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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部分激进示威者向警方
投掷汽油弹，导致警员受伤。12日，又有
示威者阻碍香港国际机场运作，导致这
一重要国际航运枢纽大面积取消航班。
香港主流舆论表示，袭击警方、围堵机场
等恶行严重破坏法治、伤害经济民生，特
区政府应当以有力手段予以应对，避免
整个社会陷入经济困局。

香港《文汇报》刊发社评指出，激进
暴力行为对警察、市民构成全面严重威
胁，试图瘫痪管治、经济和民生。暴力行
为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反法治、反社会的
恐怖主义特征，若进一步恶化，势必将香
港推入危险的深渊。特区政府、警方和
社会各界要高度重视激进暴力的严重危
害性，做好最充分的准备、用好最有力的
手段，才能避免最坏情况的出现。

社评指出，相信警方有足够的力量
遏止暴力。但只有特区政府做好最充分
的准备，用好法律范围的最有力的手段，
才有可能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所有
热爱香港、珍视法治、渴望平安的香港市
民，必须更坚定不移地支持警方严正执
法、平息暴乱，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
迎难而上、勇敢作为，带领港人走出危
局。

《大公报》社评认为，香港近期的一
系列恶行简直丧心病狂，不仅践踏法治，
更具本土恐怖主义的特征。恐怖主义是
寄生于社会肌体上的癌细胞，若不果断
切除，后果不堪设想。

社评指出，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会引发更多的暴力，直至衍生本土恐
怖主义。以为向暴徒示弱就可以换来平
安，只能是一厢情愿。坐视恐怖主义蔓
延，香港将被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七百
多万香港市民都是输家。香港不能再乱
下去了，所有热爱香港的人都要放下分
歧，挺政府施政、挺警方执法，严惩暴徒

及幕后黑手，这是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唯
一选择。

《信报》社评指出，种种信息毫不含
糊地显示，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不
会容忍极端暴力示威者，必要时将采取
果断措施遏止“恐怖主义苗头”，让香港
恢复应有的秩序。当前，普通市民必须
发挥和平理性的思维，重新审视香港人
的共同命运，一来避免个人陷入沉重的
刑事责任，二来避免集体陷入苦不堪言
的经济困局。

社评指出，黑暗无法驱散黑暗，唯有
光明可以，放弃暴力是迈向光明的第一
步。

对于香港国际机场运作严重受阻，
《星岛日报》社评表示，在机场示威的人
士把争取自由和权利挂在口边，但他们
却没有尊重广大市民使用机场的自由和
权利，完全无视市民没法登机的痛苦。
由于运作停顿，机场内的商店、饭店及服
务设施也被迫暂停，数以万计的雇员失
去了上班的权利，甚至收入和职位也受
影响，难道他们的谋生权利就可以不理？

香港《经济日报》社评指出，示威者
瘫痪机场，影响市民外出旅游、留学乃至
商旅计划。若堵塞机场持续，不但影响
市民日常生活，还可能打消境外旅客访
港意愿，更可能影响企业是否经香港转
口货物的安排，损害香港的经济命脉。

《香港商报》时评指出，机场关乎经济
民生，示威者的行为对游客、市民、留学生
及其他商务旅客都带来严重干扰，并威胁
到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若机场占
领频繁发生，航空业界就不得不考虑把航
班搬迁到邻近机场去，那香港岂不是白白
自毁放弃、亲手葬送航空中心地位？面对
这样目无法纪、破坏秩序的恶劣行径，有
什么理由不全力支持警方依法处理、维持
治安？ 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针对媒体报道美国会参议院共和
党领袖麦康奈尔等日前发表“暴力镇压
不可接受”“北京侵蚀港人自治和自由”
等错误言论，外交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
公署发言人 13 日表示，美国会有关议
员无视事实，颠倒黑白，毫无根据地诋
毁中央和特区政府，向极端暴力分子发
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
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香港一小撮激进示威者
不断升级极端暴力行径，屡屡用极其危险
和残忍的方式袭击警察，粗暴践踏香港法
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市民生命安全，
严重挑战香港繁荣稳定，严重触碰“一国
两制”底线。美国对自己国内发生的袭警
行为毫不手软、严惩不贷，但对香港却故
意选择性失明，把香港警察忍辱负重、文
明执法污蔑为“镇压”和平示威。这只会
让世人更加看清美方一些政客的傲慢与
偏见、伪善与冷血、自私与霸道。

发 言 人 指 出 ，香 港 回 归 22 年 来 ，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

到切实贯彻落实，香港同胞真正实现了
当家做主，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权
利和自由。香港法治指数全球排名从
1996 年的 60 多位大幅跃升到 2018 年的
第 16 位 ，高 于 美 国 目 前 的 全 球 排 名 。
铁一般的事实不是美政客想抹黑就能
抹 黑 的 。 难 道 香 港 彻 底 沦 为“ 暴 力 之
都”才是他们乐见的结果？才是他们心
中想要的自治和自由？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
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国家、组
织或个人以任何方式干预。任何人都不
要低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
荣稳定的坚定决心，都不要痴心妄想我
们会屈服于外国干预势力的威胁与压
力。我们强烈敦促美有关政客恪守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绝大多数
香港市民反暴力、护法治、撑警队的正义
要求，摆正位置，认清形势，立即与极端
暴力分子划清界限，立即停止插手香港
事务和中国内政。

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香港暴力事件不断升级、违法乱象
持续蔓延背后，是一小撮“反中乱港”分
子不断煽风点火，甚至勾结外部势力，出
卖香港，出卖国家。他们脸皮不仅够厚
还经常玩“变脸”，今天说是明天变否，只
问立场不问是非，更不问真相，把香港拖
入混乱危险深渊。

