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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香港 8 月 21 日电(记者朱宇轩)
“我一个人很渺小，但能鼓励更多市民勇敢站
出来撑警察，不管受到多少骚扰，我都不后
悔。”紧握着前来给自己打气的一众市民的双
手，香港鲤鱼门“银龙咖啡茶座”茶餐厅老板
李凯瑚坚定地说。

单亲妈妈李凯瑚的店里已经很久没有这
么热闹了。几年前，父亲和弟弟相继去世，为
了安慰痛失丈夫和儿子的母亲，李凯瑚放弃
自己的生意，毅然接过了茶餐厅的担子。于
是，一个女人，一间小店，生意虽不大，在李凯
瑚勤恳操持下，倒也可以满足日常生活。

如果李凯瑚不闻窗外事，日子本来可以继
续平静。继 6 月底参加撑警集会、并在社交媒
体上公开表示支持警察后，李凯瑚经营的茶餐
厅遇到了不少麻烦：有人在网上留言辱骂自
己，有人向特区政府部门投诉茶餐厅，更有人
直接往店里打骚扰、恐吓电话。

“警察为了维护香港治安，每天那么辛
苦。我不明白，我支持警察到底有什么错？”李

凯瑚眼睛微微发红，泪水在眼眶中打转，话语
中是止不住的委屈。

自 6 月起，香港逐步深陷暴力冲突的旋
涡，素来饱受赞誉的香港警察成了示威者发泄
怨气的靶子。在示威者对警察铺天盖地的质问
和责骂中，不少市民也只得保持沉默。

恶意没有阻挡李凯瑚。耳畔还挂着朋友
对自己“不要强出头”的劝诫，她依然参加了
8 月 3 日举行的撑警音乐集会，并走到了台
上，向全体香港市民勇敢发声，呼吁大家支持
警察，对暴力说“不”。

这一次，更多的“李凯瑚”站出来了。
“老板娘孤身一个女人真的太勇敢了。我们

小市民真的很担心，但老板娘给我们很大的勇
气。”每次撑警大会都参加的周淑英紧紧地抱住
李凯瑚，并说周四还要再跟朋友来店里“撑”她。

“看见老板娘被霸凌，我们真的看不过
眼，一定要过来店里帮衬她，心里才能好受
点。”75 岁的虞老先生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巴
士，从香港最西端天水围赶来，想和同伴来李

凯瑚店里做义工。
“之前好多人来鲤鱼门吃海鲜，现在大

家都不敢出来了。看到老板娘勇敢站出来，
我们身为香港人，一定得来声援她。”带着
两个孩子从港岛赶来的施先生告诉记者。

……
周二本是茶餐厅例行歇店日，仍有不

少市民从大埔、天水围、港岛等多区赶来，
为李凯瑚打气加油。

在这间 40 平方米不到的小店内，茶座
两边的墙上贴着李凯瑚带回来的“阿 Sir 我
撑您”“Madam 我撑您”等海报，收银台角落
的花瓶里放着一束客人送给她的鲜花，柜
台上则堆着市民赠送的糖果等礼品，还有
一叠心意卡。李凯瑚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
心意卡，给记者读卡片里市民写给她的话。

“有好多像我一样的人给你无限鼓励
和支持，正义的你让我们感激、感动。你的
坚持，我们永远支持！”读着读着，李凯瑚的
眼泪又涌了出来。

“你的坚持，我们永远支持！”
撑警茶餐厅女老板感动香港人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记者查文晔)港
区妇联代表联谊会(简称“港区妇联”)第六届理
事会访京团一行 20 日来到全国妇联座谈交流。
多位港区妇联代表在受访时对记者表示，持续
两个多月的违法暴力活动给香港社会造成巨大
伤害，希望参与其中的香港迷途青年“停一停，
想一想”，回到法治轨道上来，不要再参与暴力
活动。

港区妇联永远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王
惠贞表示，香港从全球最安全的地方，变成暴力
充斥、不安全的城市，令人痛心。此次风波对香
港的负面影响比“非典”更严重。港区妇联作为
妇女界的代表社团，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
长官依法施政。当前，香港社会各界应旗帜鲜明
对暴力说“不”，帮助青年迷途知返，让社会重回
法治轨道。

港区妇联永远名誉会长、七星控股有限公
司主席张心瑜表示，近两个月的事件对香港造
成非常大的影响，现在香港经济已开始下滑，许
多店铺不能做生意，满街人心惶惶。“特别是最
近暴力分子围堵机场的事件，我觉得特别丢丑，

