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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8月19日电（记者朱宇轩） 香港警
方19日证实，涉嫌袭击 《环球时报》 记者付国豪的
赖姓男子当日上午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警方表示，该名19岁男子13日晚在香港国际机
场客运大楼内袭击一名内地记者，被控参与非法集
会、伤人及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三项罪名。东区裁
判法院表示，涉案男子不获准保释，案件押后至 10
月28日再审讯，期间等候警方进一步调查。

控方表示，在 7 月 14 日沙田新城市广场示威
中，赖姓男子涉嫌冲击警方防线及袭警，后获保
释。在保释期间，该男子再次犯案，且本次行为更
加严重，在付国豪被救援人员抬上担架后仍袭击付
国豪。控方认为，被告在以后的大型公众活动中很
有可能再度犯案。该名男子袭警案将于本月23日在
沙田法院提堂。

在当日的例行记者发布会上，香港特区政府警
务处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表示，在周末的游行
中，警方首次针对大型集会活动给市民发手机短
信，提醒市民注意安全。

谢振中表示，周末游行的示威者偏离不反对通
知书原定路线，占据马路、堵塞交通，用激光照射
警员、向警员扔鸡蛋及垃圾，并从行人天桥上向警
车扔垃圾桶等。

特区政府警务处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表
示，6月9日至今，共有178名警务人员受伤。

据新华社香港8月19日电（记者方栋、张雅诗） 连
日来，香港暴力示威活动愈演愈烈，严重践踏法治，破
坏社会秩序。香港警察机动部队校长、总警司庄定贤日
前在采访中表示，近期的暴力行为是他从警以来所面对
过的最危险局面。

52岁的庄定贤出生于新加坡，曾服役于英国皇家海
军，现在是香港警队中的英籍现场指挥官。自 1992年从
警以来，这位西方面孔的警官多次出现在危险的第一
线。他曾在处理 2014年非法“占中”过程中担任主要指
挥官，在被暴徒袭击头部受伤流血的情况下，仍然坚持
在前线奋战，时任高级警司的他获得“爆头警司”绰
号。他的故事还曾被英国《泰晤士报》报道。

谈起近期不断升级的暴力行为，这位身经百战的

警界精英仍然惊讶于这次的新变化：和平游行往往迅
速演变为破坏活动，激进分子对维持秩序的警员抱有
严重敌意，以及暴力行为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组织性
和预谋性。

“我所观察到的是，和平示威往往迅速演变为暴力事
件，由部分激进分子带头进行暴力活动。他们只关心攻
击警察局，袭击只是在维持秩序的警察，或者主动阻塞
道路，造成混乱。”他说。

庄定贤指出，激进分子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暴力和破
坏性的手段来制造混乱。“我相信，他们一直在主动寻找
对警察造成人身伤害的机会。”他说，这些黑衣蒙面的激
进分子所携带的武器也越来越危险，从石块、铁棍到发
射钢珠的弹弓和伞尖绑着刀的雨伞，已经严重威胁在场

警员的生命安全。
公开报道显示，示威者的“武器库”甚至还包括普

通人根本无法获得的危险化学品，包括有毒粉末、腐蚀
性液体和汽油弹等。在 8 月 11 日香港多区的非法集会
中，暴力示威者投掷的汽油弹令一名警察腿部烧伤。从6
月初至今，已有约180名警员被袭击而受伤。

庄定贤表示，有些媒体用一两张照片宣称警察过度
使用武力，却只字不提一场暴力事件可能长达三四个小
时，现场的情形可能对警方极度危险。

维护社会公义的香港警察不但屡屡遭受无理指责，
警员本人和家人也经常受到骚扰和威胁。庄定贤的妻子
就曾被辱骂，他13岁的女儿甚至也受到波及。“我认为这
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是不可接受的，这可能是我们警
员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尽管面对危险和困难，庄定贤从未后悔加入警队。
“我只是众多维护香港社会和平稳定的警察中的一员。
我们的所有行动就是为了保护绝大多数的香港市民，他
们不支持目前的暴力行为，他们想要继续平静的生活，
他们希望停止混乱的局势。而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他说。

近期香港频繁发生严重暴力事件，不
少涉嫌暴动罪等的人员在法庭应讯后随即
获准保释。香港政界、法律界人士及舆论
指出，暴动罪属严重犯罪，对社会有重大
危害。他们呼吁香港司法机构严惩肆意践
踏法治、严重危害社会的激进暴力分子，
以回应社会止暴制乱的期望。

疑犯被拘捕及检控后，经常就以颇低
的“代价”获准保释。这种现象，被认为
是近期激进暴力分子横行霸道、祸港不断
的原因之一。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大律师
丁煌对媒体表示，因应严峻的社会危机，
法庭有责任实事求是、审时度势，认真考
虑向激进暴力分子发出具阻吓力的正确信
息，以免违法风气蔓延，否则法治精神在
香港会荡然无存。

