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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会 7 月 1 日发生一起严重的暴力事件。一群
极端激进分子堵塞交通干道，用带有毒性的化学粉末
攻击警员，以极其暴力的方式攻击立法会大楼，大肆
破坏立法会设施，一连串目无法纪的行径让人震惊、
愤慨。事发后，社会各界均对暴徒的暴力行为予以最
严厉的谴责，要求警方全面调查，严肃跟进，对涉事
人员严惩不贷。

在香港回归祖国22周年的喜庆日子，极端激进分子
以反对特区政府有关条例修订为借口，制造暴力事件，
损毁神圣的议事殿堂，歹心昭然，丑态毕露。香港特区
政府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说，立法会大楼遭破坏的情况

“令人发指”。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则形容“惨
不忍睹”。玻璃门被砸碎，铁栅栏被撬起，区徽被抹黑，
现任和前任立法会主席画像被损毁，墙上被涂满狰狞的
标语口号，一般的“罪案现场”都比之不及。特区政府
行政会议全体非官守议员表示，这种行为“无法无天”。

暴力事件践踏香港法治，破坏香港社会秩序，损害
香港的根本利益，是对“一国两制”底线的公然挑战。
市民有同感，社会有共识，谴责声音铺天盖地而来。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明确表态，对违法犯罪行为必定追究到
底。42 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发表集体声明，呼吁人们
共同发出不容破坏社会秩序的讯息；60 多家青年团体
联署表示，呼吁警方尽快查处，捍卫香港法治、安宁。
触犯群怒，引发公愤，极端激进分子人心丧尽，已成众
矢之的。

香港市民的游行、示威和集会活动，在基本法保
障下享受充分的自由。香港一年举行的多场游行活动
均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特区政府也注重
民意，愿意以开放、包容的施政风格与社会同心同
行。但以示威之名行暴动之实，以暴力手段挑战社会
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明报》 社评说，暴力就是暴
力，不能找借口美化，社会必须站出来与暴力划清界
线，不能采取和稀泥态度。《信报》 社评说，暴力冲击
行为对于和平示威活动是一种亵渎，应当尽快拨乱反
正。极端激进分子视法制如无物，陷市民于危险，人
人乐见对他们施加严惩。

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
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修例事件也是如此。但极端激进
分子利用相关事件进行暴力对抗，意图早已不再是修例
事件本身，而是旨在破坏“一国两制”和冲击香港特区
政府管治，想通过把香港搞乱火中取栗，实现一小撮人
的政治野心。香港市民心明眼亮，不会被其欺骗到，也
不会被其恐吓到；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更不会受其干
扰，只会让全社会更加明了“保公义、护安宁”的可贵。

香港是市民的美丽家园，有 740 万同胞守护，香港
是祖国的南海明珠，为近 14 亿国人珍视。“一国两制”
在香港 22 年的实践成果来之不易，香港于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再次扬帆起航，是人们共同的期
愿。对突破了底线的暴力行径，中央政府坚决支持香港
特区政府和警方依法处置事件，让香港重回秩序、市民
重享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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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2日电 （记者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 日说，中方对有关国家
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表示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7 月 1
日，在香港特区发生的暴力冲击立法会大
楼、肆意损坏立法会设施的行为，是践踏法
治、危害社会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我们对
此予以强烈谴责。中央政府坚决支持香港特
区政府和警方依法处置该事件。

他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
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对有关国家粗暴干
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

反对。我们再次告诫有关国家谨言慎行，不
得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内部事务，不得以任
何形式为暴力违法分子撑腰壮胆，不要发出
任何误导信号，不要作出任何错误举动。

有记者问：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就不法分
子暴力冲击香港特区立法会大楼发推特称，
英方坚定不移支持香港及其自由，暴力行为
不能接受，但香港人民必须拥有在法律范围
内和平抗议的权利。对此中方有何评论？

耿爽说，近段时间以来，中方已多次就香
港特区政府修例问题向英方阐明立场，并就英
方不当言论提出严正交涉。但英方无视中方立
场，频频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