好像在向全世界说香港就是这样的，我们觉得
非常心疼。还有一些暴力分子不承认自己是中
国人，我觉得特别可恨。”

“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止暴制乱，大家一起出
来救救香港！”张心瑜说，马上就要开学了，希望
青年们好好读书，不要再走上街头。香港是我们
共同的家，我们要好好爱护。破坏香港等于破坏
自己的家，只会帮了别有用心的人。

港区妇联现任会长、长运制衣有限公司董
事彭徐美云说，暴力活动破坏了香港的法治与
稳定，很多朋友说“活了六七十年，也没有见过
这种情况”，眼前的局面让香港人心里很难过。
一些年轻人有诉求可以理解，表达诉求的渠道
也很多，但使用暴力一定是不允许的。

彭徐美云表示，25 日港区妇联将和妇女界
其他团体一起举办大型活动，希望让社会听见
妈妈的声音。“我们想和青年沟通交流，你们有
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以和我们说一说。我们也
期盼用一颗妈妈的心去聆听心声，化解矛盾，把
孩子们唤醒。希望青年们能停一停，想一想，不
要再参与暴力行动。”

港区妇联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陈曼琪
律师指出，法治精神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每个人都要依法而行，一旦违法就要受到惩
罚。如果有人为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而违法，
却不需要负任何刑责，这就不是人人平等，就
是伤害了香港的法治精神。

“只有在法治社会，青年才有多元发展的
机会。如果没有法治，就没有秩序、安全和自
由，只会伤害青年自己。”陈曼琪说，年轻人是
香港的未来，希望他们能远离暴力，让社会恢
复法治。

港区妇联理事、柏轩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税务主管熊璐珊说，这两个月每天上班都很
不方便，要先查交通状况，确认没有堵路、示
威才敢出门。暴力分子还曾封堵税务局，令她
无法正常报税。“我呼吁年轻人停一停，想一
想，他人的生意、生活和生计都被他们影响。
希望他们不要只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请他
们想一想，他们的行为是帮助大家打造美好
家园，还是在破坏我们已有的美好家园？”

“现在走在街上，看到戴口罩的人，我会

有些害怕。不知道他是去参加暴力活动，还
是真的生病了。”熊璐珊有些无奈地说，两
个月的暴力行径让港人失去对彼此的信
任，这是很大的问题。

港区妇联副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常委
杨静表示，这两个月的暴力乱象对香港伤
害非常大，除了经济下滑、企业裁员，更令
人痛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撕裂。“很多家庭
吃饭，一谈起来儿子可能跟父母吵起来、甚
至打架。这是很不健康的情况。出去吃饭前
还要想想看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这真是天
大的笑话。”

港区妇联代表联谊会成立于 2009
年，由全国及 29 个省区市 600 多名港区
妇联执委、特邀代表组成，汇聚了香港商
界、金融、法律、教育、医卫等各界有代表
性和影响力的女性精英。自成立以来，港
区妇联始终坚持爱国爱港宗旨，支持特区
政府依法施政，积极参与香港社会事务，
广泛团结全港各界妇女，维护妇女合法权
益，是香港重要的“半边天”力量。

“希望孩子们停一停想一想”
港区妇联代表呼吁香港迷途青年能知返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 8 月 21 日，中华全国新闻工
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就 8 月 20 日下午少数香港媒体
记者肆意围堵、恶意阻挠广东广播电视台香港记者站站长
陈晓前在香港警察总部新闻发布会现场正常采访工作发表
声明。

声明指出，对少数香港媒体记者粗暴侵犯记者正当采
访权益、横加干涉其他媒体正常采访活动的无理行为表示
强烈谴责！对陈晓前记者受到的不公遭遇表示深切慰问！

声明强调，新闻工作者享有广泛、自由的人身权和充
分、自由的采访权。可是，少数香港记者肆意阻挠其他媒体
记者正常采访，对其他媒体新闻工作者人身权和采访权恶
意侵害，是对新闻自由的粗暴践踏，也是对民主法治制度的
严重伤害。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坚决支持新闻工作者
的正当采访活动，努力维护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强烈呼吁
香港有关方面严肃纠正少数媒体记者违反新闻工作者职业
道德操守、侵害其他媒体记者正当权益的错误言行，营造一
个公平、公正、自由的新闻从业环境。

