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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香港市民朱珮嘉接受采访（ 8 月
27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钢摄

新华社香港 8 月 28 日电(记者刘宁)“我是这里的会
员，经常来打麻将，当时吓死了。看到他们把玻璃都敲碎了，
真不敢想如果他们冲进来会怎么样。”提到 25 日晚发生在
香港的打砸店铺事件，当时在一家麻将馆里的陈女士仍然
感到有些害怕。

25 日集会游行结束后，一批激进示威者在香港荃湾的
二陂坊和大陂坊有目标地大肆打砸店铺，用硬物撬开店铺
的铁卷帘门，打碎门前的玻璃，并破坏了一些商铺的监控探
头。

“我最近是不想再来了，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再来搞事。”
陈女士说。

一家当晚遭到打砸的游戏机中心店主吴先生表示，有
激进示威者曾经尝试撬开其店铺的铁卷帘门，并破坏了门
外的监控等设施。虽然现在恢复了营业，但客人明显比以前
少很多。

“这里的铺租很贵的，先维持着看吧。”在当地经营了
30 多年的吴先生说。

三天过后，店铺附近的市民们已经恢复了日常的生活。
提着大包小包、采买归来的街坊在店铺两边的行人路上不
紧不慢地走着，大爷大妈们坐在旁边街心小公园的长椅上
聊着天。

不过，提到当晚的事情，住在店铺楼上的陈先生依然很
激动。他说：“那天晚上我就告诉街坊们要小心，因为那些黑
衣人在打砸店铺。我看到店铺的玻璃被搞得乱七八糟，满地
都是碎玻璃。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砸，香港现在被他们搞
得人心惶惶，街坊们都担心他们会再来搞事。”

时间已经是中午时分，当晚被砸的一家海鲜菜馆依旧
关着门。提到当晚的事情，附近几家店铺的老板都不愿多
说。一家水果铺的员工说，来过好多媒体，老板们都不愿讲
啦，怕他们(打砸的人)看到，再来搞事。

临走的时候，陈先生一再告诫记者：“你们一定要小心
啊！碰到危险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注意！希望香港能不再乱
下去！”

新华社香港 8 月
28 日电香港警方 28 日
表示，两个多月来，激进
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不断
升级，社会影响越来越
广泛。警方至今已经拘
捕近 900 人，将继续严
正执法，将犯罪者绳之
以法。

特区政府警务处警
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
振中在警方例行记者会
上介绍，警方从过去两
个多月的相关案情及证
物中发现令人担心的情
况，即激进示威者的暴
力已升级至使用致命武
器，犯罪地点遍布港九
新界多区，暴力行为越
来越严重，对社会的影
响也越来越广泛。

进入 8 月以来，激
进示威者的暴力程度超
越市民可接受的底线，
影响多个地区以及港
铁、机场等，严重破坏香
港“旅游之都”形象。

谢振中表示，警方
一直积极跟进过去两个
月发生的暴力事件，相
关调查一直没有停过，
只要有足够证据就会作
出拘捕。上周末至今，警
方已拘捕 26 人，分别涉
及 6 月 9 日在特区立法
会外非法集结、6 月 12
日金钟非法集结、7 月
1 日大肆破坏立法会、7
月 21 日元朗地铁站袭
击事件、8 月 11 日尖沙
咀非法集结、8 月 13 日
瘫痪机场及袭击内地记
者，以及在网上发表违

法言论等，被捕者罪名包括非法集结、刑事毁
坏、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藏有攻击性武
器、不诚实取用电脑、伤人、无牌管有弹药及诈
骗等严重罪行。

谢振中强调，警方对所有违法行为都一定
会严正执法，即使没有在现场即时拘捕，也不
代表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事后必定会跟进，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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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 8 月 28 日电(记者刘宁)金
紫荆广场、太平山顶观光区、海洋公园等景点
日益冷清，一批酒店员工将开始休无薪假，近
期的动荡让香港旅游业遭受重创。