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他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
预。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
坚定不移，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决心坚定不移，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的态度坚定不移。我们
要求英方深刻反思错误言行的后果，立即停止
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另有记者问：美、英、欧盟在声明中表
示，香港人民应拥有和平抗议权利，同时应
避免暴力行为，当前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克
制。你是否有进一步评论？

“如果发生在香港的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
发生在美国或者欧洲，他们会怎么处理，会听之
任之吗？”耿爽说，大家在电视上都看到过美国
和欧洲警察对待暴力行为的执法场景。为什么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香港，他们不但不反对和谴
责，还要跳出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貌似公允
地鼓吹和平抗议的权利，呼吁避免暴力行为？！
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极其虚伪丑陋！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国务院港澳事
务办公室发言人 2 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
的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发表谈话，表示坚决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警方依法处置该
事件，并依法追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责任。

该发言人表示，7月1日是香港各界人士
纪念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
喜庆日子，但一些极端激进分子却借口反对
特区政府有关条例修订，以极为暴力的方式
冲击立法会大楼，肆意损坏立法会设施。这

种严重违法行为践踏香港法治，破坏香港社
会秩序，损害香港的根本利益，是对“一国
两制”底线的公然挑战。我们对此予以强烈
谴责。

该发言人表示，中央政府坚决支持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警方依法履行职责，并支
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机构依法追究暴力犯
罪者的刑事责任，尽快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保障市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香港的繁荣
稳定。

新华社香港7月2日电 中央人民政府驻
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负责人7月2日发
表谈话指出，对香港7月1日发生在立法会大楼

的暴力事件表示震惊、愤慨和强烈谴责，坚决支
持特区政府对有关严重违法行为追究到底。

该负责人指出，一些极端分子以极其暴力

的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在大楼内进行一连串
目无法纪的大肆破坏活动，令人震惊、痛心和愤
怒。他们的暴行是对香港法治的极大挑衅和践
踏，严重损害香港的社会安定，绝对不能容忍。

该负责人表示，香港中联办坚定支持特
区政府依法追究有关暴力行为，坚决维护香
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与香港各界人士共同维
护香港繁荣稳定局面。

新华社香港7月2日电 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2日凌晨表示，对部分示威者1
日以极暴力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的行为感到
十分愤慨和痛心，予以强烈谴责。对于任何
违法行为，特区政府必定会追究到底。

香港部分激进分子，1 日晚暴力冲击并

占领立法会，对立法会议事厅内设施进行大
肆破坏。香港警方午夜后进行清场，将暴力
冲击并占领立法会大楼的示威者驱离。

2 日凌晨 4 时许，林郑月娥会见传媒时表
示，有示威者由 1 日早上开始一直与警方对
峙，堵塞道路，以不明液体攻击警察。中午时

分，情况急转直下，示威者以极暴力的方式冲
击立法会大楼，用铁棍、铁箱车破坏大楼玻璃
外墙，用带有毒性的化学粉末攻击警察。晚上，
示威者强行闯入立法会大楼，在里面大肆破
坏，损毁了庄严的议事厅和特区区徽。

林郑月娥说，这些目无法纪的暴力行为严
重影响香港法治的核心价值。她对此感到十分愤
慨和痛心，予以强烈谴责，相信市民也有同感。

她说，警方处理整日的暴力行为时一直
表现克制，但对于任何违法行为，必定会追
究到底。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坚决反对有关国家粗暴干涉
香 港 事 务 和 中 国 内 政

就香港发生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发表谈话

对香港发生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

香港中联办负责人表示强烈谴责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强烈谴责暴力冲击破坏立法会行为

“你们辛苦了！”

为进一步增进香港社会各界对驻
港部队的了解，加强相互沟通与交
流，驻港部队定于 6月 29日至 7月 1日
先后开放三个军营。第一天安排在驻
军石岗、新围两座军营，吸引约2万香
港市民冒雨入营参观。后两天的军营
开放活动在驻军昂船洲军营举行，有
近3万市民走入军营参加庆祝活动。

