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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7月3日电（柴逸扉、
程龙） 2019“海峡杯”青年篮球邀
请赛近日在台北开赛。来自两岸 53
支球队的 1000 多名青年球员参与角
逐。本次赛事由台湾中华两岸文化
教育暨体育交流发展促进会、台北
市体育局和上海市体育局等联袂主
办，为期5天，在台北市体育馆等5
个赛点同时展开。

本 次 赛 事 分 为 大 学 男 女 组 、
高中男女组和初中男女组，包括

来自上海、江苏、广东等地的 18
支 大 陆 球 队 与 来 自 台 北 、 新 北 、
高雄等地的 35 支台湾球队。为了
体现交流性，每场比赛对阵双方
均为一支大陆球队和一支台湾球
队，大陆球队之间和台湾球队之
间不比赛。

率团前来参赛的上海市体育局
副局长宋慧说，希望两岸青年球员
通过比赛切磋球艺，交流交心。台
湾中华两岸文化教育暨体育交流发

展促进会发言人王晨桓表示，参加
该赛事的球队和球员越来越多，可
见两岸青少年对篮球的热情。

据介绍，“海峡杯”是上海和
台北体育管理部门在双城论坛上签
订的合作交流项目，创办于 2016
年。4 年来，“海峡杯”已发展成为
两岸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规模不
断扩大。

下图：两岸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柴逸扉摄

一些极端激进分子 7月 1日暴力冲击
香港特区立法会大楼，香港社会各界予
以强烈谴责，要求依法追究违法者刑事
责任，呼吁市民共同守护香港法治和安
宁、共同守护香港繁荣稳定。香港媒体
也同声谴责暴力行为严重践踏香港法
治，与和谐发展的社会主流格格不入，
与广大市民安居乐业的愿景背道而驰，
并呼吁严惩暴徒绝不姑息，重塑法治环
境，还香港市民一个和平环境。

法治不容挑战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发表
声明，以暴力手法冲击立法会的行为无法
无天，严重破坏香港优良的法治传统，支
持警方追究责任，把违法者绳之以法，维
持公共秩序。

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严
厉谴责极端激进暴力分子存心搞事，扰乱
公共秩序，挑战法治，呼吁爱好和平、坚信
香港核心价值的市民与他们划清界线。

几大政治团体纷纷发声。民建联认
为，极端激进暴力分子的行径犯下严重
罪行，完全背离了基本法赋予市民和平
请愿表达意见权利的范畴；香港工会联
合会表示，大批有组织、有预谋的蒙面
暴徒行使极端暴力，已超过法律和道德
底线，绝不能姑息；经民联及新民党也
严厉谴责暴行，支持警方依法处置，捍
卫香港社会安定。

港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发表联
合声明，强烈谴责不法分子堵路、袭
警、破坏立法会的严重暴行，并敦促警
队严正执法，全力维护社会安宁和法治。

香港警务督察协会和香港警察队员
佐级协会分别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违法
暴行。警员协会主席林志伟劝告年轻人
切勿被煽动者迷惑，强调冲击政府部门
及袭警是严重罪行，将承担严重后果。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
示，暴徒进入及强闯立法会范围、涉及
藏有攻击性武器等行为已经触犯 《公安
条例》、《刑事罪行条例》 及 《立法会

（权力及特权） 条例》 等，这撮暴力者将
为公众活动制造极大风险。

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严厉谴责暴
徒行为远远超越和平表达诉求的底线，
暴力手法令人发指，警方必定全面调查
及严肃跟进。

暴徒必须严惩

多名香港法律界人士对立法会遭暴
力破坏感到痛心，法律界团体也齐声谴
责暴徒行为已超越香港的法治底线。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大学
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形容示威者的暴力
冲击情况“惨不忍睹”。他发表公开声明
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相信绝大多数
香港市民都会同心谴责这些示威者的所
作所为；市民应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理
性讨论，以合法途径解决纷争。香港律
师会会长彭韵僖批评，冲击立法会的行
为严重破坏香港法治，场面令人痛心，希
望警方严正执法。她说，暴力方法表达意
见完全不能接受，每位香港市民都应尽一
份力，维护香港法治及社会安宁。

