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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8月27日电（记者袁秋岳） 青年志愿者
刘桃妍站在成都东站的月台上，依依不舍地注视着一趟
远去的动车，结束了她在“四海一家·川港同行”青年交
流活动为期6天的志愿服务工作。

8月 21日至 26日，近 700名香港青年通过由四川省港
澳办、共青团四川省委、香港新家园协会共同举办的“四海
一家·川港同行”青年交流活动来到四川，分4条线路分别
走进成都、德阳、绵阳、眉山、广安等地参访交流。

“和想象的不一样”

“内地和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发展得很快。”正在香港念高中一年级的16岁团员孔维健
感叹道。

“香港是一座比较小的现代化城市，到内地来可以学
到在香港没办法学到的东西、经验，可以增强孩子们对祖
国的归属感，开阔他们的视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
程。”香港新家园协会员工、青年交流团负责人之一陈仕基
说，这已经是他第5次参与“四海一家”交流团活动了。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陈仕基此行印象最深的地方之
一。22日下午，青年交流团全体团员来到都江堰。这座
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著名水利工程，在连日暴雨后，正
通过“鱼嘴分水，飞沙堰泄洪，宝瓶口控制流量”，充分
发挥它“分流排沙、泄洪减灾”的作用。

“我们看到两千多年前古人的水利工程发挥了很大的
作用，这是通过电视和网络没办法体会到的震撼，作为
一个中国人，我感到很自豪！”陈仕基说。

23 日下午，香港青年团来到二重 （德阳） 重型装备
有限公司参观，香港青年吴茗浩说，在来之前，我对四
川的大部分印象停留在媒体的地震报道上，现在我亲身
来到这里，看到了城市的发展和发达的设施。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作为此次旅途的首站，22 日上午，香港交流团的青
年们来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见证了

新家园协会把基地的一对初生龙凤胎大熊猫分别命名为
“四海”和“一家”。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新家园协会董事会主席许荣茂表
示：“这对双胞胎大熊猫就如四川和香港一样，有着血浓于
水的手足之情。将两只熊猫分别命名为‘四海’和‘一家’，传
承着‘四海一家’青年交流活动包容、友爱、互助的精神。”

“内地和香港是一家人啊！”参加了大熊猫命名仪式
的香港青年黄燕钰说。

青年交流团志愿者、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乔振经谈
起刚送别的香港小伙伴时十分不舍：“我们之间很有的
聊，大家有很多相同的关注点和兴趣爱好。”

在旅途的大巴上，曾有香港青年主动提议，与乔振
经合唱了一首 《我的中国心》。乔振经说：“作为一名青
年人，我希望新时代的青年们都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永远心连心、手牵手地并肩前行。”

“明天会更好”

25日，在此次四川之行的尾声，青年交流团的190余
名香港青年来到位于北川的“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
馆。参访结束后，来自香港慕光英文书院的同学们与现
场青年志愿者们合唱了歌曲《明天会更好》。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平台到内地
走走看看，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在香港从事金融保险
业的黄燕钰告诉记者。

“四川是西部重要的经济枢纽与金融中心。希望香港
青年能亲身感受国家快速发展的最新情况，进一步了解川
港巨大的合作空间，通过交流活动为两地青年搭起沟通的
桥梁。希望两地青年携手同行，共创共赢，为祖国的繁荣
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一己之力。”许荣茂说。

香港是四川重要的外资来源地和境外投资目的地。
截至 2018 年 12月，香港在四川投资设立了 5286 家企业。
香港是四川的第七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

“四海一家”青年交流活动由香港新家园协会主办，自
2015年以来已资助约1万名香港各界青年到内地交流参访。

近段时间，香港激进示威者的暴力
行径不断升级，严重冲击香港法治、安
宁、民生，令所有关爱香港的人们感到
痛心。连日来，广大内地青年心系香
港，密切关注香港局势。他们表示，目
前香港最重要的是恢复社会秩序，重振
发展信心，希望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共
同维护香港稳定繁荣大局。

期盼香港早日重回安宁祥和

不少内地青年，有着对香港的美好
记忆。对比如今被激进示威者搅得乌烟
瘴气的香港，他们纷纷呼吁：“香港不能
再乱下去了”“希望和平、安宁、繁华的
香港尽快回来”……

“看到自己曾经居住的社区和漫步的
街道以混乱无序的样貌出现在新闻中，
我着实痛心。”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现
在北京一家影视公司任职的王柯钧说：

“无论如何，暴力活动都不应被容忍包
庇。抵制暴力，恢复秩序，是每一个爱
国爱港人士现在最大的期盼。”

各种激进乱港活动，严重影响市民
生活，对香港的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冲
击：旅游、餐饮、零售等多个行业受到
严重影响，访港旅客数量从7月中旬开始
持续下跌，二季度经济增速创 10 年来新
低……

