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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 8月 11 日电 （记者丁梓

懿、朱宇轩） 10 日，在香港警方发出反对
通知书的情况下，仍有示威者到大埔游
行，并陆续转至多区进行暴力活动。激进
示威者所到之处，交通受阻、居民受扰。
不少市民呼吁更多沉默的香港人走出来，
止暴制乱，向暴力说“不”，并期盼香港尽
快恢复和平安宁。

10 日下午到晚间，示威者破坏公物，堵
塞包括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入口在内的多
条主要干道，造成交通严重阻塞，也对紧急
服务和商业活动构成严重影响，更有示威者
当晚在不同地方纵火，危害市民安全。

在当晚的行动中，警方共拘捕 16 人，
他们涉嫌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袭
击警务人员及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等。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些持续
的非法活动已大大影响市民的日常生活。
示威者的行为不但违法，也罔顾公共秩序
及其他市民的需要，纵火等暴力行为更是
危险，政府表示强烈谴责。警方必定严正
执法，而使用暴力的违法示威者也应受法
律制裁。

不少香港市民希望所有暴力停止，支
持警队工作，将所有暴徒都绳之以法。他
们呼吁更多沉默的香港人走出来，止暴制
乱，向暴力说“不”。

在金融业工作的谢先生表示，这两个
月以来警察实在太辛苦了，特别是有人公
然侮辱警察，让他感到痛心和愤怒。“警察
在过去一段时间执法非常克制，而最近在
机场有人做出骚扰旅客的行为，已严重影
响香港的国际形象。我支持警察严厉执
法，尽早制止暴行。”

担任公务员的邓先生认为，值此艰难
时期，警察仍站在最前线维护治安，辛苦
程度实非笔墨可以形容。他希望乱局能尽
快结束，恢复社会宁静。同时，当暴徒行
动升级时，警方要加强执法。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聂德权表示，由于示威有暴力行为，政府
十分担心“极端暴力”对社会经济、民生
的影响，他希望社会呼吁示威者不要再进
行暴力行为。

“相信止暴制乱是广大市民的意愿。”
香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示威活动已
经变质，有人放火、扔砖头等，暴力冲击
愈演愈烈，让社会不能够展开对话，这是
香港市民不愿看到的。

“香港再乱下去会掉进深渊！”香港中
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表示，希望市民站出
来止暴制乱，支持警队严正执法，让社会
秩序尽快恢复，共同守护香港。

国际潮商经济合作组织执行理事长吴开松表示，面对香港暴力事件频出
的现状，他及广大潮商坚决支持“一国两制”政策，坚决反对“港独”。他支
持警察严正执法，止暴制乱，让香港尽快恢复和平安宁。

此前有媒体报道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接触香港“港独”组织头目。10
日，香港多个团体前往美国驻港总领馆，强烈抗议美国政府所为，并要求美
国政府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安全。

参与游行抗议的团体包括“保卫香港运动”等。游行途中，“保卫香港运动”
高呼“勾结黑衣暴徒 干涉香港事务”“策动颜色暴乱 香港永无宁日”等口号，强
烈谴责美国驻港领事勾结“港独”黑衣暴徒在香港大搞颠覆政府活动。

针对香港国泰航空近期在多起事件中暴露出的安全风险及隐患，国家民航
局9日向香港国泰航空发出重大航空安全风险警示，并对其提出三点要求。香港
政界人士表示，这是保护乘客生命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必要之举。国泰航空有员
工随意泄露他人数据，乘客隐私得不到保障，才是真正的“白色恐怖”。

身为律师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曼琪表示，飞机师和机组人员对于乘客
生命安全至关重要，在香港处于“非常时期”的情况下，国家民航局的做法
合理适当，极有必要，“空中危险事件一宗都嫌多”。

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张枢宏表示，国家民航局的风险警示是
为了确保领空和乘客安全，并非针对个人，而是要求国泰航空全面检视内部
员工及监管制度，这是很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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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辛苦了！”“阿 Sir 加油，香港需要你
们！”

8月10日，香港“全民撑警日”活动在港九
新界全面展开，众多团体和人士分别前往多区警
署，向辛勤执法的警察表达慰问和支持。他们表
示，香港必须止暴制乱，严惩暴徒，否则难以回
复往日繁荣稳定的日子。

