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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港獨」鬧得很歡，其背景就是美國試圖
通過推動「港獨」坐大，然後激起「台獨」、

「疆獨」和「藏獨」，「四獨」一起向中國發難，
從而讓中國無法專心與美國進行大國博弈。美國一
直試圖對中國進行顛覆已經不是甚麼秘密，在之前
我們的分析中，我們推薦的幾個視頻，看看就明白
了整體形勢。在前面分析當中說過，我們也有一個
推斷，即中國和美國為首的西方，在意識形態鬥爭
方面，未來兩年將有一個決戰。其中，香港就是決
戰的最前沿。

美推「港獨」勢力坐大
2017年，香港將進行普選，美國正試圖利用這一
機會，推動「港獨」勢力坐大，然後給中國製造麻
煩。哪怕最終失敗，一旦造成香港大亂，那也一樣
能影響中國，特別是可以借機在國際輿論上攻擊中
國，讓中國陷入戰略被動。
這一策略，猶如美國花了數十億美元搞掉烏克蘭
亞努科維奇政權，讓俄羅斯在國際輿論中陷入戰略
被動一樣。普京為了展現俄羅斯，在索契冬奧會花
了500多億美元，但由於烏克蘭的局勢不但使得這
500多億「廣告費」打了水漂，甚至還透支了不
少。好在，普京做事果斷，拿下了克里米亞作為補
償，否則這虧可就吃大了。
但是，這事放在中國身上，那可就是純吃虧了，
因為香港本來就在中國治下，如因香港使得中國在
國際輿論上陷入被動，中國又能拿什麼補呢？而美
國人能在烏克蘭身上花數十億美元，又怎麼不會在
香港也花數十億美元呢？所以，中國政府對香港醞
釀的所謂「佔中」（顏色革命）一直保持着高度警
惕和高壓，在6月10日更是發布了《「一國兩制」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為了實現「港
獨」，最近還有「港獨」黨派分子準備發起所謂
「公投」。

派沃夫維茲面示黎智英

那麼，美國到底在這裡有沒有實際動作呢？
據中新社香港6月19日電，19日出版的香港《東
周刊》號外披露壹傳媒老板黎智英五月底曾密會美
國國防部前副部長保羅．沃夫維茲（Paul Wolfow-
itz），雙方在黎智英的遊艇上逗留五小時，二人前
後腳離開，而與美國政黨關係密切的壹傳媒高層
Mark Simon，則一直在旁打點。據《東周刊》報
道，該刊早前接獲可靠消息，指黎智英近期會跟美
國一些極敏感的政治人物在港見面，經不斷追查，
至5月底終於有所發現。
報道還指出，身為美國老牌智庫組織「美國企業

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學者
之一的沃夫維茲，本來需於5月21日為該會在華盛
頓總部舉辦的研討會上致詞，可是該活動其後突然
取消；七日後《東周刊》即發現沃夫維茲原來身在

香港。沃夫維茲似乎從來沒有公開過他與香港「民
主派」人士接觸的活動，今次卻在「七一」前夕忽
然現身香港，且與黎智英密會五小時，背後耐人尋
味。
黎智英是個「港獨」分子，天主教徒，生於廣

州，是香港企業家。1960年，12歲的黎智英從內地
偷渡到香港後白手興家，於1981年創辦佐丹奴時裝
連鎖店，於1990年代在香港創辦壹傳媒集團，至
2001年將傳媒事業擴展至台灣。2008年10月，黎
智英辭任壹傳媒集團首席執行官職務，自2014年5
月1日起兼任香港《蘋果日報》社長。壹傳媒集團
旗下媒體有香港《蘋果日報》、《壹週刊》、《爽
報》（編按：《爽報》已停刊），有台灣媒體《蘋
果日報》、《壹週刊》。

中情局－NED資助反對派
美國、英國的情報機構在香港駐有大量特工，美

國和英國在香港的領事館是這些特工的聚集地。香
港是中國的一個城市，人口七百萬，但美、英在香
港領事館的人數都分別達到六百人左右。事實上，
這些人都是美英的特工。
據19日出版的《東周刊》號外披露，西方情報機
構一直在香港活動，介入香港政治。其中一個較為
活躍的組織，是1983年成立的「全美推動民主」
(簡稱NED)。該組織聲稱是私人非牟利機構，但翻
查其2003年的財政報告，卻發現其約5,500萬美元
的收入中，超過98%的進賬來自美國政府新聞處。
此處註釋一下：NED應譯作「全國民主基金

會」，是美國的非營利機構之一。美國政府為了便
於管理向外國組織的捐款資金，於1983年成立全國
民主基金會，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其宗旨是促進
及推動全球的民主化，並向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及團
體提供資助。
全國民主基金會的經費主要來自美國國會通過美

國國務院進行的年度撥款，也有一小部分來自民間
捐助。全國民主基金會說，雖然該基金會依靠國會

和白宮的持續支持，但是他們不是政府一部
分，撥款如何使用，由獨立的董事會來決定。
NED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着千絲萬縷的關

係，董事局不少成員與中情局有聯繫。NED
其中與兩個子組織——NDI(US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Affairs)、
ACILS(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La-
bor Solidarity)更是一直在香港低調運作，向香
港一些政治團體提供資助和培訓。
NED曾在其網頁對2003年阻撓香港《基本