中国记协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粗暴无理侵犯

记者正当采访权益行为

新华社香港 8 月 21 日电(记者朱宇轩、
郜婕)七八月份是香港旅游、零售等行业的营
业旺季，但对大部分从业者来说，这个暑期，
日子格外难熬。面对愈演愈烈的暴力示威，这
群生计受到重创的店主有话要说。

旅行团导游：

“八月份可能一文钱都没有”

“我当导游十几年了，生意从来没有这么
糟糕过，8 月份可能一文钱都没有。”香港导
游周女士向记者大倒苦水。

6至 8月是香港旅游业旺季。周女士往年
同期平均每月能带 12到 15个旅游团，旺季每
月平均收入接近 3万港元。但是今年形势急转
直下：6月接待旅行团数量只有 8个，7月份降
到 4个，而 8月份更是一个旅行团都没接到。

周女士接待的旅行团八成为内地游客，
剩下两成来自东南亚和欧美。今夏暴力事件
愈演愈烈，近 30 个国家对香港发出旅游警
示，众多游客对香港望而却步。周女士说，很
多早已订好的团友延期，或者干脆取消行程，
旅行团成了“空团”。

周女士形容今年行情“比‘非典’那年还
差”。“我们旅游行业本来就是按季节浮动的，
好多导游跟我一样，每年就指望靠暑期旺季
的收入养活一家人。9 月一到，小孩要开学，
又是一大笔开支。唉，生活真的好辛苦。”周女
士说她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大家都停手，安

安稳稳过日子。

出租车司机：

“暴力和混乱犹如八号风球”

在出租车司机周展图看来，香港近期的
暴力和混乱对经济有很坏的影响，“犹如打八
号风球一样”。

他举例说，香港这座旅游城市，平日里酒
店一房难求，最近却有不少酒店房价大幅下
降，入住率大跌，“我前天路过港澳码头，发现
那里几乎没有游客”。

游客大幅减少，对多个行业都意味着打
击，出租车业也不例外。周展图说，最近两个
月来，他与不少出租车司机每天“平均少揾几
百元”，收入减少约四成。

周展图从业 17 年，曾目睹 2014 年非法
“占中”对香港经济和秩序造成的破坏，至今
印象深刻。他告诉记者，相比当年持续 79 天
的乱局，香港最近的情况更加糟糕，“因为暴
力更严重”。

周展图说，他的不少同行已经决定暂时
不出工，因为“怕麻烦”。所谓“麻烦”，不仅是
不时遇到示威引起的堵路、空等在路上、赚不
到钱，还有可能碰到暴力示威者，“万一有人
找事，打砸车辆，损失就大了，司机也有安全
风险”。

出租车司机“手停口停”，不出工不是长
久之计。周展图说，暴力和混乱如果继续下

去，“各行各业都面临倒闭和失业潮”。
“我觉得首要是平乱，早日将那些搅乱

香港的主要人物绳之以法。”

药妆店老板：

“药品堆得都积了层灰”

“游客少了，药品堆得都积了层灰。”九
龙土瓜湾一家药妆杂货店老板阿伟指着店
门口的活络油、止咳丸、枇杷膏等商品止不
住地叹气。

九龙土瓜湾是不少旅行团游客访港第
一站。近月香港暴力冲突不断，导致这个原本
游客众多的街区变得冷清。记者 20日到访土
瓜湾一带，发现偶有旅游巴士在此停泊，不少
酒楼、茶餐厅、药妆店等鲜有人光顾。

阿伟说，从 7 月开始，内地游客量大大
减少，自己的生意也跌了七八成。“我们店
本来就是做游客生意的，香港这么乱，游客
不敢来，我们当然就没饭吃了。”阿伟坦言。
示威者上周末在红磡发起游行，阿伟只

得提前关门，营业时间又减少了几小时。阿伟
说，每年就靠着节假日赚点钱，现在游客暑假
不来了，相当于每年的收入就缺了一大块，“再
这样下去，我们小本生意就得入不敷出了”。

“游客不来我们完全理解。本来欢欢喜
喜出来玩，何必来香港讨不愉快呢？”阿伟
说，“我也不求生意有多好，就希望大家都
不要闹了，让我们都能安安心心赚钱。”

动荡的香港，难熬的八月
香港三位店家的苦衷

新华社评论员

“受够了 ！香港，不能再乱下去
了！”日前，逾 47 万香港市民冒雨参加
“反暴力、救香港”集会，发出反对暴
力、呼唤稳定的香港社会主流声音。连
日来，爱国爱港的正义力量不断汇聚，
正义呼声响彻香江。“反暴力是香港现
在最大及唯一的‘一大诉求’”，这是香
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吴光正的由衷感
慨；“希望香港尽快恢复安宁”“还我们
一个安稳日子”，这是香港市民的热切
期盼……字字句句，无不表达着对暴
力行径的强烈谴责，彰显了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的民心所向。