位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海旁的金紫
荆广场是为纪念香港回归祖国而设立，也是
众多游客，特别是内地游客到香港“打卡”留
念的地方。记者日前在此间看到，在上午 8 点
到 9 点近一个小时里，除了零星几名散客，只
有一个来自青海西宁的 20 多人旅游团。

旅游团成员何女士说：“早就跟朋友约好
了来香港，也在新闻里看到香港最近闹腾。我
们就白天到各个景点逛逛，也不敢到处乱
走。”

十几分钟后，在导游的催促下，他们在金
紫荆雕塑下拍照留念后，匆匆登上旅游大巴
离去。

暑期是香港旅游的传统旺季，但今夏相

关数据十分严峻：截至目前共有 3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对香港发出旅游警示；访港旅客人次
持续下跌，7 月访港旅客跌幅达双位数，预计
8 月和 9 月访港旅客人次将显著下降；6 月酒
店入住率比去年同期下跌 3 个百分点，7 月
更出现双位数跌幅；零售业营业额大跌，7 月
跌幅为个位数，预计 8 月将达到双位数……

搭乘城巴 15 路，从湾仔金紫荆广场附近
出发，经过几站便可直达香港太平山顶。此
前，这趟公交车经常“一座难求”；日前，当记
者再次踏上这趟公车，看到车厢里座位空了
大半。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车程，来到山顶凌霄
阁广场。与往日排队人挤人的场景不同，映入
眼帘的是一片空旷。步入凌霄阁，位于地下一
层的杜莎夫人蜡像馆门前也没了往日熙熙攘
攘的人流，只有几位游客站在蜡像前合影留
念。山顶观景台的入口处，在 20 多分钟里只

有零星的散客通过，检票人员甚至无聊地刷
起了手机。

作为香港的主要景点之一，海洋公园这
一大型游乐场在 2018 年的入场人次达到 580
万。与往年暑期火爆的场面不同，近日的香港
海洋公园门前略显平静。入口处已经不见了
昔日摩肩接踵的长队，只有零星的散客和人
数不多的小团队慢悠悠地依次通过。不少以
前要排长队游玩的项目，现在也不用排队了。

海洋公园的工作人员凯西说：“虽然不
能透露准确的数字，但最近几周来玩的人确
实比往年少。以前，人多的时候，这里进门都
要排半小时队，现在你也看到了，基本随时
来了随时进。”

香港特区政府的数据显示，旅游业的贡
献占香港地区生产总值的 5%，直接就业人
数达 27 万，相关行业如酒店、零售等的从业
人数约 80 万。如果暴力示威持续，不仅旅游

业，毫无疑问，香港经济将会雪上加霜。
两个多月来，香港多家酒店大幅下调房间

价格，尖沙咀旅游区内以前 2000 多港元一晚
的房价现在只要 1000 港元左右，港岛上部分
四星级酒店更低至 300 多港元一晚。

日前，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酒店员工向媒
体投诉称，由于近期酒店业绩不好，有些酒店
要求员工在 9 月份开始放 2至 3 日的无薪假，
并要求员工签署知悉相关安排的协议。铜锣湾
皇冠假日酒店总经理叶汉明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基于目前业绩低于以往的状况，采取
了相应的运营决策。

夜幕降临，维港两岸灯火辉煌依旧，只不
过，星光大道上游人如织的景象已难觅踪迹。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
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
然……”香港，这个“东方之珠”渴望吸引人们再
次纷至沓来，不舍离去。

灯火辉煌依旧 游人如织难觅
香港旅游业受创

以柔弱之躯抵挡“黑色恐怖”的朱珮嘉：

“继续做沉默的大多数，香港就没救了”

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大型展览在港开幕
新华社香港 8 月 28 日电(记者丁梓懿)由

香港紫荆杂志社联合香港各界举办的“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开国元勋朱
德总司令(香港)大型展览”28 日在香港中央图
书馆开幕，向市民展现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为
创建新中国、振兴中华民族做出的历史贡献。

