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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来，香港少数激进分子以反对
特区政府修订有关条例为幌子，肆无忌惮地
煽动和实施暴力行为，违反基本法和香港本
地法律，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底线。无论
施暴者怎样包装自己的诉求，暴力就是暴
力，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暴徒的恶劣行
径必将面临法律制裁，香港的法治尊严必须
得到维护。

从冲击立法会大楼、围堵警察总部、咬
断警察手指到围堵中联办并污损国徽，香港
极端激进分子的这些暴力行径严重践踏香港
法治，伤害民族感情，公然挑战中央权威。
他们还肆意堵塞道路、蓄意破坏公物、“占
领”机场和地铁站，甚至非法储存危险物品
及大量攻击性武器，当街纵火打砸，所作所
为已严重触犯法律，扰乱社会秩序并威胁公
共安全。

对于持有不同立场的香港人士，他们动
辄发出恐吓声明，围攻打砸其办事处，甚至
破坏侮辱对方祖坟，手段卑劣，泯灭人性。在香
港国际机场面对未接受示威者传单的长者，竟
凶狠地围追堵截、叫嚷冲撞，还在其后背贴上
黄色标语进行羞辱，丑恶行为令人震惊。

如此横行无忌，作恶多端，自认“宣扬
民主”便公然诉诸暴力、践踏法治，却对意
见不同者挥舞大棒喊打喊杀，这是哪门子

“民主自由”？又谈何“和平示威”？

香港作为多元、开放、包容的社会，允
许持不同意见者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理性地
展开讨论，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身诉求。特
区政府也一直对此予以尊重。但如果因此陷
入泛政治化的漩涡，刻意制造对立，存心煽
动对抗，违法实施暴力，不仅对于意见的表
达、问题的解决毫无益处，还会将香港社会
带入混乱的泥淖之中。

在此次反修例事件中，香港一些极端激
进分子屡屡煽动暴力，提出与修例无关的诉
求，显见其用意早已不在反对修例，而是有
组织、有预谋地针对特区政府管治和“一国
两制”展开攻击。试图以不断升级的暴力行
动，挑战特区和中央政府的底线，试探社会
容忍的底线，以实现瓦解警队执法能力、破
坏特区政府管治、摧毁香港社会秩序进而夺
取香港管治权的图谋。对此，特区政府和广
大市民决不会答应。

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需要悉心
守护。任何政治诉求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
上，违法者必须受到法律制裁。这一点毫无
疑问，容不得任何“冠冕堂皇”的美化，更
不能妥协和纵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表示，
言论、集会等权利受基本法保障，但示威时
有违法行为便要受到法律制裁。试想，如果
持不同意见者动辄诉诸暴力违法手段，去争
取他们自我标榜的“公义”，甚至叫嚣为达

目的而行暴力的“必要性”，那香港岂非永
无宁日？

任何文明和法治社会都不会容忍暴力横
行。此前几名违法“占中”头目冲击特区政
府总部广场，最终依法被判入狱数月。部分
反对派人士却为之喊冤，声称其为“政治
犯”。此番反对派和极端激进分子故伎重演，
混淆黑白，误导民众，合理化甚至美化反政
府、反法治的暴行，以所谓的“道义”包裹
其乱港的祸心，向外部势力摇尾乞怜，妄图
争取外界“同情”和“支援”，任由香港社会
陷入沉沦，令法治城市的美名蒙羞。

值此香港法治、社会秩序、经济民生和
国际形象遭受严重冲击之际，香港“沉默的
大多数”起而发声，越来越多的市民痛斥暴
徒，支持特区政府和警方依法履行职责，支
持特区有关机构依法追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
责任，守护港人引以为傲的法治精神，力推
香港重回繁荣稳定的轨道。

香港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社会。港
人对法治的信仰、对和平理性的坚持不会
变。面对反暴力、护法治的强大民意，阴霾
终将散去，东方之珠也将重放光芒。

本报北京7月29日电（记者张盼） 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29日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国
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徐露颖介绍对香
港当前局势的立场和看法。发言人表示，希望
香港社会各界人士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暴
力，坚决守护法治，希望香港社会尽快走出政
治纷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发言人表示，近期，在香港围绕特区政府
修订 《逃犯条例》 和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
条例》，发生了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和暴力事
件，引起国际国内广泛关注。中央政府一直密
切关注近期香港局势的发展变化。

