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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已停止修例工作，
可就是有人要以反修例为幌子，不
断制造暴力冲突，严重破坏香港社
会秩序，践踏香港法治，公然挑战
中 央 政 府 权 威 ， 触 碰 “ 一 国 两 制 ”
原则底线。

奇怪的是，西方国家一些政客却
在此时跳出来，打着自由、民主的幌
子，频频说三道四、品头论足，甚至
给乱港分子撑腰壮胆打气。更奇怪的
是，某些反对派政客和“港独”分子
见猎心喜，以为遇到了靠山，卖力演
出蹩脚的“挟洋自重”戏码，不惜损
害香港形象和港人利益。

可以说，西方某些人，不但发表
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还扮演了
不太光彩的角色。他们心里见不得
香港的好，于是一有机会，就“关
怀”和插手香港事务。但居心不良
的关怀，却坐实了其睁着眼睛说瞎
话的本性。

其一，个别政客和一些媒体不仅
无视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违法事实，蛮
横地坚持说这是和平示威，污蔑香港
警察残暴、要求特区政府坚守法治承
诺云云。其二，某些政客从未批评过

港英殖民统治时期香港没有人权与自
由，却对目前享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权
利与自由的香港指指点点，污蔑中国
政府“持续削弱香港的自由与权利”。

逻辑混乱也好，是非不分也罢，
其背后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在作祟。
前几天，美国纽约发生了市民向警察
泼水事件，全美上上下下都齐声谴
责，表示“无法容忍”。因为谴责暴
力、打击犯罪、维护法治、守护安
宁，是任何一个政府应当负起的责
任，无可厚非，责无旁贷。两相对
照，暴力袭警、污损国徽、践踏法
治、威胁安全，不知比泼水情节严重
多少倍，为何反而熟视无睹？

这种天壤之别像一面镜子，照出
了某些人的伪善面目。他们不满足于
说说而已。近期香港和国外媒体披露
的一些情况显示，游行队伍当中出现
了特定国籍的面孔和某些国家国旗，
可明显看出一系列暴力事件背后有外
国势力煽风点火甚至策划、组织的迹
象。从公开的“插嘴”，到暗地里的

“插手”，某些西方势力出于所谓的战
略博弈需要，似乎愈陷愈深。但一副
满世界“主持公道”的模样，却遮掩

不住包藏着的暗黑算计。
反 对 派 政 客 和 乱 港 分 子 嗅 觉 很

灵，第一时间就捕捉到了相关言行透
露出来的信息，积极配合，遥相呼
应颇有“内外勾连”之势。日前，香
港“民间人权阵线”致信 61 个驻港总
领馆和办事机构，呼吁对香港发出旅
游警示，企图继续挑动外部势力干预
香港事务、对特区政府施压。

香港某些政治势力有“告洋状”
传统。远的不说，从去年到今年，几
个老牌“民主领袖”与西方的接触空
前密切。有“港独”分子在网上发起
众筹，在英国多家媒体刊登广告，促
请英国政府制裁所谓“压抑香港人权
的人”，呼吁英国新首相与香港“并肩
同行”。类似的“挟洋自重”歪招，不
一而足。

“民间人权阵线”处心积虑“拉外
援”，与此如出一辙。但这种做法，不
仅影响国内外游客的选择，更寒了香
港民众的心。他们挟洋自重，挟暴力
自重，同时以挟迫香港的法治、稳定
和繁荣自重。为了一己之私或者小集
团政治利益而损害港人利益和香港形
象，损害“一国两制”实践、国家利

益和发展大局，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内外勾连”唱双簧，说穿了无非

是想把香港搞乱，把香港变成中国的
一个麻烦，进而牵制或者遏制中国的
发展。其心可诛，其图谋更是注定无
法得逞。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是
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任何
外国势力插手香港事务，更不会允许
任何外部势力企图搞乱香港。爱国爱
港的香港市民正在团结起来，共同维
护香港长治久安，拒绝让域外有些人
散布的乌云和毒雨危害香港珍贵的阳
光和空气。