此次展览为期五天，分为八个部分，包括
“苦闷中的求索”“长征中的坚定意志”“战斗在
抗日前线”“人民的光荣”等板块，通过 400 多张
珍贵历史图片和相关特装场景，真实展现朱德
总司令的光辉一生。

继毛泽东诞辰 120周年纪念展、周恩来诞
辰 120周年纪念展后，紫荆杂志社又在香港举
办这一展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
表示，一次又一次的精彩展览，让香港市民认

识历史上的伟人及国家走过的路，提升大
家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林郑月娥说，通过“一国两制”的伟大
构想，香港特区取得让人骄傲的成就，香
港人持续享有繁荣稳定。面对目前的暴力
升级，激进示威者的大规模破坏行动，我
们必须坚定信心，担当“一国两制”的捍卫
者，以法治止暴制乱，尽快让香港社会恢
复平静。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卢新
宁表示，个人表达和个人奋斗不可丢弃国
家意识。我们热爱自由，但不应包括欺凌
和破坏的“自由”；我们珍惜法治，但不
应包括容忍暴力的“法治”；我们追求民
主，但不应包括制造割裂的“民主”。破

坏比建设容易得多，而有些核心价值一旦破
坏，就很难再建。对抗比对话更轰动，但是
对话需要更多耐心和勇气。

卢新宁说，面对艰难时局，让我们团结一
起，同舟共济，从老一辈革命家那里汲取力
量，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坚决维护“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
远。

朱德之孙朱和平表示，希望香港同胞能
够通过此次展览更加深刻感受朱德同志不忘
初心、追求理想、始终忠于党和人民的精神和
品德，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探索道路的艰难历程，更加珍惜
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为保持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凝聚力量。

展览组委会主席、香港紫荆杂志社社长杨
勇表示，现在的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为严峻
的局面，只要我们坚信，法治一定能够战胜暴
力，正义一定能够战胜罪恶，并坚定不移地团
结一致撑行政长官、撑警队，香港就一定能够
浴火重生。

据杨勇介绍， 50 名香港青年学生将担任
此次展览的讲解员，还会有大批青少年来参
观学习。杨勇表示，青年是香港的未来，大
家要共同奋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
“一国两制”伟大事业，培养出更多新时代
的英雄。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宋如安、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特区政府民政事
务局局长刘江华等出席了当日的活动。

新华社香港 8 月 28 日电(记者丁梓懿)“在
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
场。如果继续做沉默的大多数，香港就没得救
了。”香港市民朱珮嘉言辞恳切地道出了心声。

和香港许多普通市民一样，朱珮嘉几十
年来勤勤恳恳，努力呵护着事业和家庭，为香
港的繁荣稳定发展默默贡献着一份力量。年
近 50 岁的她是一家小企业的老板、一个基金
会的创办人、一位孩子的妈妈、一名为社会服
务 24 年的义工。

在今年 6 月以前，她原以为她所热爱的
香港会一直美丽、兴旺下去，但让人没想到的
是，一群不理性的人做了许多不理性的事，把
这座东方之珠“摧残”得千疮百孔。一系列暴
力示威活动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
更严重损害了香港经济、旅游、民生等各个层
面的发展。

“我很痛心，曾经的香港是个多么包容、
灵动、有活力的地方，但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个
样子？”朱珮嘉表示十分不解：为什么好端端
的香港成了如今这副模样，为什么有人要故
意破坏香港、影响香港发展，为什么年轻人被
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还不自知。

就在 7月中旬，朱珮嘉因公开反对示威者
的一些暴力行为，受到黑衣人围攻，并惨遭“起
底”。她的照片、社交媒体账号等隐私被曝光在
网络上，她的脸书不断收到攻击谩骂的信息，
给她的正常生活和心灵造成了很大影响。