香港法学基金会在声明中谴责示威
者袭警，并列出数条激进示威者可能犯
下的罪行；亚太法律协会发表声明严厉
谴责肆意破坏立法会设施并强行闯入立
法会者，批评有关人等必须承担罔顾法
纪的一切法律后果。

香港工商界、教育界、宗教界、专业
界、妇女界及青年团体代表等也分别谴责
暴徒恶行，并力挺警方守护公平正义。

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
合会、香港工业总会和香港中华出入口
商会表示，极端暴力分子罔顾法纪，严
重影响社会秩序和市民安全，必须予以
强烈谴责。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香港
校董学会、香港教育评议会、香港中学
校长会执委会、高龄教育工作者联谊会
等教育团体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暴力行
为，呼吁以和平理性方式表达诉求。香
港六宗教领袖举行座谈会表示，对示威
者闯入立法会大楼蓄意破坏的行为深感
痛心，呼吁香港市民抵制任何破坏法
纪、损害和平及暴力伤害他人的行为，
希望社会重回和平共融的轨道。香港妇
联等 30 个团体发表联署声明，谴责少数

人以违法暴力行为破坏香港社会引以为
荣的法治精神，支持警方严惩暴徒。香
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等多个专业
界团体也强调，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守护香港公平正义。60 余家青年团体、数
百名青年学生发起“香港各界青年联署”，
强烈谴责暴徒的公然暴力行径，敦请警
方尽快依法查处这些违法犯罪行为。

共同守护安宁

香港媒体对极端分子暴力冲击立法
会的行为也给予一致谴责，认为事件已
严重践踏香港法治，是对和平社会的亵
渎，必须严格执法，全力推动维护香港
繁荣稳定的一切必要手段。

《信报》 发表社评表示，暴力冲击行
为不能接受，破坏立法会大楼的滋事分
子全该依法处理，不能任由秩序大乱、
法纪沦丧。

《明报》社评强调，“暴力就是暴力，不
能找借口美化。”和平、理性、非暴力是香
港社会核心价值之一，暴力冲击立法会行
为必须予以最严厉谴责，社会也必须站起
来与暴力划清界线，不可变相纵容。

《星岛日报》 发表社论说，香港大多
数市民期盼和平安定，极端暴力的行为
与这一愿景完全相违背。面对暴力带来
的创伤，各界应合力遏止这股狂流，让
社会重回正轨。

《香港商报》 发表时评表示，绝不能
纵容暴力，绝不能放过暴徒。游行示威演
变为激烈极端的暴力攻击，损害的是公共
设施与安全稳定、香港的核心价值与精
神以及香港在国际社会的声誉与形象。

《文汇报》 社评重申，香港始终是
“法治之都”、“平安之都”，追求法治正
义依然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和主流民意，
这个社会大环境下的人心所向没有变也
不会变。

香港舆论普遍认为，世界上没有哪
个地方和人民会容许暴力，此种严重违
法行为是对法治的极大挑衅。香港社会
的安宁来之不易，全社会应团结一致，
万众一心，共同守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本报香港7月3日电）

香港各界强烈谴责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

对 暴 徒 绝 不 能 姑 息
本报记者 陈 然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记者侯晓晨） 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3日批驳英国外交大臣亨特涉
港言论时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希望
英方不要再自不量力，粗暴干涉香港事务。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2日，英
国外交大臣亨特接受采访时称，《中英联合声
明》 仍旧有法律约束力，如果得不到履行将
会有严重后果。亨特还表示，英国支持香港
居民捍卫英方为其争取来的自由，希望所有
国家履行国际义务。香港特区政府不得将抗
议中的破坏行为作为镇压的借口。请问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我已经连续两天就亨特先生的涉港言
论作出回应，表达了中方的强烈不满和坚
决反对。但是他似乎还沉浸在昔日英国殖
民者的幻象当中，还执迷于居高临下对他
国事务指手画脚的恶习当中，仍然不知悔
改，继续信口雌黄，我今天索性再多说几
句。”耿爽说。