“撑警日”活动形式多样，包括上门感谢、
送上心意贺卡、联署公开信、众筹购买慰问品
等，市民反应热烈。发起活动的守护香港大联盟
召集人黄英豪表示，据不完全统计，有数以十万
计的市民参与。8月10日之后，仍不断有团体和
市民前往警署挺警。

慰问：“你们不会孤独！”

10日上午，一批市民先来到中区警署，他们
身穿蓝色上衣，手持国旗和海报，向警察送上写
有鼓励话语的心意卡。

来自本地团体“维港之声”的上百名市民来
到沙田警署慰问。他们展示“守护香港，全民加
油”“阿Sir辛苦了，你们不会孤独！”“我们永远
撑你”等标语，并高呼口号支持警察。香港警察
员佐级协会创建人暨退役同僚联会的数十人，也
前往警署给老同事鼓劲。

上午，大批市民来到大屿山北分区警署，支持
警队严正执法、果断执法。当铁路工会联合会的会
员前往湾仔警察总部慰问时，几位途经的市民主
动要求加入。

有的警署一天来了几十批慰问者。在葵涌警
署，有家长带小朋友来，向警察送上用漫画制作
的贺卡。家长李女士说，暴力示威者不断冲击警
方，到处破坏公物，社会秩序大乱，幸好有警队
坚定执法。她带着小朋友到来，就是让孩子从小
明白是非黑白，希望子女未来能成为爱国、爱家
的人。

“阿Sir，见到您们受伤，我们心痛了！”深水
埗居民的慰问信写道：“纵使前路有多艰辛，我
们都会支持你们，同心解决，不要放弃！”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 8 月 9 日分三个时段
到警署慰问。他们呼吁爱国爱港的青年能够勇敢
地站出来，支持警队捍卫香港法治，维护社会安
宁。

中区警署指挥官戴先生对媒体表示，看到市
民陆续来慰问，警方非常感动。“我们会更加努力，
坚守岗位，守护香港。”

致敬：出色的香江守护者

过去两个多月，香港警队疲于奔命。面对暴徒
用砖头、铁枝、腐蚀性液体、铁珠、致盲激光等攻
击，面对百般侮辱和挑衅，面对自己和家属个人资
料被曝光、宿舍被破坏等威胁，他们忠于职守，在
守护香港法治中起了中流砥柱作用。

一位前线警察在介绍执勤情况时说，我们要
穿防暴服上街头，最长连续 30 个小时跟暴徒对
峙，累了就睡马路，甚至睡在坑渠边，拿些破烂
的塑料路障、纸皮箱当枕头。进餐只能让几个人
暂离防线，轮流快速吃一点，有送饭的同事被殴
打……

8月10日在葵涌警署，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表
达心意：“香港警队站在守护‘一国两制’的最
前线，你们辛苦了，多谢你们，加油！”

黄英豪认为，香港警察是市民的“守护
神”，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直
言，我们在室外只站立半小时就汗流浃背，而警
员在三十四五度的高温中，把几十磅重的装备全
副穿上身，通常连续行动十几个小时，是多么的
辛苦！他们按照法例行使权力，表现得相当文明
克制。所以我们要出来撑警，为警察打气。

香港警队作为一个城市的警队，规模属于较
大的，共有正规警察、辅警及文职人员约3.65万
人。回归后，香港警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专业的
警察机构之一。长时间以来，香港维持了较低的
犯罪率、较高的破案率。

近年，香港反对派明显把矛头指向警队，一
些外部势力和反对派掌握的媒体热衷“抹黑”警
察，在香港社会煽动起“仇警”气氛。立法会议
员叶刘淑仪指出，一些势力明白警队是维护香港
治安和秩序的重要支柱，就不断打击警队士气，
目的就是企图摧毁警队，从而争夺管治权。