据朱珮嘉忆述，她曾被 30 多个高大的黑
衣暴徒团团围住，挡住去路，并遭受言语侮辱。
但勇敢的她竟然当面“教训”这群暴徒：“你们

把香港摧毁了，有你们这群人，香港一定没未
来！”她以柔弱之躯抵挡着这股“黑色恐怖”。

“如果你表达诉求的方式损害了香港的
发展，那就是不对的。”朱珮嘉坚定地说。

连日来，修例风波不断升级，演化为极端
暴力违法行为，屡屡突破法治、道德和人性的
底线。如果当时受到示威者的殴打、折磨怎么
办？朱珮嘉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后怕，但她并不
后悔。

“我完全不后悔，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认
为我做了一件对的事。”朱珮嘉说，“如果每个
人都怕的话，没人出来讲话。没有正义，香港
会变成怎样？”

香港市民的普遍心声都是希望暴力停
止，渴望恢复和平安定、繁荣发展。朱珮嘉表

示，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市民大众更不能
害怕表露自己的立场。

“如果市民们继续沉默，香港就没救
了。沉默等于纵容，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
我们要团结起来，要勇敢站出来！”她说。

朱珮嘉身边很多朋友听闻她的故事
后，都纷纷表示赞同她的做法，并且和她一
样，坚决反对暴力，这让朱珮嘉感到十分欣
慰。“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拥有自己的立
场、观点和态度！”

这位“小人物”，身上却有“大能量”。从
1996 年开始，朱珮嘉就积极参与慈善事
业，帮助贫穷和孤寡老人，多年来服务香港
癌症基金会。近年来还创立了植能量生命
科技公司、饭盒基金，筹办非赢利餐厅，积
极回馈社会。

她一心期望能作为沟通内地和香港的
桥梁，以内地发展突飞猛进为契机，将香港
的先进理念和模式带到内地，为融合两地
智慧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作为一名刻苦打拼的女企业家，她的
生意在这场风波中受到不少影响，但她看
得很开：如果生意和人生立场之间二者择
一，我一定会先选自己的立场。生意只是生
活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没有立场、没有勇
气，那做生意还有什么意思呢？

不惧黑衣人，为正义勇敢发声，发动身
边亲朋参与撑警集会，前往警署慰问警
察……“我不知道还能为香港做些什么，只
希望更多的港人能勇敢站出来，一起救救
香港。”说到这里，朱珮嘉哽咽了。

西方势力持续插手中国
香港事务，这次是七国集团
跳出来说三道四 、指手画
脚，以峰会领导人声明对
“《中英联合声明》的存续
性和重要性”进行所谓“背
书”。拿《中英联合声明》
说事，是西方势力企图为干
预香港事务制造法律依据的
老把戏，但事实上根本站不
住脚，只是更加暴露干涉中
国内政的粗暴无理，既违背
事实和国际法，亦是对中国
人民感情的伤害。

上世纪 80 年代中英谈
判并签署的《中英联合声
明》，终极目的和核心内容
是确定中国收回香港，对香
港恢复行使主权。随着香港
回归祖国以及过渡期工作结
束，联合声明规定的与英方
有关的权利义务就全部履行
完毕了。需要特别指出，联
合声明第三条阐明的中国政
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
以及附件一的相关说明，已
完全纳入中方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予以
落实。谈判中也说得很清
楚，联合声明中对香港基本
方针政策及具体说明系中方
单方面政策宣示，不是双方
的协议，不构成中英之间权
利义务。所以，根据《中英
联合声明》任何条文，英方
早已没有任何权利对香港提
出任何新的权力或责任主
张。

国际法最基本的原则是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
不干涉内政。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对香港的
方针政策通过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来保障。这不需要英
国人来承担什么责任或以别的形式介入，他们也不应介
入，《中英联合声明》没有任何一个条款、任何一个字赋
予英国对“一国两制”实施情况进行所谓“监督”的权
利。

英国尚且无权再插手香港事务，其他任何国家或组织
拿《中英联合声明》这个中英间的双边文件来介入香港问
题，就更是可笑。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
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拿香港繁荣稳定和 700 多万港人福祉
作为牵制、遏制中国发展的“筹码”。不要痴心妄想中国
会拿领土主权、国家安全、国家统一和人民利益做交易。