他说，第一，关于 《中英联合声明》，我
要再次强调，随着香港回归祖国，《声明》中
所规定的与英方有关的权利和义务都已全部
履行完毕。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
行使主权，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
港实行管治。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一无主
权，二无治权，三无监督权，根本不存在任
何所谓“责任”。英方动不动就以“守护者”

自居，这纯粹、完全是自作多情、痴心妄想。
第二，所谓香港居民的自由是英方争取

来的，简直是厚颜无耻！我提醒亨特先生，
在英国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期间，香港毫无
民主可言，港人就连上街游行的权利都没
有。恰恰是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依照宪法
和基本法，切实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保障香港居民依法
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第三，7 月 1 日在香港特区发生的暴力
冲击立法会事件，是践踏法治、危害社会
秩 序 的 严 重 违 法 行 为 。 亨 特 先 生 罔 顾 事
实，居然称特区政府是在“镇压”，这完全
是颠倒黑白。我要问问亨特先生，如果英
国议会被围攻、被闯入、被破坏，英政府
会听之任之、坐视不管吗？如像亨特先生
说的这就是民主，他是否认为严密把守英
国议会的警察应该撤走，让那些常年站在
议会对面的示威者进入议会？他是否也认
为英国警方处理 2011 年 8 月发生在伦敦的
骚乱事件是镇压呢？

“最后，我要强调，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决不允许任何外国政府、组织或个人粗暴干
预。我们希望英方，特别是亨特先生不要再
自不量力，粗暴干涉香港事务，这注定是徒
劳的。”耿爽说。

新华社香港 7月 2日电 针对美国、英
国、欧盟等方面分别就7月1日香港发生的示
威游行以及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所作表态，
外交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公署负责人 2 日表
示，对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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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有关国家
立即停止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
的错误言行。

该负责人表示，一些极端激进分子以反
对修订 《逃犯条例》 为幌子，采取极为暴力
的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肆意损坏立法会设
施，严重践踏香港法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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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此表示极度愤
慨和强烈谴责，坚决支持特区政府依法追究
暴力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

该负责人指出，暴力犯罪分子罪行确

凿、令人发指，任何有良知、讲法治的人都
应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少数国家和组织故
意混淆和平游行和暴力犯罪，面对暴徒疯狂冲
击香港立法会大楼、野蛮破坏立法会设施的暴
力犯罪行为视而不见、颠倒黑白，不仅不反对
和谴责，反而还在道貌岸然地奢谈所谓自由权
利，要求确保暴力犯罪者的“和平抗议的权
利”，为暴力犯罪分子撑腰打气、摇旗呐喊。

该负责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
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势力
以任何借口干预香港事务，绝不会坐视外国
势力肆意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香港的繁荣稳
定。我们再次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错误言
行，立即停止纵容暴力犯罪，立即停止插手
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尊重中国主权安全，尊重特区
政府依法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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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电 （记者刘芳
洲、张玉洁） 第五届“爱·在芒果”
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
湘实习交流活动7月2日在湖南长沙
正式启动。来自台湾45所高校的50
名学生将在湖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
湖南卫视和芒果TV等单位进行近一
个月的实习交流。

湖南广播电视台因其台标像芒
果，被观众亲切地称为“芒果台”。

本 次 活 动 将 通 过 节 目 创 意 实 战 、
沉 浸 式 节 目 实 景 场 地 拓 展 训 练 、
芒果职业规划洽谈会等环节，锻
炼学生的节目制作思维模式，体
验真实的节目制作环境，帮助学
生梳理职场目标，挖掘认识自身
核心竞争力。

湖南省台办副巡视员杨金定
说，本次活动是湖南广播电视台与
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为两岸青年

追梦、圆梦和实现人生出彩搭建的
平台，“希望同学们展现青春力量，
展示优秀才华”。

据介绍，此次活动提供的实习
岗位包括电视主持、新媒体运营
等，实习内容包括参访交流、拓展
训练、节目策划、节目录制、座谈
观摩等。活动将持续到 7 月 27 日，
台湾学生们将以小组形式共同提交
实习视频作品。