6月29日，石岗营区广场边人头攒
动，不少市民挥舞着手中鲜艳的国旗
和区旗观看表演。广场中央，军乐队列、
刺杀操、格斗术等课目接连上演。在由
某合成旅特种作战营官兵组织的“猎
人战斗”课目中，特战队员按照实战
要求，密集展示高空索降、穿越火
障、突袭射击等作战能力，参观市民
纷纷拍照留念。直升机飞行表演中，
双机编队、莱维斯曼特技飞行、蛇形
机动等课目引起观众阵阵惊呼。

一名现场参观的香港市民说：“回
归了祖国的怀抱，有了人民军队的守
护，才让我们有了家一样的安全感。”
72 岁的香港市民陈先生曾参加过香港

回归仪式，他激动地说：“祖国好，军
队强，香港才能好！”

6月29日下午，新围军营也迎来了
一批香港市民。夏天的香港闷热潮
湿，时有落雨，但丝毫没有影响市民
的参观热情。有的市民不顾自己淋
雨，撑着伞为正在站岗的士兵挡雨，
还有市民拿出随身携带的纸巾，轻轻
擦去士兵额头上的雨水和汗水，心疼地
说：“你们辛苦了！”场面温馨感人。

“兵哥哥很帅气”

连续两天开放的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昂船洲军营 7月 1日迎来香港青年学生
专场。

昂船洲军营在每年的驻港部队开放
活动中人气颇高。为减少市民排队时间，
优化参观体验，驻军今年特别在昂船洲
军营足球场上增加了格斗技术、刺杀操
等展示的表演场次。

与足球场一路之隔的是海、陆、空
军装备以及后勤保障装备与器材展示
区。登陆舰、护卫舰、武装直升机、轻武
器以及突击车等装备区都有参观者排
着长队等候。

紧连着的训练体验区，不少长辈
带着孩子逐个观摩。在战场救护体验
区，有参观者扮演手臂受伤者，官兵
为其进行前臂骨折固定包扎，并讲解
使用施压式止血带应对不同伤情的止
血方法。

开放日的装备展示吸引众多参观
者驻足，香港学生在官兵的指导下，
学习如何持枪。小温和小欧都是第一
次亲身感受枪的质感，觉得真枪比想
象中重很多。看过表演后，他们也很
佩服军人过硬的身体素质。小陆说，
试枪时军人的讲解很耐心，他们看上
去很严肃，其实很温柔。第一次来参
加军营开放日的小张则对猎人战斗表
演印象最深刻，称赞表演很精彩，士
兵们配合默契，她也赞“兵哥哥”很
帅气，天气炎热依旧坚守岗位。

开放日成品牌

来自沙田的张先生夫妇 6 月 29 日
早上7时刚过，就带着女儿小瑜出发前
往石岗军营。张太太表示，希望带孩
子来多见识一下驻港部队，“上一次也
是在军营开放日，我们去了昂船洲，

这次还是让孩子见识一下，让他们知
道军人哥哥其实是很辛苦的，想让她
长点见识。”

夏天的香港艳阳高照，时有雷雨，
但不论天气如何变化，驻港部队的官兵
们都在默默守护着香港。在这次的开
放日活动中，驻港部队官兵还为前来
参观的市民们精心准备了帽子、雨
衣、矿泉水和纪念品等小礼包。官兵
们对市民的关怀以及专业精神，让六
年级的香港小学生严以诺备受感动：

“军队很专业，我们每次拍照，他们都
不会望过来。我六年级即将升中学，
驻港部队官兵对我的启发是，我要专
业一点，不要受其他人影响。”严以诺
的妈妈严太太表示：“在参观过程中，我
们有遮挡，但驻港部队官兵却没有遮
挡，都在尽责地站岗，为我们服务，我们
很感谢他们的付出，很关怀我们，在开
放日为我们花了很多的工夫。”

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驻港部队
已经举办 31 次军营开放日活动，累计
接待约 78.1 万名市民入营参观，该活
动已成为深受香港市民欢迎和喜爱的