“侮辱和谩骂没有让你们犹豫，砖头和铁枝
没有让你们畏惧！”香港河南总商会理事长高波
等20多位市民在北角警署慰问时，盛赞警队一往

无前的精神。

心声：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

在8月10日的活动中，许多市民手持一份报
纸广告，是特别的撑警行动。当天香港各主要报
章在头版刊出整版广告。署名“不再沉默的香港
市民”文告指出，面对非理性的暴力针对，警队
一直秉持极高的事业操守，忍辱负重，无怨无悔
地维持着社会秩序。“希望这份声明能让香港警
察知道，我们一定竭尽所能做你们最坚强的后
盾！”

在题为《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致香港市
民一封公开信》 中，726 位知名人士实名联署，
支持警察严正执法，维护社会安宁。参与联署的
包括王冬胜、何柱国、何超琼、吴康民、吴光
正、李家杰、李泽钜、林建岳、邱达昌、范徐丽
泰、唐英年、郭炳联、陈智思、陈冯富珍、曾钰
成、曾宪梓、黄志祥、刘业强、郑家纯、邝保罗
等。

目前香港的乱局已影响到市民生活的各个方
面，导致游客却步，商场关闭，股市大跌。公开
信义正辞严地要求停止非法游行、非法集会、非
法占路，停止一切暴力冲击行为，停止影响市民
日常生活的“不合作运动”等。

公开信呼吁市民行动起来，止暴制乱，让社
会早日回到正轨。“香港已经遍体鳞伤，不能再
忍气吞声，姑息纵容。700多万香港人应该携手
同心，向暴力和乱象勇敢说不。”

（本报香港8月11日电）

“警队加油！香港加油！”
——香港市民热情参与“撑警日”活动

本报记者 连锦添

8月10日，在香港中区警署，香港市民前来为警察加油。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
林郑月娥：青年要为国家社会贡献所长

8月9日，香港市民齐集香港警察总部门外，为警方送上物资和心意卡。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新华社香港 8月 11 日电 （记者方
栋） 香港近期发生的连串暴力行为严重
冲击社会法治、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居
民生活，对商业活动造成负面影响，甚
至给金融市场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也蒙
上阴影。香港特区政府高级官员呼吁全
体市民坚决拒绝暴力、捍卫法治、支持
警队严正执法，团结一心让社会尽快恢
复安宁，集中精力重振经济，共同度过
艰难时刻。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11日发
表网志表示，最近一系列示威游行以及

随之而来的滋扰活动、非法集会等违法
行为，冲击香港安宁稳定，使香港多年
来建立的成就很可能毁于一旦。

他表示，警队是维护香港社会治安
的支柱，也是守住社会稳定的最重要防
线。警队现正面对严峻的情况，承受无
比压力，但却无惧无畏、坚守岗位、严
正执法，特区政府对警队的专业表现和
克制予以充分肯定和全力支持。

张建宗指出，商业活动已受到负面
影响，示威地区的商店不少都在游行期
间关门，市民的消费意愿明显降低、访

港旅客数字从7月中开始持续下跌，8月
初同比跌幅更扩大至 31%。截至目前共
有超过 20 个国家对香港发出旅游提示。
由于旅游业的突然萎缩，包括零售、饮
食、运输业等在内的相关行业也受到广
泛深远的影响。

张建宗表示，在外围环境充满变量
的情况下，如果社会动荡不能平静下
来，难免会出现结业潮和裁员潮。在内
忧外患的情况下，香港此次经济周期性
逆转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相比非典和
金融风暴的冲击，此次冲击更为严峻，
复原时间会更漫长。

张建宗说，特区政府团队会精诚团
结，上下一心，确保香港尽早恢复安宁，呼
吁香港市民携起手来，向暴力说“不”。

在 11日的司长随笔中，香港特区政
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香港市民对
香港未来的美好愿景不可能通过激进的
抗争、暴力、冲击，以及一连串滋扰活
动来实现，这些只能令本已疲弱的经济
受到更沉重的打击。

他表示，香港需要有安全、稳定的
环境去化解内部的矛盾与困局，应对外
围环境的挑战，保障市民的饭碗和生
活。特区政府正努力谋求出路，呼吁大
家为了全体市民和整个香港的利益着
想，与暴力割席，一起共度时艰。