这种坚定不移的立场，这些无可
否认的事实，那些打着关心之名行干
涉之实的人应该清楚，那些试图“告
洋状”“拉外援”的人更应该清楚。

尽早收回干预黑手，别玩火中取
栗的游戏，方为上策。丢掉“内外勾
连”幻想，真心认同“一国两制”，才
是正途。

新华社北京7月 30日电 （记者温馨） 朝鲜 《劳动新
闻》 日前刊文支持中国政府解决香港事态的措施。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赞赏
朝方在香港问题上发出正义的声音。

华春莹说：“我们多次说过，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国
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势力企图插手或干预香港事务。我
们有决心、有能力维护好香港的安全与稳定。我们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最终邪压不了正。”

日前，朝鲜《劳动新闻》刊文指出，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
都无权干涉香港事务。评论称，无论是谁，应该尊重中国主
权，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排除外部势力干预，必须按照中国人民的意愿得以解决。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海外一些专家学者近日继续
发声，谴责香港一些极端激进分子的暴力行径，认为这是
在严重践踏香港法治、破坏香港公共秩序与安全，并呼吁
外部势力停止插手香港事务，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印度孟买观察家基金会前任主席库尔卡尼说，和平与发
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前进主流，任何暴力活动都是文明和法治
社会所不能接受的。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只会破坏社会稳定。
他表示希望香港混乱局势尽快平息，让香港保持发展活力。

埃及贝尼苏韦夫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事务专家纳迪
娅·希勒米说，香港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径是对香港法律的
肆意践踏。“我相信一些外国势力在暗中对香港这次事件

‘煽风点火’，试图制造混乱，破坏中国的主权利益。这些
对中国的恶意行为已经触碰到了国家的底线。”

墨西哥中国问题专家里卡多·张说，一些人试图搅乱香
港社会秩序，这种行为令人遗憾。中国政府立场十分明确，香
港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一些国家试图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非常不妥当，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

阿富汗国有媒体《喀布尔时报》总编辑哈米杜拉·阿雷
菲说，美国一些政客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对香港事务
指手画脚，其目的是破坏这一金融中心的稳定。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爱德赫雷·卡文斯表示，香港的发
展有赖于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香港的年轻人应该明白什
么才有利于香港的未来，不要受外部势力的煽动。

巴基斯坦和平与外交研究所所长阿西夫·努尔说，在过
去20多年间，中国政府践行了承诺，贯彻落实了“一国两
制”，帮助香港与内地一起发展进步。

据新华社巴黎7月29日电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中
国问题专家皮埃尔·皮卡尔近日表示，香港近期出现的暴力
行为令人担忧。部分激进分子使用非法和令人震惊的暴力手
段对抗警察、冲击立法会、滋扰机场，这些行为不可容忍。

皮卡尔说，1997年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方针
下，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示威
者声称言论自由受到压制和削弱，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自
由地游行了数周，并不断借助媒体发声。”

皮卡尔认为，香港当前局势是境外势力对中国内政的
干涉，一系列暴力事件背后有外国势力操纵。中国奉行不
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各国在香港问题上也应该谨言慎行，
不应借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如果北京介入法国、美
国、英国等国内政，这些国家和西方媒体会怎么说？鉴于
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和中国奉行的和平政策，这种干涉中
国内政的做法更加不可接受。”

皮卡尔说，不少香港示威者显然缺乏对中国历史的了
解和认知，有示威者甚至提出要把香港重新变为英国殖民
地。“他们是否知道西方列强入侵、对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
以及鸦片战争等历史？”

皮卡尔强调说：“香港应该是一个安全、繁荣、自由的
地方，人们可以安心工作和享受宁静生活，这才是绝大多
数香港人的想法。”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记者温
馨）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30 日驳斥美
官员涉港错误言论时说，香港近期的
暴力事件也算是美方的一个“作品”，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欠世界一个交代。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近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经
济俱乐部就香港局势表示，抗议是合
理的，在美国也常遇到抗议，希望中
国政府做正确的事情，尊重现有涉港
协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他所提到
的“协议”指什么？

“蓬佩奥先生说在美国也常遇到抗
议，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希望把现在香
港发生的那些极端暴力分子手持铁条
和致命性武器袭击警察的抗议也搬到
美国呢？让美国正好向世界展示一下
它的民主？”华春莹说。

她说，蓬佩奥显然没有摆正自己
的位置，恐怕他还是把自己当作了美
国中央情报局负责人。他说香港近期
的暴力事件是合理的，因为大家可能
也都知道，这毕竟也算是美方的一个