两个多月来，香港反对派和一些
激进势力以“反修例”为幌子进行各种
激进乱港活动，暴力行为不断升级：从
冲击特区立法机关，到包围和冲击中
央驻港机构；从围攻警署、暴力袭警，
到打砸纵火、地铁堵门、瘫痪机场、围
殴旅客和记者……持续不断的暴力行
径愈演愈烈，严重影响市民生活，对香
港的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冲击。

所谓“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如今
的香港，正在经历回归以来最严峻的
局面：旅游、餐饮、零售等多个行业受
到严重影响，访港旅客数字从 7 月中
开始持续下跌，8 月初同比跌幅扩大
至 31% ；失业率上升，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创 10 年来新低。特
区政府日前发布的报告指出，近期香港社会事件如若持续，
将对旅游业及与消费相关的经济活动构成重大干扰，进一步
打击经济气氛，损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及商业中心的声誉。

创业很不容易，毁业却很简单。香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
小渔村发展成享誉世界的现代化大都市，是一代又一代香
港同胞用汗水打拼出来的，绝不容许少数激进分子肆意破
坏，绝不能让一小撮人的政治图谋绑架香港的今天和未来。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一场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生死战”
“保卫战”，退无可退，让无可让，忍无可忍。

稳定香港局势，挺特首、挺警队、护法治是关键所在。行政
长官是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责
任人，也是特区政府管治团队的核心。修例风波发生以来，林郑
月娥行政长官恪尽职守，展现了对香港、对国家的担当。警队是
维护香港社会治安的支柱，也是守住社会稳定的屏障。乱局之
中，面对穷凶极恶的暴徒，面对一些无良媒体的蓄意抹黑，香港
警方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依然坚守岗位、履行职责，理应
得到尊重、理解和支持。当此关键时刻，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
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违法暴力行
为才能得到坚决制止，香港的法治才能得到有效捍卫。

“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一曲《狮子山下》，唱出 700
多万港人团结一心、不惧艰险的宝贵品格，也蕴含着香港开创
未来的精神密码。一切爱国爱港的人们都勇敢地站出来，共同
发出维护法治、抵制暴力的最强音，共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大
局，“东方之珠”定能驱散阴霾，迎来更加璀璨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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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能够挤进黎智英、李柱
铭、陈方安生的“搞事队伍”，能
够成功攀附当上西方反华势
力在香港的代言人，“祸港四人
帮”中最年轻的何俊仁可谓是
削尖了脑袋，费尽了心思，着
实是将见风使舵、政治投机、
耍赖诡辩、颠倒黑白等种种“厚
黑学”技能发挥到了相当水准。

此次修例风波中，从煽动
造谣到元朗暴乱，从中环密
谋，再到违法游行的现场，都
可以看到何俊仁上蹿下跳的
身影，这也让越来越多的香港
人看清了何俊仁“反中乱港”、
西方反华势力“鹰犬”的本质，
任他再怎样投机，最终只会落
得被世人唾弃的下场。

翻开何俊仁的从政史，堪
称其身不正、信用破产。他丑
闻缠身，多次在选举中瞒报、
漏报个人资产；自己被曝私造
违建却揭发政治对手违建，被
媒体讥为“宽己严人”；因携家
眷接受航空公司款待，被质疑
参与“免费豪游团”，有潜在利
益冲突。最让何俊仁“走红”的
是，2014 年他被记者拍到在
财政司司长宣读预算案时公
然在立法会会议厅用平板电
脑浏览艳照，舆论哗然。这样
一个素质低下、没有诚信的人
却将自己粉饰成“民主的卫道

士”“港人代言人”，实属一大笑话！
以何俊仁的不堪品行，他的政治生涯从做“墙

头草”、当“摇摆人”、“搏出位”，到转而吃里扒外、甘
做美国忠实“鹰犬”，并不足为怪。无论在担任区议
员、立法会议员还是当民主党主席期间，他忽左忽
右，反反复复。参选 2012 年香港第四任行政长官
选举大败而归后，转而在 2015 年挑头反对特区政
府提出的行政长官普选法案，严重阻碍香港民主
政制的发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怎么摇摆、
怎么飘忽，何俊仁“反中乱港”的立场倒是一贯的，
他费尽心思，为捞取政治资本无所不用其极，是标
准的投机政客。近年来，他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地
迎合西方反华势力的立场，恶意干扰特区政府施
政，肆意攻击内地社会制度、司法制度等，挑战“一
国两制”原则底线。这些“投名状”让他最终得到了
西方反华势力的高度关注并主动与其接触，成为
一名美国在香港大力扶植的政治代言人。