线上线下，广大内地青年通过各种形

式表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一场关乎
香港命运的“保卫战”。当前最重要的是稳
定局势，在稳定的前提下，才有空间去沟
通讨论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正如微博网
友“像澍”所说：“我们从不放弃，加油
香港，站起来！”

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许博，曾经到
香港参加学术会议，香港的繁荣美丽、整
洁有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激进示威
者的所作所为，损害了香港多年积累的发
展成果，阻碍了香港前进的脚步，注定‘失
道寡助’！”

“稳定安宁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
基础，混乱、暴力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希望香港能早日恢复昔日我们印象里的
高素质、有秩序、有人情味的样子。”在
上海一家媒体工作的林女士说。

和衷共济 重振“东方之
珠”发展信心

关键时刻，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宣布
推出总额191亿港元的一系列利民纾困措
施，着眼稳定人心、提振信心。此举受
到香港民众的欢迎，也引发广大内地青
年的共鸣。大家希望，一切爱国爱港的
人们行动起来，团结一致，凝聚起共护
家园的正能量。

“近期香港暴力事件如果持续下去，
将大大损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商

业中心的声誉。香港社会应齐心协力，
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止暴制乱，全力支持
警方严格执法，全力支持加强经济民生
建设，重振‘东方之珠’的风采。”曾经
在香港工作、如今在内地创业的黎媛一
直关注着香港局势。

“希望越来越多香港市民站起来一起
守护香港这个家！”微博网友“原来是涓
涓呀”留言说。

青年教师孟蝶工作的人大附中深圳
学校与香港一水之隔。她表示，作为教
育工作者，希望能够在工作中帮助青年
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清醒认识问题根源，明辨是非。

“‘人心齐，泰山移’，大家都努力
贡献自己的力量，不断提振战胜眼前困
境的信心，相信香港魅力会再次闪耀香
江之畔。”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研究生董一表示。

携手同行 共享祖国发展
机遇

8月21日至26日，近700名香港青年
通过“四海一家·川港同行”青年交流团
来到四川，通过实地走访、参观体验、
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亲身感受新中国
成立70年来的发展成就。

回想起 24 日晚上一名香港青年主动
提议合唱 《我的中国心》 的一幕，青年

交流团志愿者、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乔
振经感慨地说：“希望祖国的新时代青年
们都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永
远心连心、手牵手地并肩前行。”

不少内地青年表示，希望与香港青
年携手并肩，一起为更美好的明天奋斗。

“无论身在香港还是内地，我们都是
中华儿女。”从事青年工作的光大集团团
委副书记杨颖表示，青年人是很容易成
为朋友的，希望内地和香港青年之间多
多互相传递善意，希望香港青年能多了
解内地的发展状况，共同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国家的持续快速发展，为香港发展
提供了广阔空间。粤港澳大湾区、‘一带
一路’的历史性机遇就在眼前，希望香
港青年把目光视野放宽，把自身的命运
和香港的未来、祖国的未来联系起来。”
经常往来香港内地之间的房地产从业者
赵伟超说。

“祖国的日益强大，给我们年轻人提
供了广阔舞台。希望能和香港青年携手
同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发展机
遇，共谋美好未来。”32岁的江西玉山青
年谢坚进说。

“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一首《我的中国心》，唱出了内地和
香港青年对祖国的挚爱真情。“祖国的明
天会更好！土壤好了花儿才会更好地绽
放！”微博网友“北北·北极星”留言写道。

广大内地青年希望：

和平安宁繁华的香港快回来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香港8月28日电（记者丁梓懿）“在大是大
非面前，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如果继续做沉
默的大多数，香港就没得救了。”香港市民朱珮嘉言辞
恳切地道出了心声。

和香港许多普通市民一样，朱珮嘉几十年来勤勤恳
恳，努力呵护着事业和家庭，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发展默
默贡献着一份力量。年近 50 岁的她是一家小企业的老
板、一个基金会的创办人、一位孩子的妈妈、一名为社
会服务24年的义工。

在今年 6月以前，她原以为她所热爱的香港会一直
美丽、兴旺下去，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一群不理性的人
做了许多不理性的事，把这座东方之珠“摧残”得千疮
百孔。一系列暴力示威活动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和工
作，更严重损害了香港经济、旅游、民生等各个层面的
发展。

“我很痛心，曾经的香港是个多么包容、灵动、有
活力的地方，但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朱珮嘉表
示十分不解：为什么好端端的香港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为什么有人要故意破坏香港、影响香港发展，为什么年
轻人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还不自知。

就在 7月中旬，朱珮嘉因公开反对示威者的一些暴
力行为，受到了黑衣人的围攻，并惨遭“起底”。她的
照片、社交媒体账号等隐私被曝光在网络上，她的脸书
不断收到攻击谩骂的信息，给她的正常生活和心灵造成
了很大影响。