发言人指出，对于香港社会针对修例举行
的各种和平的游行集会，特区警方一直依法批
准并提供保护。但 6月 12日以来，一些激进示
威者蓄意制造暴力事件，其行动完全超出了和
平游行示威的范畴。发生在香港的游行示威和
暴力冲击活动已持续一个多月，对香港的法
治、社会秩序、经济民生和国际形象造成了严
重影响，令所有关心香港、珍爱香港的人备感
痛心。

他表示，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旗帜鲜明
地反对和抵制暴力。香港近期事态的演变，特
别是少数激进分子实施的暴力活动，已经严重
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严重挑战了香港
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到香港市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也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
底线，绝对不能容忍。任何文明和法治社会都
不会容忍暴力横行。希望广大市民清醒地认识
到当前事态的严重性，共同声讨激进分子所作
的恶、犯的罪，阻止他们祸害香港的行径。

发言人说，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坚决守
护法治。法治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
是香港良好的营商环境的基础，是香港保持繁
荣稳定的重要基石，绝不能坐视一小部分人肆
无忌惮地践踏。法治的支柱一旦动摇，香港的
繁荣稳定亦将不保。中央政府坚决支持林郑月
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
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有
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坚
决支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港法治的行动。

他还表示，我们特别理解和体谅香港警队
及其家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借此机会，谨向
一直坚守岗位、恪尽职守、无惧无畏、忍辱负
重的优秀香港警察，致以我们崇高的敬意！

发言人说，希望香港社会尽快走出政治纷
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发展是香

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正道。香港虽然积攒下一些不错的家
底，具有一些有利条件和独特优势，但也经不起折腾。香港乱下去，全社会都
要“买单”。特区政府和全社会都应该想方设法，采取更有效的举措，推动经济
发展、民生改善，特别是帮助年轻人解决在住房和学业、就业、创业等方面遇
到的实际困难，纾解他们的怨气。中央政府愿意与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人
士一起努力，为他们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发言人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
度安排。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
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我们相信，在中央政府和祖国
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香港同胞一定能
够把香港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香港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
战，“一国两制”这艘航船一定能够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发言人说，在香港围绕修例发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活
动和暴力冲击活动过程中，西方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发表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
论，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就是对暴力违法犯罪
应当给予一些同情，给予一些理解，甚至要给予一些包容，但是对于警方恪尽
职守、维护社会治安、维护香港法治的行为，他们倒觉得应当给予批评、指责
甚至问责。这种逻辑是荒谬的，也是滑稽的。

他指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容不得任何外部势力横
加干涉，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频频在这段时间里说三
道四，甚至给一些人撑腰打气，他们的用心，说穿了无非是想把香港搞乱，把香港
变成中国的一个麻烦，进而牵制、遏制中国的发展。这个图谋是无法得逞的。

针对香港有人鼓吹暴力、主张“违法达义”，发言人应询指出，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是任何一个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任何主张，无论自认为目标多么
崇高，都不能以违法的方式表达，更不能诉诸暴力。暴力就是暴力，违法就是
违法，其性质不会因为标榜了什么旗号而有所改变。近期香港社会各界多次发
起守护香港的大型集会，呼吁维护法治、反对暴力，正代表了香港社会真正的
主流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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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对激进分子暴力乱港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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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7月29日电（记者连锦添、陈
然） 香港警队 7 月 27 日、28 日在元朗和港岛
严正执法，在处置两起非法集结中成功遏止
暴力行为。连日来，香港各界团体和市民纷
纷谴责暴力，支持警方的行动，并前往多个
警署慰问警察。他们表示，激进示威者的暴
力违法行为蓄意破坏社会安宁、挑战法律，
绝不能姑息。为了香港市民的共同利益，必
须坚决挺警执法。

据香港警方介绍，7月28日激进示威者的
行为越演越烈，由最初拆铁栏、掷铁枝和砖
头，及至到处纵火和大肆破坏。这种行为已
严重偏离和平表达诉求的原则，警方予以强
烈谴责。在驱散激进示威者的行动中，警方
拘捕至少 49 人，这些人涉嫌干犯未经批准的
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等罪行。警方表示，
有决心、有能力把违法人士绳之以法。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 29 日凌晨发表声
明，对激进示威者目无法纪、以暴力破坏社
会安宁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表示，
会继续全力支持警队严正执法，遏止所有暴
力行为，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 29 日发公告表
示，在过去一个多月，警察需要长时间工
作，不时被示威者暴力冲击，有部分警察同
事受伤。刚过去的周末，在又热又潮湿的天
气下，警务人员长时间配戴防暴面具执行任
务，凭着高度专业及勇敢的表现成功平息事
件，过程中亦避免了大量伤亡。他感谢警察