香港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日前透
露，第一个敦促特区政府去和内地谈移
交逃犯协议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的，
是“反中乱港”头面人物李柱铭。时任特
区政府政务司司长、现今另一个“反修
例”人物陈方安生接纳了有关修例要求，
承诺尽快修改法例，早日与内地达成移
交疑犯的司法互助协议。

1998 年，香港出现了两宗轰动社会
的刑事案件，一宗是德福花园的“五尸命
案”，另一宗是“张子强案”。由于两宗涉
及港人的案件均在内地法院审理，引起
港人关注，李柱铭因此提出议案，促请特
区政府以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为基础，
尽快就内地和香港移交疑犯的安排与中
央政府商讨及达成协议，“恢复港人对特
区司法管辖权的信心”云云。

去年 2月，香港居民陈同佳涉嫌在台
湾杀害怀孕女友后潜逃回港，特区政府
今年因此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
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堵塞现有法律
制度的漏洞。这一做法完全符合李柱铭
当初的议案精神。

但对于特区政府提出的修例请求，
这些“反中乱港”分子们“变脸”比翻书还
快。当年恳切要求修例的他们开始绘声
绘色地控诉：修例会拆去“防火墙”、破坏

“两制”，港人随时随地成为砧板上的肉，
甚至连外商、访港游客等的人身安全都
毫无保障。

“严重损害香港法治”……为了“反
修例”，李柱铭还飞去加拿大和美国，对
修例极尽抹黑之能事。不知道他去美国

“反修例”时，有没有告诉美国他是香港
第一个提出修例的人？今昔对比，尽显

“政棍”之嘴脸。
“反中乱港”分子玩“变脸”，并非为

了社会公义、为了民众福祉，只是为反对
而反对，挑战特区政府的管治权。他们
要“修例”就是“为了香港整体利益”“维
护香港法治”，别人提“修例”就是“出卖
港人”“损害香港法治”。其实无论此次
修例内容如何，他们都会“跳起来”反对。

从“一地两检”、国歌法到此次修例，
只要有攻击特区政府、扰乱香港的机会，
反对派就一定不会放过。他们曾妄称，
如果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港人只

要在车站附近经过，都可能会被内地公
安绑架，说得很多港人“好惊”。但“一地
两检”实施以来，每天数以万计的旅客进
出，他们宣称的情况并无发生。而当年
叫嚣者，在议题炒作失败后，也“不顾自
身安危”，玩起“变脸”，跑去坐方便快捷
的高铁。

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陈勇接受记者专
访时说，“反中乱港”分子最擅长的就是
在旁煽风点火，把一些恐惧放大。就像
有人讲屋子里有鬼，黑乎乎的大家心里
多少会有点害怕。但只要把灯打开，大
家就会知道屋里到底有没有鬼。现在有
些人不停在门口讲，并且声音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人们也就越来越害怕。本来
如果条例通过了，把灯打开了，人们就会
明白不用害怕。

这些“反中乱港”分子，对于示威游
行中出现的冲突也是两副“嘴脸”：严厉
斥责、恨不得用放大镜去审视香港警察
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行为，并污蔑为“暴
力执法”；对于真正的施暴者，却公然包
庇、极力美化，甚至宣扬这是“无奈之
举”。他们受到攻击时，第一时间想到的
也是寻求警察保护，他们却还攻击、破坏
人家，甚至袭击警察，这种强盗逻辑说明
在他们眼中，只有立场和利益，没有是非
和公义。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只要跟英国
政府立场不一致的人，都要受到惩罚或
打压。香港回归祖国 22 年来，香港居民
从殖民时期的“二等公民”到真正实现当
家做主，依法享有殖民时期根本没有的
民主权利与自由。“反中乱港”分子不去
做有利于香港长远发展的事，反而极力
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甚至“挟洋自重”“卖
港求荣”，真是无耻至极。

“是谁在玩‘变脸’？是谁欺骗市民？”
叶刘淑仪质问说，这些人士应该向香港市
民讲清楚，是谁不断向市民讲假话，误导
他们。她说，现在有些人以“反修例”做借
口，找理由不断冲击政府机构，扰乱社会
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国际失色，让很多想
来做生意或旅游的人感到香港是一个不
安全的城市，用心非常恶毒。

“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
变”。孩子年纪小，情绪不稳定可以理
解。但“反中乱港”头面人物的脸说变就
变，只能说明他们颠倒黑白的本性。希
望善良的香港市民要擦亮眼睛、看清真
相，不要再被这些“反中乱港”分子利用，
不要再让他们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不要
再让他们伤害香港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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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驻港公署

敦促美国会议员与极端暴力分子划清界限

看“反中乱港”头面人物
如何玩“变脸”

香港舆论：

以有力手段应对暴力等恶行
避免陷入经济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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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非法集会影响，香港国际机场 13
日的部分航班被迫取消。示威者下午开
始堵塞离境闸口，机场运作再度严重受
阻，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

一批在机场一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厅
的示威集会者在下午 2时 30分后聚集到
位于上一层的离境大厅，再次搬开限制
非持有机票人士进入的铁栏，进入登机

柜位，并堵塞离境闸口。
香港机管局表示，受公众在机场集

会影响，客运大楼运作严重受阻，所有航
班登记服务已于下午 4时 30分暂停。13
日其余离港和抵港航班将继续运作，航
空公司将就未能完成航班登机程序的旅
客作出安排。机管局呼吁公众人士应避
免前往机场。 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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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际机场再度严重受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