香港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认为，香港法

庭过往一些判案令人难以理解，部分犯下
严重罪行的罪犯获轻判，很容易让年轻人
以为犯罪毋须付出代价。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傅健慈对
本报记者表示，近两个月来，涉嫌犯罪者
对法治造成极大威胁，法庭理应拒绝这些
疑犯的保释申请。他举例说，“香港民族
党”发起人陈浩天被捕时身处一个藏有致
命炸药的现场，但他竟以数千港元获准保
释，此举令疑犯有恃无恐，有机会再上街
参与暴乱。而且，法庭对那些保释者的宵
禁令仅限于晚上 10 时至第二天早上 8 时，
疑犯可在白天活动自如，甚至逃离香港，
逃避接受应有的法律制裁。

香港 《大公报》8月18日发表署名评
论指出，7月底44名被控“暴动罪”的疑
犯，全获裁判官准以 1000 港元保释外
出；一名疑被搜出 30 枚烟雾弹的疑犯也

得到保释。较早前，“旺角暴乱”案中主
谋黄台仰获得保释后，弃保潜逃至德国，
逍遥至今。

文章质问道：“暴动罪”及“管有炸
药罪”都是极其严重的罪行，前者最高可
判入狱 10 年，后者最高可判监禁 14 年。
如此严重的罪行，竟然可以获得保释？

“香港当前遇到的是法治的灾难，机场更
出现泯灭人性的暴力行为，如果不对罪犯
施以重判，最终法律不再有任何阻吓力，
法治也将成为暴力的陪葬品。”

民建联副主席陈学锋表示，香港社会
对严重违法暴力罪行的反感较以往更大，
特别是这些罪行深深影响到市民生活、生
计，市民对这类罪行的判刑有更高期望。

香港律师黄英豪指出，香港法官行使
酌情权时，要考虑到社会诉求。他认为，当社
会上的违法暴力行为对经济民生造成愈来

愈明显的负面影响，此时司法机构要认真思
考如何回应重判激进暴力分子等呼声。

香港中律协创会会长陈曼琪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以暴动罪为例，涉案者极
有可能在获准保释后再次或重复参与非法
集结及暴力示威，更不排除直接弃保潜
逃。因此在审理个案时，应兼顾社会治安
问题，拒绝让此类人士保释或“续保”，

“目前社会上的极端暴力案件呈上升趋
势，律政司应向法官痛陈利害，反对触犯
严重罪行者获得保释。”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葛珮帆 19 日在
香港《东方日报》撰文指出，近日又有在
服刑的“占中”主要发起人获保释。她认
为此举只会助长暴力，“有些人以为只要
用‘民主、自由’的名义，就不用付出沉
重代价，使得他们愈来愈放肆、猖狂，到
今天大家就看到纵容暴力的恶果。”

英籍香港警察谈近期暴行：

这是我从警以来面对的最危险局面

当地时间 18日中午，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变成了
五星红旗的海洋。来自英国各地的上千名华侨华人和留学
生当天在伦敦市中心的中国城广场自发集合，沿路一直游
行到特拉法加广场，举行“反暴力、救香港”和平集会。

集会开始前伦敦一度阴云密布，暴雨如注，但恶劣
的天气丝毫没有阻挡住集会民众的热情。“起来！不愿做
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在嘹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集会参与者群情激
昂，他们沿路挥舞国旗，高喊爱国爱港口号，表达支持
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警察严正执法、反对
暴力的心声。

在游行队伍抵达特拉法加广场后，天气开始转晴，
现场大大小小的五星红旗汇成红色海洋，《义勇军进行
曲》《我爱你中国》《我的中国心》 和 《东方之珠》 等歌

声此起彼伏。集会者中有人手举五星红旗，有人高举
“撑警队、反暴力”的标语，还有人拿着贴有香港警察照
片和极端示威者纵火照片的牌子……他们高喊“抵制

‘港独’”“反对暴力”“支持香港警察”“中国加油”等
口号，现场气氛热烈。

本次活动由伦敦华埠商会、香港新界乡议局海外联
络处和100多个在英社团主办。他们连夜打印了揭露“港
独”分子暴力违法游行宣传材料，发给英国民众和媒
体，传递香港极端激进分子暴力乱港的真相。

伦敦华埠商会主席邓柱廷表示，举办集会的目的是
批驳“港独”组织的谎言，告诉外界事实真相，同时表
达支持香港政府、反对暴力的声音。

香港新界乡议局海外顾问委员会副会长江水生说，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回归祖国22年以来，“一国两制”落

