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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領導人蔡
英文早前未有應香港
泛暴派要求，訂立所
謂的《難民法》去
「庇護」黑衣魔，浸

會大學學生會長方仲賢在fb發帖，
稱「沒有具體措施支持香港抗爭
者，難免令人聯想到，民進黨是想
用香港人的鮮血來換取台灣人的選
票」。此言一出，即造成軒然大
波。方仲賢不但隨即刪帖、發帖道
歉，更於大前日到台灣「專程致
歉」，宛如對主子婢膝奴顏。有台
灣網民質疑方仲賢是怯於壓力甚或
收受了利益，連自己的言論自由也
不敢捍衛，沒有臉口稱「爭取民主
自由」，有人則認為蔡英文霸凌說
真話者，正好暴露了她和民進黨的
真面目。
所謂「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
表團」本月初到台灣，與「台獨」
政黨「時代力量」舉行記者會，要
求蔡英文當局將所謂《難民法》列
為台灣「立法院」優先法案，或啟
動台灣《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
八條修法，「拯救香港義士。」但
當日，獲邀出席記者會的台灣陸委
會和「移民署」代表全部缺席。其
後，蔡英文在一公開場合稱，台灣
現階段不需要《難民法》，目前可
《港澳條例》處理。
方仲賢隨即在fb發帖，稱要求台
灣當局立《難民法》，「就是希望
台灣有明確機制及管道，救援香港
受『政治迫害』的人士」，更稱
「台灣大選即將來臨，若民進黨只
是口頭說支持香港人抗爭，而沒有
具體措施支持香港抗爭者，難免令
人聯想到，民進黨是想用香港人的
鮮血來換取台灣人的選票。」

被批反骨即縮沙話「被歪曲」
蔡英文當局在香港修例風波，一
直為香港泛暴派以至黑衣魔撐腰，
台灣的「民間組織」更出錢出力支
援黑衣魔，故此帖文一出，即引發
軒然大波，方仲賢被批反骨，不久
就刪除有關帖文，同時發帖道歉，
聲稱自己的言論「被歪曲」云云。
前日，方仲賢與「香港大專學界

國際事務代表團」的代表張崑陽、
呂天忻到台灣拜會陸委會等相關單
位致歉。方仲賢聲稱，所謂「人血
饅頭」在香港經常被用到，沒想到
在台灣「被放大」，又稱自己「從
來不認為」民進黨是所謂「吃人血
饅頭」。張崑陽則稱，他們低估相
關言論「被政黨炒作」的情況，有
政黨利用方仲賢的失言，影響台灣
的輿論、攻擊其他黨派，並非他們
所樂見的云云。

稱「被放大」網民罵「沒出息」
不少台灣網民對方仲賢的道歉不

以為然。「劉京重」質問：「什麼
不是那個意思，當大家都是白癡
嗎，就你們這些自私自利的香港人
再打什麼算盤人家會不知道嗎，所
以被民進黨利用也是剛好而已，反
正都是一丘之貉！」「Lon Hsu」
道：「這麼快就道歉縮回去，沒有
出息，怪不得搞不成『港獨』！」
「黄慈斌」直言：「民進黨本就
是如此，你幹嘛道歉？是不是又受
到什麼壓力又𨍭 （轉）彎了？勇敢
把心裡話說出來吧，你不是有理想
抱 負 有 原 則 的 嗎 ？ 」 「Joyce
Wang」揶揄：「蔡東廠就是擺明了
吸香港人的血，來換取他的政治利
益啊！可是怎麼沒多久又道歉了
呢？被摸頭了嗎？怎會這麼沒骨氣
啊？不要滿口爭民主，卻又支持東
廠政府！根本就是個笑話嘛！」
有人則認為，是蔡英文當局向這
些香港大專生施壓，迫他們跪低。
「Kei Shibata」道：「霸凌不服從
的人，是這個政府的工作嗎？」
「Dudee Jiongg」道：「『總統』不
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哦？」「Hwan Lin」則稱：「方仲
賢被迫臉書刪文+ 道歉聲明。這樣
是所謂的『撐香港』。」
「Alan Hsu」揶揄：「別傻了，
還真以為冥（民）進黨真的挺香
港？連他們養來咬人的出事了都能
一腳踢開！」「蔡明玉」則道：
「民進黨的壓力大到讓你道歉、年
青人終究是年青人、你在民進黨面
前還嫩了點？民進黨那能讓你說真
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方仲賢跪低，但有部分「港獨」分
子可能因為蔡英文當局對他們的「關
注」不足，於是在fb發帖附和方仲賢
的言論。其中，多次赴台的「學生動
源」召集人鍾翰林就暗示蔡英文當局

「唔肯幫手」，更透露各組織過去幾個月與台灣
「交涉」，而「當局」話唔可以公開談話內容，
「公開咗真係唔少人嘩一聲。」證明「港獨」組織
和蔡英文當局，似乎還有不少未為人所知的黑幕。