的努力及贡献，“大家的忠诚、勇气和无私付
出有目共睹，我亦为此深感自豪。我们要坚
持下去，守护香港的法治。”

香港民建联 29 日强烈谴责非法集结、暴
力冲击警方等行为。民建联表示，无论在元
朗还是在港岛，示威者的所作所为明显是有
目的地破坏社会安宁、挑战警队及践踏法
治。民建联坚定支持警方依法维持社会秩
序，保护社会安宁，呼吁警方采取果断措
施，防止示威者的任何暴力行动，遏止此等
暴力行径。

多位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暴徒的暴力
行为不断升级，已经到了肆无忌惮、无法无
天的地步，支持警方果断严正执法。这次警
方驱散非法集结者及拘捕暴徒，清楚地发出
了违法必究的信息，做法相当之专业，值得
点赞。

经民联主席卢伟国认为，在过去一段时
间，警方采取克制的态度，但香港有关暴力
行为几乎无日无之，而且暴徒的暴力行为不
断升级。为维护香港社会秩序和市民的人身
安全，警方必须严正执法。对于此次非法集
结和暴行，警方果断作出拘捕行动，挫败暴
徒，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
席屠海鸣认为，数个星期以来，香港警队保
持克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付出艰巨的
代价。面对当下香港局面，撑警权就是撑法
治、保安宁、护家园。

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克勤
表示，警方在行动中做法相当专业，果断拘
捕多名参与非法冲击的暴徒，清楚地发出了
违法必究的信息。

香港中小型律师行协会会长陈曼琪说，
警队是社会稳定、“一国两制”下管治香港的
重要防线。特别是在违法暴力行为升级的情
况下，更需要警方全力缉凶，将违法者绳之
以法。

7 月 29 日，不少社会团体在警察总部及
数个地区的警署门外集会，感谢警方维持社
会秩序，为警队打气，并慰问因执法受伤的
警员。

逾 30 名“保卫香港运动”代表带着水
果篮来到湾仔警察总部，支持警方执法。
有市民举起赞扬警队的标语牌，为香港警
察点赞。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一众成员前往西区
警署，送上多箱水果，对前线警务人员表示
慰问。商会代表、立法会议员黄定光表示，
香港警察在高温下日夜辛劳，忠于职守，专
业克制，尽心尽力捍卫社会安定。他希望警
队知道社会上有许多市民支持他们，又呼吁
激进示威者尽快收手。

香港渔民团体联会、香港农业联合会、
“爱港连线”、“守护香港关注组”等团体也分
赴特区政府总部、警察总部及中区、西区、
元朗等区警署，送上慰问品及请愿信，重申
支持警方严惩暴徒，守护香港法治。

警方行动清楚发出违法必究的信号——

香港各界支持警队严正执法
警方行动清楚发出违法必究的信号——

香港各界支持警队严正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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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规模年年递增

以“解构榫卯 写意东方”为
主题的第三届黄公望两岸文创设计
大赛颁奖典礼 7 月 29 日在江苏常熟
举行，来自两岸多所高校的学子发
挥创意，各有不俗表现，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瞿莹的 《山石、山面》 在
279 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夺得
金奖。

银奖由台湾南华大学洪诗敏的
《无我-Anatta-》获得，铜奖由香港
理 工 大 学 宋 涛 的 《竹 林 （落 地
灯）》 获得。另有 29件创意作品分
获优选奖、人气潜力奖、团体奖、
指导老师奖、优秀奖，118件作品获
入围奖。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大赛鼓励
创作者加深对传统经典结构的理
解，以科学之结构阐述东方生活美
学，以经典之结构推动文脉传承。

“解构榫卯”其实是追求完美紧密的
结合，让它能够一接二，二接三，
三接永续。

自 2016 年以来，黄公望两岸文
创设计大赛已举办三届，参赛规模
年年递增。首届有 35 所高校 124 件
作品参赛，第二届增到 63 所高校
248件作品，再到本次第三届汇聚大
陆及港澳台地区 75 所高校 279 件作

