社
會」，絕對不鼓勵經由非合法途徑到台云云。
「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香港

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等曾先後要求蔡英文訂立
所謂的「難民法」，以庇護亂港暴徒，但遭蔡
英文冷待。「代表團」成員、浸大學生會會長
方仲賢日前一度質疑民進黨只想用香港人鮮血
在台灣換取選票，惟在被「同路人」圍攻下，
火速跪低道歉，改口稱「不認為」民進黨食
「人血饅頭」（見另稿）云云。
全國政協委員、新社聯會長梁志祥指出，蔡

英文當局不斷在修例風波期間大抽政治水，大

玩政治把戲，更不時出口術稱支持港人「爭取
自由、民主及人權」，令暴徒存有不切實際的
幻想。但當有暴徒真的潛逃到台灣時，蔡英文
當局就立即變臉。

梁志祥：勿誤信外力吹捧
他指出，事件證明違法者跑到任何地方都不
受歡迎，台灣將所謂的「香港義士」用完即
棄，可嘆的是有香港年輕人誤信外部勢力打嘴
炮的吹捧，斷送了自己的大好前途，「有書唔
讀，有工唔做，有安穩的社會不好好珍惜，淪
為暴徒、偷渡犯。」

葛珮帆：煽違法為己助選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認為，暴徒在香港

違法作惡時，蔡英文當局就明裡暗裡支持他們
「違法達義」，利用他們打擊「一國兩制」，
為自己助選，但當暴徒偷渡赴台時，蔡英文當
局就稱絕不接受其非法來台，明顯是用完即
棄。她呼籲香港年輕人勿再相信外部勢力的吹
捧繼續以身試法，最終斷送自己的前途。

顏汶羽：做法證雙重標準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出，暴徒偷渡赴台
明顯是逃避法律責任，台灣當局應譴責一切犯
罪行為，並加強執法，避免更多暴徒潛逃。
他直言，台灣當局一方面煽動暴徒在港犯

案，破壞香港社會秩序，讓其可以大肆踐踏
「一國兩制」，撈取政治本錢，一方面當他們
竄逃台灣時，蔡當局即予以冷待，反映他們的
雙重標準。

港黑魔成「血饅頭」台當局「食完即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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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嚴正批駁史墨客的涉港謬論。圖為示威者手持美國國旗遊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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