有关国家和政客如果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还有最
起码的尊重、最基本的遵守，就当立即收手收声，停止干
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发生在香港的游行示威和暴力活动已持续两个多月，
严重冲击香港的法治、社会秩序和经济民生，严重打击国
际投资者的信心，对香港繁荣稳定造成严重影响。没有人
比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中国人民更关心香港的繁荣稳定，
也只有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才能维护好各方利益。我
们要提醒西方有关国家，不要再居心叵测、多管闲事、图
谋不轨，至少勿做损人不利己的傻事，搬起石头可是会砸
自己脚的。

新华社北京 8 月 2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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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激进示威者打砸的

香港店铺面临生存危机

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砸，香港现在被

他们(打砸的人)搞得人心惶惶

提到 25 日晚发生在香港的打砸店铺事

件，附近几家店铺的老板都不愿多说。原来

老板们都还心有余悸，怕他们(打砸的人)看

到，再来搞事

▲ 8 月 28 日，特区政府警务处警
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在香港警
方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情况。

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新华社香港 8 月 28 日电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日前在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
表示，特区政府及警队对暴力行为零容忍，
有责任检视所有现行法律，用法治手段止暴
制乱，早日恢复社会秩序。对此，香港主流
舆论和社会各界均表示，支持特区政府采用
更多法律手段制止暴力，恢复社会和谐与稳
定。

《大公报》28 日发表题为《全面探讨有助
止暴制乱的一切手段》的社评指出，上周末，
暴力进一步升级，黑衣暴徒不再满足于破坏
政府建筑物及侮辱国家主权象征，而是袭击
平民、捣毁商铺，对警察更是穷凶极恶。在这
种情况下，既能止暴制乱，又可减少伤亡，就
是最优选择。

社评指出，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
法。严正执法、公正司法才是最大的挑战，也
是止暴制乱的不二法门。

香港《文汇报》社评《当机立断止暴制
乱 依法先治标再治本》指出，目前发生在
香港社会的暴力冲击不断升级，已经呈现恐

怖主义特征，而警方执法受到不少掣肘，警
员、市民的人身安全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
如果情况恶化，难免出现大家都不想见到的
严重伤亡。特区政府是时候当机立断实施包
括《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紧急法”)在内
的法治手段，有效止暴制乱、恢复秩序，避
免香港完全失控。在法律框架、法治轨道上
平息暴乱后，政府才有可能与各界展开沟通
对话、修补撕裂。

《香港商报》的时评指出，对于任何违
法行为，政府必须严格依法究治。本次风波
已持续两个多月，违法暴力有增无减，对香
港的损害亦然。香港现在最需要的是止暴制
乱，在此基础上，才能有真正的对话、和
解、求真相、找出路。解决一般纷争须法
治，而要处理今日困局更须靠法治。除了国
家宪法和香港特区基本法、驻军法外，在香
港本地现有法律体系中，《公安条例》《警
队条例》《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等，都可赋
予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诸多可有效止暴制乱
的法律手段。法律不是摆着不用，而是视情

况和需要适用的。驱散蒙蔽法治的黑影，
严正依法行事，让法治力量彰显出来，香
港定可迎来光明。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认为，近
日冲突事件愈演愈烈，暴力程度不可容忍。
如果社会要止暴制乱，防止暴力事件升级，
任何法律上容许行政长官去做的，都应该
考虑。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表示，当前示威
者的暴力行径逐步升级，局面难以控制，社
会各界应全力支持特区政府运用一切法治
手段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包括依据法律赋
予的权力采取特别措施。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认为，
以香港目前的局势，有必要引用“紧急法”，
由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颁布符合公众利
益的法令，尽快止暴制乱。他表示，示威活
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仍见不到有止息
的苗头，如果暴力持续，将严重影响香港的
安宁。

港各界支持特区政府采用更多法律手段止暴制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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