在“反中乱港”分子中，何俊仁是煽动暴力、
巧于诡辩、蛊惑民众的“行家里手”。无论是“占
中”期间以身试法，还是此次“反修例”事件中背
后操盘，何俊仁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都是香港
社会近年来日益泛政治化、激进化甚至暴力化
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他曾叫嚣如果特区政
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要面对一个“新的香
港”。这赤裸裸的威胁，将其及同道者搞乱香港、
颠覆特区政府、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狼
子野心暴露无遗。

在此次“反修例”风波中，何俊仁玩弄翻手为
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和他的同党李柱铭如出一辙。

他蹦得高，骂得狠，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样，然而殊
不知其在香港回归前同李柱铭一样，也是“逃犯条
例”的支持者、推动者。香港媒体揭露，他在当时港
英立法局发言，希望就有关香港与内地移交逃犯事
宜达成协议从而予以立法。言犹在耳，出尔反尔！

何俊仁还肆无忌惮颠倒黑白、睁眼说瞎话，
把践踏法治的暴力示威美化成为“天经地义”；
干扰、歪曲、打压警察的公正执法，给警方扣上
“警权过大”“滥用暴力”的帽子，甚至炮制并煽
动“仇警”“黑警”论调，鼓励针对警察的暴力行
为……何俊仁身为专业律师，却躲在背后教唆
违法暴力行为，拿香港年轻人当棋子和炮灰，推
动暴力不断升级，干扰香港司法，破坏香港法
治，十足一个阴险小人。

8 月 3 日晚，何俊仁与黎智英、李柱铭等“祸港
四人帮”在饭店与美方人员密会。窗外暴力流血，窗
内觥筹交错，此情此景实在令人愤慨。何俊仁之流
靠出卖香港和国家利益找美国主子求好处，如此
一副奴颜媚态，就是毫无忌惮地昭告世人，他们就
是外部势力煽动“颜色革命”的“马前卒”。

历史上，像何俊仁这样巧言令色、出卖家国
的“跳梁小丑”不乏其人，但全都没有好下场！对
这样一“渣”到底的“反中乱港”分子，就应该让
其真实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其难以遁
形！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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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0 日，在香
港鲤鱼门经
营“银龙咖
啡茶座”的
李凯瑚（右
二）与支持
者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钢摄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记者贾钊、赵博、罗沙)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臧铁伟 21 日在记者会
上表示，我们关注到了近期美国一些国会议员重提涉港法
案问题，对香港的一些事务包括对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香
港警队严格执法说三道四，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我
们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
香港基本法，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是中国的
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有香港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日前在一份公开声明中指责香港特区政府拒绝尊重法治和
“一国两制”框架，并呼吁美国国会推动讨论“香港人权与民
主法案”。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臧铁伟在答问时作上述表
示。

臧铁伟说，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方针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香港居民的各项自由和
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士所公认的客
观事实。近期以来，香港一些违法犯罪的暴力分子公然攻击
打砸立法机构，暴力袭警，肆意殴打无辜市民，这些行为在
任何法治国家都是严重的犯罪，都将受到依法惩治。

他还表示，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和警队依法捍卫法治和
秩序的正义之举，美国有些国会议员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一再抹黑和诋毁。请问如果这些暴力行为发生在美国，美国
的法律、美国的警察会如何应对？这些议员是否还要支持和
纵容这些行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是一个判断是非
的标准是不是统一的问题。他们的目的不是真正关心香港
人民的福祉，而是破坏“一国两制”和香港的繁荣稳定。我们
严正要求美国国会的有关议员停止支持、包庇暴力犯罪分
子，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停止推动有关涉港议
案，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和合作的事情，任何妄图破坏“一
国两制”、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在回答有关香港政治体制改革的提问时，臧铁伟表示，
当前，香港局势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是止暴制乱、恢复秩
序。“8·31”决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
决定。香港事务的处理必须在宪法、香港基本法和相关法律
规定的框架内，在法治的轨道上予以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美议员干涉香港事务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