从西宁出发，近 3000 公里的行程，途经青海 7 市
州、17县……6月20日至28日，来自两岸20多家媒体的
30多人感受如诗如画的大美青海，更感动于生活在这块
土地上人民的勤劳坚韧。

此次是由全国台联组织的 2019两岸记者青海行。6
月底，正是湟鱼在当地河流中产卵的洄游季。在海北
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泉吉河畔，两岸记者目睹成千上万
的湟鱼逆流而上。湍急水流中，它们奋勇跃过一级级
台阶。

据介绍，上世纪60年代，人们大量捕捞湟鱼，湟鱼
成为濒危物种。上世纪80年代开始，青海省政府封湖育
鱼，刚察县政府将沙柳河拦河坝改建成21级台阶，以便
它们洄游。台湾资深媒体人任以芳特别以湟鱼为题做了
直播。她说，20年前她随家人到青海，对湟鱼有很深的
印象。“他们和我讲，湟鱼每年才长一两，长大很不容
易。当时我觉得生长那么慢，如果再吃它，说不定有一
天就灭绝了。没想到，这次听说当地政府禁止捕捞，当
地藏民也自发保护。政府为辅助湟鱼平顺产卵、繁衍子
孙，还修建了层层渔梯。我很感动。”

果洛藏族自治州。年宝玉则意为“勇武的松耳石
峰”，海拔 5300多米，常年积雪。雪山之下，两岸记者
造访的仙女湖湖水澄澈如镜，6月，满山坡的格桑花将
草原点染得一片金黄，美如仙境。

镜头前，50岁的尼玛介绍，作为久治县1300多名护
林员中的一员，他每天早上放完羊，就到自己负责的区
域清理白色垃圾，巡视草场，禁止私自采挖。

“木栈道都拆掉了，以前向湖中抛撒供品的宗教祈
福仪式也停止了。”左拥军说。他是久治县索乎日麻乡

党委书记，也是仙女湖的“湖长”。
久治县副县长扎旦说，2018年 4月年保玉则景区关

停，并为每块土地、湖泊设立了生态保护员，动员全县
力量，“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

同样在黄河源头，鄂陵湖和扎陵湖清澈如玉。台湾
亚太新闻网记者梁昭玉感叹，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当地政府愿意牺牲旅游业产值，永续保存生态环境
资源，此举令人感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两岸记者的最后一站是玉树藏族自治州。2010年玉
树遭遇 7.1级强震，然而，从海拔 3700米的当代山顶俯
瞰玉树，扎曲河、巴曲河交错间，是一座错落有致、生
机勃勃的城市。

台湾 TVBS电视台记者陈相如表示，看到这些五颜
六色的藏式房屋，想到在高原运送物资之艰难，玉树能
如此快速地重建整个城市非常不容易。她表示：“和当
地人深聊，发现他们和我们这些没有经过大地震大灾难
的人，对于生死的态度有很多不同。他们更珍惜当下，
对于山水天地充满尊敬，这让我很是敬佩。”

在抗震救灾纪念馆，年轻的中新社记者王捷先看到
震前震后的图片后说：“今天的玉树更加整洁，房屋抗
震标准也明显提高。”他深深地记住一句话：“告别是结
束也是开始，是痛苦也是希望。”“多难兴邦，美丽的新
玉树就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见证。”

走过 1/3的青海，梁昭玉一路都在拍、都在看。细
心的她发现：“高速路四通八达，ETC 很普及，地方基
础建设也都非常完善。而且，很多地方在‘种电’，我
看到很多太阳能发电面板……相信不出三五年，青海一
定有更多让人刮目相看的新风貌。”

两岸记者走进大美青海两岸记者走进大美青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立极孙立极

台生抵湘开启“芒果台”实习交流台生抵湘开启“芒果台”实习交流

“海峡杯”青年篮球邀请赛在台北开赛

年宝玉则风光年宝玉则风光。。 （（网络图片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