“作品”。
华春莹说，根据公开的报道，今

年 2 月底、3 月初，时任美国驻港澳总

领事公然指责香港特区政府修例和
“一国两制”，公然干预香港事务。3
月，美国副总统彭斯会见赴美游说的
香港反对派人员。5月，蓬佩奥会见香
港反对派人士，公然妄议香港特区修
例事务。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
洛西居然公开称，发生在香港的示威
游行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美国部
分国会议员重提所谓“香港人权与民
主法案”。7 月，彭斯、蓬佩奥、博尔
顿分别会见反对派人士。近期从媒体
不断曝光的画面看，香港暴力游行队
伍当中出现了不少美国人的面孔，甚
至一度还出现了美国国旗。“在最近香
港发生的一系列事态中，美国到底扮
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想在这个问题
上，美国欠世界一个交代！”

“美方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里
是香港，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我们多
次强调，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任何外部
势力插手香港事务，更不会允许任何
外 国 势 力 企 图 搞 乱 香 港 。” 华 春 莹
说，中国中央政府坚决支持特区政府
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依法严
惩暴力犯罪分子，维护香港的安全与
稳定。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记者吴
嘉林） 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主
席恩格尔所谓香港警方“暴力应对和
平示威”的表态，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29 日表示，这一说法完全是颠倒黑
白，是非不分，真正爱港的香港市民
应该团结起来，共同维护香港长治久
安，不要让美国有些人的乌云和毒雨
危害了香港珍贵的阳光和空气。

“当大家看到极端暴力分子冲击立
法会、冲击中联办大楼，武力袭警甚
至有预谋、有组织地使用致命性武器
袭击警察的时候，美国的有些人怎么
敢把这叫作‘和平示威’？”华春莹在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说。

华春莹表示，一段时间以来，欧
美有些人袒护香港暴力分子，对他们
的暴力违法行为视而不见。“但大家都
知道，对自己国内的暴力分子，欧美
警察却从不心慈手软。在这个问题
上，他们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华春莹举例说，今年年初，欧洲
议会曾通过一份决议，强调示威和言
论自由并非没有界限，必须在法律许
可的范围内行使并服从于警务执法的
限制措施；近日，美国纽约发生多起

市民向警察泼水，试图滋扰执勤警员
的事件，美国从总统、各级官员到警
方都对此齐声谴责，称有关行为完全
不可接受、不可容忍。

“大家可能也都还记得，2011年‘占
领华尔街’运动期间，当时纽约警局从8
个城市调来警力，有防暴车、防暴队、狙
击手、骑警马队，使用的武器有警棍、电
棍和电枪。美国警察也多次表示，如果
有任何凶器威胁警员生命，必须要现场
武力还击。”她说，“如果在美国，在华盛
顿、在纽约发生了像香港这样的武力袭
警事件，美国的警察会如何处理？大家
都可以想见那幅画面。”

“和平和稳定犹如空气和阳光，受
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华春莹表
示，中央政府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
有效施政，坚定支持警方依法严惩违
法暴力行为，坚定维护香港长期稳
定、发展和繁荣。

“一切有正义感的人、真正爱港的
香港市民应该团结起来，共同维护香
港长治久安，保护好香港的阳光和空
气，不要让美国有些人的乌云和毒雨
危害了香港的珍贵的阳光和空气。”华
春莹说。

“内外勾连”乱港注定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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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勾连”乱港注定一场空
任成琦

香 江 观 察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香港近期暴力事件也算是美方的一个“作品”
不要让乌云和毒雨危害香港珍贵的阳光和空气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赞赏朝方在香港问题上的正义声音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赞赏朝方在香港问题上的正义声音

外国专家学者谴责香港暴力行径
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诗朗诵 《为梦想，再出发》 表达出
学员们远道而来赴长沙实习的心路历
程，歌舞表演 《在一起，更青春》 展现
着年轻学子的青春活力。在一片欢快喜
悦的气氛中，第五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
专业学生暑期“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
动在湖南长沙落下帷幕，来自台湾的 50
名学生领取了结业证书，结束了为期 27
天的“芒果之旅”。