实良好。他希望香港能尽快惩治暴乱的幕后黑手，止暴
制乱，恢复社会秩序。

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张峰告诉新华社记
者，全英学联呼吁广大在英留学人员在保证自身安全的
前提下克制、冷静、包容、理性爱国。他说，全英学联
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与警察。

现场参与集会的金斯顿大学学生张彦谦对记者说：
“我们想借今天的机会，表达对‘港独’和暴力的不满，
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让祖国繁荣富强。”

记者现场还随机采访了几名英国民众，他们普遍赞
成对香港暴力事件说“不”。50多岁的德里克表示，香港
是中国的一部分，希望香港民众和平表达自己的诉求，
英国政府不应该干涉香港的问题，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

当天的活动集会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虽然参与人
数众多，但现场井然有序。

除伦敦外，在曼彻斯特、爱丁堡等英国其他城市，
当地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近日也自发举行集会，声援
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察，呼吁止暴制乱，恢复香港社
会的和平稳定。

（新华社伦敦8月18日电 记者梁希之 桂涛）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吴嘉林） 针对美
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中方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将会影响
中美贸易磋商，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9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特朗普总统此
前曾经表示过，“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必须自
己解决，不需要建议”，希望美方能够说到做到。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想看到香
港问题以非常人道的方式得以解决。如果中方使用
暴力，那将会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磋商。

耿爽就此表示，发生在香港的游行示威和暴力
犯罪活动已经有两个多月了。香港的法治、社会秩
序、经济民生、繁荣稳定和国际形象都受到了严重
的冲击。“事实证明，没有法治和秩序的所谓民主和
自由，只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和社会动乱，最终损害
的是广大公众的利益。”耿爽说。

耿爽表示，当前香港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
是依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中国中央政府将继续
坚定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持依法惩
治暴力犯罪分子。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耿爽表示，中方的立场是
一贯和明确的，希望美方能够同中方共同努力，落
实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
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来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
决办法。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美方涉港言论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美方涉港言论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记者吴嘉林） 近日，
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香港游行示威的支持者
与香港警察的支持者发生冲突。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包括留
学生在内的海外中国公民对妄图分裂国家、抹黑中
国形象的言行表示愤慨和反对，完全理所应当，也
在情理之中。

“我们同时也希望海外中国公民能够理性地表达
爱国热情，注意保护自身安全。”耿爽说。

“中国政府一贯要求海外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
法规，同时我们也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尊重和理解海
外中国公民的合法活动，保障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
益。”耿爽说。

外交部：

海外中国公民对妄图分裂国家
的言行表示愤慨完全理所应当

反 暴 力 救 香 港
——英国华侨华人集会反对“港独”

新华社香港8月19日电（记者张雅诗、方栋）“虽然
是受了一点伤，但是值得的。”香港警务处东九龙总区冲
锋队高级督察黄家伦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过去两个多月，香港连续发生暴力事件，部分激进
示威者以打游击的方式在全港捣乱，堵塞主要道路，甚
至针对警方作出攻击及侮辱行为。从 6 月初至今，已有
约 180 名警员被暴力示威者袭击而受伤，黄家伦是其中
一员。

8月5日，黄家伦和20多名冲锋队同事被派到黄大仙
龙翔道驱散堵路的示威者，期间遭到示威者袭击。警方
在处置过程中成功制服并拘捕一名示威者，正要撤退之
际，黄家伦被示威者以弹弓发射的钢珠击伤口部。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觉得非常痛，但为了带领同事
和被捕者安全地离开现场，我坚持住，继续工作。”黄家
伦表示，后来医生诊断他嘴唇内外均有红肿、裂伤，其
中下颚一颗牙齿碎裂，需要拔除。这是他加入警队十多
年来，在执勤期间受过最大的身体伤害。

虽然黄家伦强调他的伤势并不严重，但无可否认，示
威者的暴力程度正不断提升，由最初扔砖头到后来扔燃烧
弹、发射钢珠等，警员执勤时面对的危险也相对增加。

“示威者使用越来越暴力和破坏性的手段来制造混
乱，他们似乎是有组织的。”英籍警察机动部队校长、总
警司庄定贤说，警察在部署之前，允许游行中有一些混
乱发生。然而，一旦底线被触碰，警察就不得不进入现
场，维护公共秩序，包括使用一定程度的武力驱散示威
者，或开始逮捕违法的人。

他表示，在某些危险的局势下，有时可能有100名示
威者包围着一名警察的情况，“因此我认为警察迄今为止
使用的武力程度，是有充分理由的，并与暴力程度相称。”

事实上，警员被群殴的场面上周在香港国际机场出
现了。8月13日晚，一名警员在机场内被一群极端暴力示
威者挤到一个角落疯狂殴打，警员生命受到威胁，无奈
下拔枪指向示威者，才能脱险。