獨人「圍爐取暖」明暗撐方仲賢
在方仲賢為自己那句「民進黨是想用香港人的鮮

血來換取台灣人的選票」道歉後，幾個「港獨」組
織都發帖，明裡暗裡支持方仲賢。其中，由前「學
生獨立聯盟」的陳家駒擔任召集人的「香港獨立聯
盟」就轉發「BuzzOrange」的一篇文章。
該文題為《「用港人鮮血換選票」——浸大學

生會長方仲賢太過火？但你知道《港澳條例》申
請成功案例是0嗎》的文章。文中稱，「民進黨
政府口口聲聲說『港澳18條』已經完備，可以幫
助到香港人，.....但真相是什麼呢？『港澳18條』
目前在台申請成功的案例是 0，而申請的管道、

條件等等都相當不明確 ，在這個情況之下，方仲
賢說出了他的擔憂，....」
「學動」的鍾翰林更在fb轉發了自己的一篇訪

問，其中提到香港人很希望知道，在《港澳條例》
18條下怎樣去申請「政治庇護」，又稱一直以
來，「台灣政府」沒有給港人一個完善的標準流
程，讓港人可以以此依循來台申請「政治庇護」。
該帖文並得到陳家駒按讚。
鍾翰林其後再發帖，稱方仲賢的言論的確不懂大

體，「但請責難的同時請先了解我們不同的組織過去
幾個月以來在台灣交涉的實際情況，誰已經幫到盡我
相信真的有曾到台灣交涉的人會很清楚。」
「香港邊城青年」發起人、在台灣就讀「中國文化

大學」哲學系及美術系的何泳彤就留言回應：「方會
長講野（嘢）係不得大體，但民進黨的確講得多做得
少。交涉左（咗）幾個月，毫無寸進，有少少晦氣話
係明既（嘅）。」
鍾翰林回應稱：「『當局』又話唔可以公開談話

內容，公開咗真係唔少人嘩一聲。」何泳彤就稱：
「（民進黨當局）由六月到而家都係咁樣態度，我
都好想有一日可以爆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方仲賢赴台乞憐 網民鬧台當局霸凌
(3
��

 &

「港獨」豬友助攻 自爆與蔡勾結

王毅在題為《乘風破浪，堅定前
行》的演講中，談到中國在過

去一年堅定捍衛國家核心利益，為
國內發展穩定和祖國統一大業作出
應有貢獻時表示，「我們堅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支持香港特區
政府盡快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同
插手干預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
的外部勢力進行堅決鬥爭，堅決斬
斷企圖在香港製造『顏色革命』的
黑手。」

中美建交40年 美扣莫須有罪
他表示，今年是中美建交 40周

年，兩國關係卻遇到了40年來前所
未有的複雜局面。「美方在經貿、
科技、人員交往等領域接連對中國

無端設限和打壓，在香港、台灣、
新疆、西藏、人權等涉及中國領土
主權和民族尊嚴的核心利益問題上
蓄意攻擊抹黑。」
不僅如此，美方還利用各種國際

場合詆毀中國的社會制度、發展道
路以及同其他國家的互利合作，給
中國扣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這
種近乎偏執的行為在國際交往中實
屬罕見，嚴重損害了中美之間得來
不易的互信根基，也嚴重削弱了美
國自身的國際信譽；不僅使中國人
民愈發看清這些反華勢力背後的險
惡用心，也正在遭到越來越多國家
的質疑和抵制。」他說。
王毅指出，「錯誤的行動源於

錯誤的觀念。美方的上述做法，

歸根到底是對華認知出現了誤
判。有人認定中國一定會像傳統
大國一樣『國強必霸』，最終挑
戰和取代美國。有人出於意識形
態成見，難以接受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制度取得成功，不願承認世
界上除了西方模式之外還有別的
現代化道路。有人把美國自身的
問題轉嫁到中國身上，搞『內病
外治』。還有人企圖通過對華示
強謀取個人的政治利益。」

兩國關係穩定符世界期盼
他強調，作為世界上第一、第二
大經濟體，中美保持健康穩定關
係，不僅符合兩國人民利益，也是
世界各國的共同期盼。40年中美關

係發展演變的最大啟示，就是合則
兩利、鬥則俱傷。儘管今天國際局
勢和中美兩國都已發生了很大變
化，但這條重要啟示從來沒有也永
遠不會過時。中美兩國如能管控分
歧，聚焦合作，不僅是中美之福，
也是世界之幸。
王毅表示，我們始終相信，中美

合作才是兩國的最好選擇，也是唯
一正確的選擇。我們敦促美國盡快
冷靜下來，樹立理性的「中國觀」
和正確的「世界觀」，同中方相向
而行，實現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贏，共同找到不同社會
制度、不同發展道路、不同歷史文
明的兩個大國在這個星球上和平共
處和互利共贏之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川）美方不斷為香港的黑衣魔