这个夏天，50 名台湾新闻传播专业
大学生深入湖南卫视及芒果TV两家单位
的 10 个团队，在编导、策划、后期、外
宣等岗位开展近一个月的“一对一”跟
班实习交流，还参加了湖南卫视 《快乐
大本营》《天天向上》《汉语桥》 等节目
的录制。活动中，“芒果师傅”与实习生

“一对一”交流，在节目实战中教授知
识、分享经验。

结业仪式现场播放了3个小组拍摄制
作的 《青春致天天》 等获奖短片作品，
同时主办方还为同学们的优秀结业影片
评选了“编剧匠心奖”“摄影佳作奖”及

“创意飞扬奖”三大奖项，并为获奖小组
颁发荣誉证书。

来自台湾政治大学的大二学生吕心
喻在湖南卫视参加了热播综艺“我家那
系列”的宣传推广工作，与“芒果师
傅”以及节目组同事们结下了深厚友
谊。吕心喻说：“在这次实习中，我体验
到了前所未有的节目规模。现场和后期
的每个组都分工很明确，我深深地体会
到，一台好的节目需要团队每个人为同
一个目标而努力。”

“我是‘爱在芒果’的铁粉，也是第
4次参加结业典礼。这项活动从小规模到
现在一步一步在台湾做出口碑，从一道
简餐做成了一道豪华大餐，产生了好的
影响。”台湾辅仁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系主
任何旭初说，台湾学生在这里可以学习
出色的电视专业技能，为将来步入社
会、踏入职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27天的学习生活很短暂，但未来的
路还很长。欢迎大家再来‘芒果台’，更
欢迎大家来到湖南卫视工作。”结业仪式
上，湖南广播电视台台长、湖南广播影
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焕斌对同学们
发出了诚挚的邀请。

湖南省委台办主任肖祥清表示，湖
南广播电视台今年将拿出3个台聘就业岗
位，面向所有五届参加过“爱·在芒果”
实习活动的学员，只要符合条件，就能

成为“芒果台”的正式员工。“青年是国
家和民族的希望，也是两岸的未来。同
学们是两岸媒体业界的未来力量，希望
大家能追逐梦想，敢为人先，担当道
义，勇做媒体弄潮儿。”

据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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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年来已成功举办四届，共225名台湾
学生来湘实习。此次的 50 名台湾学员，
是从台湾的 45 所高校、1000 多名报名学

生中选拔出来的。活动由湖南省台办、
湖南广播电视台、台湾旺旺中时传媒集
团共同举办。

被网友称为“芒果台”的湖南广
播电视台，是 2018 年获批的大陆媒体
行业唯一、湖南首家海峡两岸青年就
业创业示范点。近年来，湖南配套推
出了湘版 59 条惠台措施，为台湾青年
来大陆交流学习、就业创业不断创造
有利条件。

在一起，更青春；为梦想，再出发——

台 生 难 舍“ 芒 果 之 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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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宋美黎、李嘉瑞） 北京
市日前启动面向在京台胞公共租赁住房专项配租工作。
配租房源共计40套，分别涉及位于昌平区的冠芳园、保
利芳园、悦府家园、溪城家园等4个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房源周边配套设施齐备，交通便利。

据介绍，配租对象的申请条件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至 2019 年 7 月 1 日年满 18 周岁且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

（含）的台湾同胞。申请人需持有本市合法有效台湾居民居
住证，本人及家庭成员（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本市均无住
房，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在京合法稳定就业满12个月；在
京创办企业（含个体工商户）；高校应届毕业生，并已与在
京用人单位签订12个月以上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此次专项配租意向登记工作采取网络自行登记的方
式进行。登记系统将于8月7日至8月13日的工作时间开
放，面向台胞进行登记。8月8日至8月19日 （周六日除
外），在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受理完成网上登记的
申请人提交资格审核材料。后续将通过公开摇号的方式
随机确定申请人的选房顺序，按照摇号顺序，申请人将
依次办理选房、签约及入住手续。

在京台胞公租房专项配租启动

近日，“晋港青少年山西绛州鼓乐研习交流活动”
在山西运城市新绛县举行。来自香港的 48 名青少年鼓
乐手在绛州鼓乐艺术团老师精心指导下，学习鼓乐经
典曲目。 高新生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