8月13日在香港国际机场，还有两名内地居民也遭到

示威者暴力对待，他们被激进示威者非法禁锢、搜身、
围殴。警务处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说，事件在晚上7
时许发生，警方在接近晚 10时收到机场管理局求助。他
解释，一般来说，当机场方面遇到处理不了的情况，才
会要求警方到场。

“将来我们会跟机管局和保安公司有更紧密联系。在
有需要时，警方会以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处理事件，保
障所有香港市民及来港旅客的人身安全。”谢振中强调，
阻碍别人离开，哪怕是举起双手阻挡别人去路，都有可
能触犯普通袭击罪和非法禁锢罪，最高刑罚分别是监禁
一年和七年。如果机场运作受到严重影响，违法者有可
能被判终身监禁。

香港警方工作日每天下午都在警察总部举行记者
会，介绍警方面对暴力示威处置的最新情况。谢振中是
记者会上主要的发言者之一。虽然是后方人员，谢振中
的工作一点不轻松。“每天睡大约三四小时，每星期有
三四天回家，其余时间都在这里。”他苦笑说，过去两个
月只休息了三天。

面对严峻的工作环境，警方加强了前线人员的装备
和培训，并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等支援。此外，家人和
市民的支持也非常重要，让警队士气有增无减。

“作为警队一分子是一种光荣，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加
入警队。内地同胞和香港市民对我们的支持是很大的推动
力，我们会更努力工作，保护市民，维护法纪。”黄家伦说。

香港警察：

“为了维护法纪，受伤也值得！”
香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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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袭击付国豪的嫌疑人
在香港法院提堂

香港政界法律界人士及舆论指出

严重罪行岂可轻轻放过
本报记者 连锦添 陈 然

香港警方

对破坏社会安宁行为深表遗憾

香港近期发生的暴力事件引起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密
切关注。连日来，海外华侨华人强烈谴责香港激进暴力
分子，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依法止暴制乱。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俊晓表示，海外华
侨华人对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激
进暴力分子肆意践踏香港法治，严重破坏香港社会秩
序，伤害了全球华侨华人的情感。海外华侨华人坚决支
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土耳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表声明表示，激进暴
力分子践踏香港法治、破坏社会秩序，公然挑战中央政
府权威，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性质严重、影响

恶劣，我们表示强烈谴责。
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王加清表示，“一

国两制”不容挑战，民族情感不容伤害，海外华侨华人
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严惩激进暴力分子，呼吁香港民
众以爱国爱港之心维护法治和社会秩序。

越南中国商会会长顾朝庆表示，激进暴力分子的
恶劣行径严重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破坏了香
港法治和社会秩序。海外华侨华人坚决支持香港特区
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维护香
港秩序。

法国华人律师协会会长林亚松表示，香港激进暴力

分子的各种行径严重妨害了社会正常运转。我们坚决支
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止暴制乱。

由中欧经济文化研究发展中心发起，匈牙利—中国
文化交流协会、匈牙利华人联合总会、匈牙利中华商
会、匈牙利和平统一促进会等 14家旅匈华侨华人社团联
合发表声明，坚决支持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

“一国两制”和香港稳定所做的一切努力，强烈谴责香港
激进暴力分子暴力乱港、破坏“一国两制”、企图分裂国
家的恶劣行径，坚决反对境外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南非举行座谈会，出
席座谈会的华侨华人表示，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决不允许分裂国家的“港独”势力兴风作浪，一切
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行径都必须依法严惩，任
何企图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阴谋注定不会得逞。

（本报里约热内卢、安卡拉、巴黎、河内、华沙、约
翰内斯堡8月19日电 记者张远南、王传宝、李永群、
刘刚、于洋、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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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乱香港的图谋绝对不会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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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8月19日电（记者陈然） 香港警方 19
日凌晨发表声明，对 8 月 18 日在港岛区举行的公众
集会出现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深表遗憾。

香港警方表示，18日在港岛维多利亚公园公众
集会中，大批示威者走出马路，并占据高士威道及
轩尼诗道多条行车线。其后他们分散到西环、中
环、金钟、湾仔、铜锣湾及天后等地区，继续占据
马路，令当区交通严重瘫痪。至晚上，大批示威者
仍然逗留在金钟一带的马路上，小部分人以丫叉

（弹弓） 将硬物投向政府总部，又以镭射光线照向政
府总部内的警务人员。

香港警方说，在过去两个月不少大型示威活动
中，都有暴力事件出现。警队一直保持克制忍让，
竭力维持公众秩序及保护市民安全。警方只是在有
人暴力冲击或做出暴力违法行为、危害在场人士的
人身安全时，才使用相应武力加以制止，阻止事件
升温及恶化。示威者忽略其首先挑衅警方及暴力冲
击的行为，只批评警方使用武力，是倒果为因，有
欠公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