“品牌活动”。

驻港部队军营开放日军民互动乐融融

“祖国好，军队强，香港才能好！”
闵 喆

本报北京7月2日电 （俞晓）“龙脉相传·青春中华——
2019 年全国台联第十六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总营开营仪
式”2日在北京举行，近300名台胞青年参加仪式。

开营仪式上，全国台联会长黄志贤为夏令营授旗，全
国台联副会长纪斌致欢迎词。纪斌说，今年是 《告台湾同
胞书》 发表 40 周年，本届夏令营把握时代契机，将继续为
促进两岸青年交流、深化两岸民间融合发展而努力。希望
大家在行程结束后，能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向更
多台湾亲人和朋友讲述在大陆参访、学习的故事，讲好大
陆发展变化的故事，讲好两岸同胞之间相互了解、心灵契
合的故事。

本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作为全国台联品牌活动，汇聚
营员1300多人，由近40个台湾组团方选派，分赴26个省、自
治区、市，分为传统营、地方特色营和研习营三个板块，旨
在加强交流、突出体验、促进融合。其中参加北京段行程的
营员有近300人。

北京总营活动时间从7月1日持续至5日，期间邀请中国
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 80 人参加活
动，同时邀请部分大陆台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活动包
含摄影、微视频、征文大赛等。

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北京开营

7月 1日，大批香港青年学生
冒着酷暑，来到早已盛装以待的解
放军驻港部队海军基地——昂船洲
军营参观，近距离体验驻军官兵们
的训练、工作及生活，亲身感受祖
国的强盛。

10时许，汇演正式开始。仪仗
队分列式、升国旗仪式、军乐队表
演、格斗技术、猎人战斗等课目接
连上演，欢呼声、惊叹声和掌声在
人群中此起彼伏。印有“祝愿香港
明天更美好”的巨大红色横幅，在
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醒目。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郜婕） 致力于在香港各学校推广
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教育的“认识宪法、基本法——与法
治同行”系列比赛 6月 29日举行颁奖典礼，来自香港各区多
所中小学和幼儿园的上百名学生和家长获奖。

系列比赛分为中学校际问答论证赛、中小学标语创作比
赛、幼儿园亲子填色比赛和家长平面设计比赛等环节。共有
超过300所学校的近2.5万名学生和家长参与。

颁奖典礼当天下午在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中小
学礼堂举行。礼堂里展示了在幼儿园亲子填色比赛和家长平
面设计比赛中获奖的数十幅作品。作品以认识宪法和基本法
为主题，不少作品融入国旗区旗、紫荆花、广深港高铁列车
等元素，构思巧妙，色彩鲜艳。

颁奖典礼前还举行了本次系列比赛的重头戏——中学校
际问答论证赛的决赛。超过60所参赛中学中，共有11所学校
入围，最终决出前三名和“最佳论证”个人奖。

获得冠军的中华传道会安柱中学学生告诉记者，他们为
参加此次比赛准备了数星期，学习了不少关于宪法和基本法
的知识。比赛的问题涉及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和国歌法
等话题，有助他们加深对“一国两制”的认知。

活动主办方香港善德基金会主席董吴玲玲在颁奖典礼上
表示，这项系列比赛今年已是第五届，过去 4 年共有超过
1000 所学校的逾 9 万人次参与。今年的比赛新增中学标语创
作比赛和中学校际问答论证赛，增设网上点击率大奖，希望
鼓励学生通过不同类型的比赛和活动，更积极主动地认识宪
法和基本法，进一步了解“一国两制”和法治精神。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陈帅夫致辞时表
示，特区政府重视宪法和基本法的宣传教育工作，希望与社
会各界合作，鼓励市民、尤其是学生增进对宪法和基本法的
认识和对国家的认同。他希望参与系列比赛的学生、家长和
学校将参赛心得和所获知识传递给更多人。

香港“与法治同行”系列比赛颁奖香港“与法治同行”系列比赛颁奖

77月月11日在昂船洲军营举行的升国旗仪式日在昂船洲军营举行的升国旗仪式。。易易 定定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