品参赛，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艺术大
学、香港理工大学等知名学府的加
盟参赛，令本届大赛创意纷呈，倍
添精彩。

台生江苏研习木艺

自去年 11 月 9 日第三届黄公望
两岸文创设计大赛启动后，短短几
个月，高校师生热烈响应。作为文
创设计大赛的系列活动之一，以思
木创生为主题的“非遗传承 文创共
融”两岸高校文创论坛今年 3 月 23
日在台北举行。论坛邀请 6 位两岸
木艺重量级教育家作主旨演讲，围
绕木艺话题，探讨具有中华文化基
因的创新工艺概念。

7 月 15 日，首届台湾大学生常
熟实习营在常熟东方红木家俱艺术
馆开营，来自台湾大学、中正大
学、义守大学、成功大学等 9 所高
校的 15名大学生在常熟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实习。其中 10名台湾大学生
来到东方红木家俱有限公司，跟着
木雕师傅学习红木家具及工艺品的
浅刻、浮雕、镂雕传统工艺技法，
体验匠心设计制作，并一起制作此
次两岸文创设计大赛团体奖作品

《美好食光》，共同将文创设计作品
落地转化为产品。除了上岗实习之

外，台湾大学生还参加了技能大师
讲座、高校师生研讨、参观交流、
企业营销实习等体验式活动。

两岸携手放飞创意

作为省级对台交流基地的常熟
市东方红木家俱艺术馆，长期开展
常台文化交流、青年交流和基层交
流活动，2015 年就曾举办红木雕刻
版 《富春山居图》 两岸合璧特展，
此后又连续三届参与举办黄公望主
题两岸文创设计大赛和两岸高校文
创论坛，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增添
了一抹亮色。

东方红木家俱艺术馆馆长姚向
东说，作为一家全心致力东方美学
再造与展现的文化企业，与两岸高
校建立了“一企多校”模式，通过
两岸文创设计大赛、两岸高校文创
论坛、作品巡展等系列活动建立了
两 岸 校 企 交 流 平 台 ， 不 断 提 升

“产、学、研、创”新模式。同时，
东方红木家俱艺术馆将以省级对台
交流基地建设为抓手，积极搭建平
台，选拔优秀学生加入两岸技能大
师工作室，培养专业的设计和技能
人才。未来，希望透过“写意东
方”的价值精神，让创意能更自在
地飞翔，吸纳更多新创设计力量传
承东方美学文脉。

第三届黄公望两岸文创设计大赛颁奖

两岸学子创意传扬东方美学
闵 喆

本报澳门7月 29日电 （记者毛
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十二届
大会”29日在澳门大学开幕。

三年一度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
大会有“比较文学领域的奥运会”
之称，本届会议的主题是“世界各
地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未来”，是由国
际比较文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
会、澳门大学、深圳大学和澳门圣
若 瑟 大 学 共 同 主 办 ， 来 自 中 国 内
地、澳门、香港以及美国、日本、

葡萄牙、法国、英国、俄罗斯等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 多名专家学
者与会。

本次会议设有 7 场全体大会报
告、15 个分论坛、30 多场圆桌会议
及分组论坛，与会专家将围绕比较文
学的相关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

年龄最小的参会代表是北京师范
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二学生赵若凡。
她对记者说，比较文学是自己一直以
来的兴趣和研究方向，在这次会议上

要做一个主题演讲，重点论述 19 世
纪英国作家康拉德创造的反殖民对抗
话语和他传承的语言体系。

本次“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十
二届大会”相关活动分别在深圳和澳
门举行。此前，“2019国际比较文学
学会执委会议暨国际比较文学高峰论
坛”已在深圳先期举办。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 1955 年在意
大利成立，旨在促进国际比较文学领
域的研究、交流与合作，搭建世界各
国语言、文学与文化方面学术沟通的
桥梁，是推动世界比较文学事业发展
的重要平台。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大会在澳门举行

近 日 ，“ 发
现：齐鲁文化—台
湾文化”——第四
届海峡两岸大学生
记者研学营在山东
东营开营，来自海
峡两岸的师生开启
为期一周的体悟齐
鲁文化、交流两岸
文化航程。图为研
学营营员在黄河入
海口合影留念。

高 山摄
（人民视觉)

两岸青年两岸青年
相会齐鲁相会齐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