据朱珮嘉忆述，她曾被30多个高大的黑衣暴徒团团
围住，挡住去路，并遭受言语侮辱。但勇敢的她竟然当
面“教训”这群暴徒：“你们把香港摧毁了，有你们这
群人，香港一定没未来！”她以柔弱之躯抵挡着这股

“黑色恐怖”。
“如果你表达诉求的方式损害了香港的发展，那就

是不对的。”朱珮嘉坚定地说。
连日来，修例风波不断升级，演化为极端暴力违法

行为，屡屡突破法治、道德和人性的底线。如果当时受
到示威者的殴打、折磨怎么办？朱珮嘉现在回想起来有
些后怕，但她并不后悔。

“我完全不后悔，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认为我做了
一件对的事。”朱珮嘉说，“如果每个人都怕的话，没人
出来讲话。没有正义，香港会变成怎样？”

香港市民的普遍心声都是希望暴力停止，渴望恢复
和平安定、繁荣发展。朱珮嘉表示，在这样的社会氛围
下，市民大众更不能害怕表露自己的立场。

“如果市民们继续沉默，香港就没救了。沉默等于
纵容，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我们要团结起来，要勇敢
站出来！”她说。

朱珮嘉身边很多朋友听闻她的故事后，都纷纷表示
赞同她的做法，并且和她一样，坚决反对暴力，这让朱
珮嘉感到十分欣慰。“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拥有自己
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这位“小人物”，身上却有“大能量”。从1996年开
始，朱珮嘉就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帮助贫穷和孤寡老
人，多年来服务香港癌症基金会。近年来还创立了植能
量生命科技公司、饭盒基金，筹办非赢利餐厅，积极回
馈社会。

她一心期望能作为沟通内地和香港的桥梁，以内地
发展突飞猛进为契机，将香港的先进理念和模式带到内
地，为融合两地智慧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作为一名刻苦打拼的女企业家，她的生意在这场风
波中受到不少影响，但她看得很开：如果生意和人生立
场之间二者择一，我一定会先选自己的立场。生意只是
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没有立场、没有勇气，那做
生意还有什么意思呢？

不惧黑衣人，为正义勇敢发声，发动身边亲朋参与
撑警集会，前往警署慰问警察……“我不知道还能为香
港做些什么，只希望更多的港人能勇敢站出来，一起救
救香港。”说到这里，朱珮嘉哽咽了。

本报香港 8 月 28 日电 （记者连锦
添） 为期5天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七十周年——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

（香港） 大型展览”今天在香港开幕。展
出的400余幅珍贵历史照片，全面生动地
展现了朱德的卓越功勋和巨大奉献。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时
说，此次展览可以让香港市民认识历史
伟人及国家走过的路，提升对国家的归
属感和认同感。她强调，香港回归祖国
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面对目前的暴
力升级，示威者大规模的破坏行动，我
们必须坚定信心，担当“一国两制”的
捍卫者，维护法治，止暴制乱，让香港
社会恢复平静。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卢新宁
在致辞时表示，当前香港面临回归以来
最严峻的形势，我们希望从先辈先贤那
里汲取力量。我们热爱自由，但不应包
括欺凌和破坏的“自由”；我们珍惜法
治，但不应包括容忍暴力的“法治”；我
们追求民主，但不应包括制造割裂的

“民主”。她强调，面对艰难时局，大家
要团结一起，同舟共济，坚定地支持特
区政府和香港警队执法，止暴制乱，恢
复秩序。

朱德之孙朱和平致辞时深情回顾了
朱德光辉的一生。他希望广大香港同胞
特别是青年朋友通过此次展览，更加深
切地感受中国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更加珍
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为保持香
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凝聚力量。

展览组委会主席、香港紫荆杂志社社
长杨勇在致辞中说，现在的香港正面临回
归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我们坚信法治一
定能够战胜暴力，正义一定能够战胜罪恶。

展览由香港紫荆杂志社联合四川仪
陇朱德故居管理局、香港爱国爱港社团主办。在港岛的
中央图书馆展览大厅，50名香港中小学生担任展览的导
赏员，用粤语向观众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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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惧黑衣人的朱珮嘉：

继续沉默，香港就没救了

新华社香港8月28日电（记者朱宇轩）“爱香港有
很多种方式，但暴力绝不是其中一种。”29岁的香港青
年黄晞华诚恳地说，“沟通才是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
它从来都不可以被放弃。”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黄晞华崇尚理性沟通，
拒绝暴力。谈及这场修例风波中的年轻人，他在言语中难
掩惋惜，但对沟通的可能性，却始终抱有坚定的乐观。