撐腰，破壞香港社會秩序，攻

擊「一國兩制」，企圖策動

「港版顏色革命」。國務委員

兼外交部長王毅昨日在2019

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

開幕式上演講時強調，我們堅

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支

持香港特區政府盡快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同插手干預香

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的外部

勢力進行堅決鬥爭，堅決斬斷

企圖在香港製造「顏色革命」

的黑手。

香港文匯報訊 據美國媒體獨立監督組織「公正與準確報道」
（FAIR）的研究報告顯示，《紐約時報》、CNN等媒體對發生在香
港的暴力活動表示出「不同尋常的關注」，在報道中更將製造了成百
上千炸彈的香港暴徒稱作「支持民主的活動分子」。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華春瑩在昨日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美國一些媒體沒
有恪守最基本的新聞報道準則，也失去了最起碼的社會公德和責任。
「這樣的行為應當引起大家高度警惕，也應該立即得到糾正。」

《紐時》CNN對港暴不同尋常關注
有記者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提問指，香港《南華早報》報道

稱，「公正與準確報道」的研究報告顯示，儘管今年智利等地都爆發
了大規模暴力抗議，但《紐約時報》、CNN等媒體卻只對發生在香
港的暴力活動表示出不同尋常的關注。
有關的報告顯示，《紐約時報》記者稱他們看到香港暴徒製造了成

百上千的炸彈，但他們在報道中仍將這些武裝分子稱作「支持民主的
活動分子」。美國媒體在涉港報道中經常粉飾暴力細節，很少對暴徒
使用負面語言。
該記者續問：「我們也注意到，中國國際電視台近期推出的新疆反

恐紀錄片被視頻社交網站優兔以涉嫌違規為由下架停播。此前，臉
書、推特等社交平台以『有官方背景』為由關閉了上萬個中國內地及
香港的賬戶，但對一些發佈香港極端暴力分子抗法行為或散播香港警
察不實消息的賬戶未採取任何措施。對此你有何評論？」
華春瑩在回應時指出，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的確《紐約時報》製造
了不少新聞，同時自己也成為了不少新聞的主角，又引述香港創新及
科技局前日公佈的數據，香港警方2019年內曾621次要求相關社交平
台刪除針對香港警方的假新聞和未經證實的消息。「這些都明白無誤
地說明，美國一些媒體沒有恪守最基本的新聞報道準則，也失去了最
起碼的社會公德和責任。」
華春瑩表示，媒體本來是應該堅持客觀公正的，應該忠於事實真相

的，應該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但是令人非常遺憾和可悲的是，我們
看到，美國一些媒體並沒有這麼做，他們顯然走到了一條非常錯誤的道
路上。這樣的行為應當引起大家高度警惕，也應該立即得到糾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根茂）美方將
所謂《香港人權與民
主法案》簽署成法，
橫加干涉香港事務及
中國內政。美國前總
統喬治布什之子尼爾
布什（Neil Bush）
日前在接受媒體訪問
時表示，若自己在美
國國會，不會投票支
持該《法案》，並明
言香港背後的問題跟
缺乏自由無關，即使
是「缺乏自由」，也
應該讓香港自行處
理，「由美國立法機
關出手干預並不適
當。」
尼爾布什表示，如

果自己在香港跟暴徒
會面，第一條問題會
問：「你們在爭取什
麼自由？有什麼自由
是你們沒有不享有
的？『一國兩制』的
政策為你們帶來了什
麼挫敗？」
他指出，在港英時

期，港人在選舉公職
人員上的權利較少，
回歸中國後香港有更
多的民意代表，「至
今我從沒收到香港的
朋友向我投訴自由被
剝奪，或中國內地有
什麼邪惡的舉動來破
壞他們的生活方
式。」

港背後問題無關缺乏自由
尼爾布什直言，他一定會希

望支持爭取自由的人，「但問
題是：他們究竟失去了什麼自
由？這就不禁令人猜疑，究竟
這背後有沒有人在推動。」背
後的問題和「缺乏自由」無
關，但「缺乏自由」的說法卻
推動了部分暴力活動。
他續說，假如確實缺乏自

由，也應該讓香港自行處理，
由美國立法機關出手干預並不
適當。如果自己在國會，不會
投票支持該「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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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粉飾港暴徒
外交部批缺公德責任

■獨人「對話」證明「港獨」與
民進黨有不可告人內幕。 fb截圖

■鍾翰林暗示民進黨「唔肯幫手」。fb截圖

▶「香港獨立
聯盟」發帖稱
「 人 血 饅 頭
論 」 事 出 有
因。 fb截圖

◀台灣網民揶
揄方仲賢如林
飛帆，收「利
益」後態度突
變。 網上圖片

■方仲賢到台灣向民進黨道歉。《自由時報》視頻截圖

■■王毅強調王毅強調，，堅決斬斷企圖在香港堅決斬斷企圖在香港
製造製造「「顏色革命顏色革命」」的黑手的黑手。。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