鉴于目前的严峻情况，香港将于 8
月 13 日恢复行政会议，并按照“撑企业，
保就业”的方针制订一系列纾解民困和协
助企业的措施，即将公布的施政报告将
会关注经济民生议题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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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8月11日电（记者刘明洋） 第九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
体验营”11日在香港新围军营举行结业典礼，来自香港十多间大专院校的近
200名学员结束了为期13天的军事生活体验。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解放军驻港部队
政治委员蔡永中等嘉宾出席结业典礼。

结业典礼上，学员们向在场嘉宾展示了在体验营中的训练成果。炎
炎烈日下，学员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操场上列阵，进行升旗仪式、岳家
拳表演、军歌合唱，展现军人风采。

本届体验营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军事知识讲座、体能训练、步操及岳家
拳训练等，学员们还乘坐装甲车、登舰艇出海，观摩反恐行动演练及陆海空
三军训练，体验激光模拟射击、徒步行军，并与青年外交官进行交流等。

林郑月娥在结业典礼上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她第三年以行政长官的身份
出席体验营结业典礼，与大家一起分享训练成果。体验营让香港同学加深了
对祖国和民族的认识。体验军事生活，可以砥砺意志，培养自律及团结的精
神。希望各位同学能谨记在军营中学到的东西，在离营之后继续秉承军人的
坚毅精神，不断完善自我，朝着目标奋勇前进，为国家、为社会贡献所长。

香港有暴徒在多处投掷汽油弹
一名警察被严重烧伤

新华社香港8月11日电 11日晚，暴徒在多处向香港警察投掷汽油弹，
一名警员严重烧伤。

当日，在香港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仍有示威者到香港多个地区
游行。其中，暴徒在长沙湾警署、尖沙咀警署、湾仔警察总部等地向警务人员投
掷汽油弹，并用强光照射警务人员。一名警员在尖沙咀警署内执勤时被暴徒投
掷的汽油弹烧伤双腿，初步诊断左腿10%二级烧伤，右腿3%一级烧伤。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探望受伤警员时表示，对于有同事在执
勤时受到严重伤害，感到非常难过。对于暴徒罔顾他人安全的非法暴力行
为，感到非常愤慨，并予以最强烈谴责。针对任何引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
甚至威胁生命安全的暴力行为，警队必定全力追究。

连日来，香港激进示威者屡屡用极端手法攻击警察，包括使用砖头、铁
条、有毒有害液体和粉末，甚至汽油弹，导致多名警员受伤，行径残忍。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警司刘肇邦表示，有9名警员被激光
光线射伤，部分警员仍未伤愈复工。激光光线在短时间内影响视力，有可能
会对眼睛造成严重伤害。

新华社香港8月11日电（记者张雅诗） 香港
升旗队总会11日在新界元朗一家中学举行“家在
中华”升旗礼，吸引多名市民参与。

正午时分，艳阳高照。由香港多家中学组成
的升旗队伍，护送国旗到学校操场的旗杆下。五
星红旗伴随着国歌冉冉升起，气氛庄严。

香港升旗队总会主席周世耀在国旗下致辞时
表示，最近香港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件，包括部
分人侮辱国旗国徽、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

线，也分化了香港和内地的同胞。希望通过当天
举行升旗活动弘扬正能量，并传递一个重要讯
息：香港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

香港升旗队总会总监许振隆勉励年轻人说，
要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希望年轻人以国为荣，
为国争光。

活动接近尾声，参与者在中国地图上贴上中
国国旗，象征大家共同努力建设国家。最后，全体
人员合唱《明天会更好》，为香港送上美好祝愿。

今年 15 岁的郭紫晴在香港土生土长。她表
示，这次升旗礼是特别为香港加油而举行的，希
望大家都懂得尊重自己的国家。“看着国旗升
起，想到自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成长，感到十分
自豪。”

“升旗仪式 （与以往） 一样，但意义却不
同。”作为当天升旗队成员之一的高中生赵颖贤
说，国旗和国徽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尊严，不容
践踏，很期望当天的活动能向广大市民传达这
一信息。

即将升读初三的蒋靖轩认为，近日香港发生
连串暴力事件，当天的升旗仪式更显意义，希望
香港快快恢复平静，港人都团结起来。

香港升旗队举行“家在中华”升旗礼香港升旗队举行“家在中华”升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