6月以来，从事社工行业的黄晞华一直努力与走上街头
的年轻人交谈。他直言，与他同龄的香港青年过早地背上了
重担：年轻人被高房价、高物价绑架，然而工资却跑不过通
胀；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问题累积，未得到及时解决……

“当他们认为只有使用暴力才能得到回应时，他们
所做的只有将更多群众拖下水，才能吸引政府和整个社
会的注意。”黄晞华严肃地说。

在社会撕裂、敌视情绪碰撞的大背景下，拒绝暴力
的年轻人或保持沉默，或离开香港，但黄晞华决定站出
来，架起一条沟通的桥梁。

8 月初，黄晞华和一众好友成立了一个青年政团，
旨在坚持“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提供青年发声的
平台，通过调研社会议题，让各方听到青年的声音，让
香港各界能理性沟通。

黄晞华也希望内地和香港的年轻人能坐下来，谈一
谈。他说，香港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已经毕业的年轻人
缺乏跟内地交流的机会，也不愿意去内地，导致其无法

进一步了解自己的祖国。
“从小时候起，整个社会氛围告诉我们，香港是世

界上最好的地方。于是好多同龄人专注地在这个岛上念
书、工作、成家。但我比较‘另类’，想要探索不一样
的可能性。”黄晞华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说。

黄晞华的父亲是香港工会联合会成员，早在香港回
归前就把他送去广东省参加过为期两周的活动，此后又
数次带他去内地探亲、游玩。在黄晞华的记忆中，尽管
回内地的车程漫长，但每次的经历都非常愉快。

在父亲的鼓励下，黄晞华高中毕业后决定跳出香
港，前往内地读大学，了解自己的国家，看看广阔的天
地。在中山大学，黄晞华度过了和内地学生别无二致的
大学四年：和五个室友挤在一个集体宿舍，加入校园广
播台，参加模拟联合国比赛……

在香港出生、成长，在内地度过自己的大学时光，
正是有不同生活的经历，黄晞华更觉有义务让内地香港
青年相互理解。回想当年，共享奥运荣光、为汶川地震
献爱心的深刻体验仍然让他激动不已，“共同的经历、
共同的体验，让我们更亲近、更紧密”。

“年轻人是脆弱又敏感的一群人，渴望声音被听
到。虽然我们政团的核心成员只有 10 个人，但我们愿
意花时间、精力，让年轻人的声音被听到。”谈到尚在
襁褓阶段的青年政团，黄晞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但
语气充满自豪。

香港青年黄晞华：

暴力绝不是我们爱香港的方式
四海一家 川港同行
——川港青年交流活动侧记

新华社香港8月28日电 香港警方28日表示，两个
多月来，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社会影响越
来越广泛。警方至今已经拘捕近 900 人，将继续严正执
法，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在警
方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警方从过去两个多月的相关案情
及证物中发现令人担心的情况，即激进示威者的暴力已
升级至使用致命武器，犯罪地点遍布港九新界多区，暴
力行为越来越严重，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

进入8月以来，激进示威者的暴力程度超越市民可接
受的底线，影响多个地区以及港铁、机场等，严重破坏
香港“旅游之都”形象。

谢振中表示，警方一直积极跟进过去两个月发生的暴
力事件，相关调查一直没有停过，只要有足够证据就会作
出拘捕。上周末至今，警方已拘捕 26人，分别涉及 6月 9日
在特区立法会外非法集结、6月 12日金钟非法集结、7月 1
日大肆破坏立法会、7月21日元朗地铁站袭击事件、8月11
日尖沙咀非法集结、8月13日瘫痪机场及袭击内地记者，以
及在网上发表违法言论等，被捕者罪名包括非法集结、刑
事毁坏、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藏有攻击性武器、不诚
实取用电脑、伤人、无牌管有弹药及诈骗等严重罪行。

谢振中强调，警方对所有违法行为都一定会严正执
法，即使没有在现场即时拘捕，也不代表对违法行为视
而不见，事后必定会跟进，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新华社仰光8月27日电（记者庄北宁、车宏亮） 缅
甸战略与国际研究所联合秘书长钦貌林日前在缅甸仰光
就香港事态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香港发生暴力活
动令人感到遗憾，非法暴力行为应受到谴责。

钦貌林说，警方对制造暴力的示威者应加以管制，
保护民众财产以及执法是警方的职责。

钦貌林说，“一国两制”方针是实事求是的智慧结

晶，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香港发展越来越好，与
香港毗邻的深圳、澳门等地发展也稳步推进。

钦貌林说，西方一些国家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发展，故
意制造麻烦。西方一些媒体的报道夸大其词，甚至制造虚
假新闻，以达到其想要的宣传效果。钦貌林指出，香港事务
属于中国内政，应防止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人民盼望和平
稳定、经济发展，相信中国政府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香港警方：

激进示威者暴力不断升级 警方将坚持严正执法

缅甸专家谴责香港非法暴力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