法》23條立法感到自豪，指受他們資助者參與
組織「七一」遊行。NED董事局不少成員與
中情局關係密切，全面控制NED的財政。其
中一名董事曾任負責情報研究的助理國務卿，
在民主黨執政期間，盛傳是中情局局長熱門人

選。NED為掩人耳目，曾將大部分撥款
通過非政府機構發放，但這些機構均與
中情局有關。

索羅斯基金會支持「港獨」
另外，在香港對「港獨」支持的還有

美國的索羅斯基金會等。
其實，這些組織不僅在香港活動，在

大陸也已經進行多年活動。最新的消息
是，國安委正在部署摸底境外NGO在中
國的活動。這則消息在今天放出後突然
遭到刪除，原因不明。但有一點可以確
認，那就是在習總的領導下，中國對意
識形態的鬥爭抓得更緊了。在這種生死
關頭，如果還不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鬥

爭，不堵住對手的滲透，就可能因此帶來大損失。
有人說，西方人進行意識形態鬥爭嗎？可以非常

不客氣地說，人家不但進行意識形態鬥爭，還把這
些意識形態的東西加工成各種文化產品，然後讓你
不知不覺的接受。譬如，很多好萊塢大片就是如
此。舉兩個簡單的例子，在電影《雲圖》中，那些
被任意奴役和殺戮的克隆人形象是亞洲人，而且還
專門找了中國演員周迅出演。在電影《蝙蝠俠：黑
暗騎士崛起》中，反面角色的裝扮第一個讓人想到
的就是中東恐怖分子，雖然做了很多藝術加工，但
只露出眼睛的形象仍然讓人想起中東恐怖分子。而
這位恐怖分子說的話中，我們可以聽到一些「無產
階級革命的味道」，通過將「無產階級革命」醜化
成恐怖分子來完成不知不覺間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
輸送，這是何等高明？

價值觀滲入流行文化
相比我們，西方人在玩意識形態遊戲中非常高

明，能通過這種流行文化讓受眾不知不覺間接受自
己宣揚的價值觀。這些東西滲透到一些遊戲、電影
的性相當重。譬如，曾經紅極一時的遊戲《紅色警
戒》中，裡面的形象和列寧非常相像，而《變形金
剛》中擎天柱的臉形則是林肯的臉形。
有人可能會說，美國沒有像我們這樣的宣傳部

啊、也沒那麼多審查甚麼的？其實這都是對美國體
制不了解的原因。美宣傳部前身叫「公共協調辦公
室」office for public coordination，1951年併入中情
局，隸屬「國家隱蔽行動部」national clandestine
service，任務包括心理戰和媒體審查。中情局是如
何操縱好萊塢（港譯：荷理活），可見2012年的一
本書《The CIA in Hollywood》，作者是 Tricia
Jenkins。
而且，玩好萊塢的都是大財閥，美國就是這些大

財閥的「公司」殼，作為「公司」的股東，他自然
會維護這個「殼」，所以財閥和CIA在利益上是一
致的，他們在推出產品是會不經意間植入意識形
態，通過這種意識形態的宣傳符合自己利益的價值
觀。

理性者應保持足夠清醒
作為個人，我們可能不能左右大局，但我們卻可

以擦亮眼睛，認清形勢，看清敵人的真面目。至
少，我們不能不知不覺間被別人洗腦了還不自知，
這雖然是一個娛樂至死的年代，但作為理性的人，
我們還是應保持足夠清醒，不要輕易作他人的炮
灰。讓自己和身邊的人都智慧起來，是我們每個人
的社會責任。當每個人都擁有了獨立思考能力，都
智慧了起來，那麼這些具有不可告人目的的鬼把戲
也就無處遁形了。一個獨立、智慧的民族，當然會
走向強大，走向復興，中國夢也就自然成為現實
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等外部勢力試圖干預香港特
首普選，究其實是為了借此干預中國內政。香港反對派「裡應外
合」，「禍港四人幫」中的陳方安生、黎智英近期頻頻亮相。黎
智英更涉嫌製造「白色恐怖」，聲稱旗下刊物被抽廣告是「政治
打壓」，陳方安生則在接受英國傳媒訪問時要求有關商業機構
「解釋」。不少香港市民批評，黎智英旗下刊物煽動「佔領中
環」，香港各商業機構將首當其衝，他們考慮社會影響而不在這
些刊物刊廣告完全是商業考慮。商業機構不落廣告就說是「打
壓」，完全違背自由市場經濟，且盡顯其「假民主」嘴臉。
《紐約時報》早前引述黎智英屬下、香港壹傳媒商務總監

Mark Simon聲稱，香港兩間主要英資銀行匯豐及渣打停止在黎智
英旗下《蘋果日報》落廣告，並指稱事件涉及「政治打壓」。前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日前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聲稱，
該兩家銀行「屈服於北京壓力」，她已去信要求對方解釋。

質疑「登廣告無自由」
在昨日網上討論區，不少市民相信商業機構在甚麼刊物刊登廣

告，自有其商業考慮，也有他們的自由，尤其黎智英屬下刊物不
斷宣傳違法「佔中」，商業機構考慮到自身利益不在該部分刊物
刊登廣告也是理所當然之事。他們批評黎智英及陳方安生將之屈
為「政治打壓」，實橫蠻霸道。
網民「oldpopo」在「香港討論區」反問道：「乜原來人地喺邊到

落廣告都無自由，要佢管？」「GATEWAY2010」說：「匯豐落廣
告要問准陳太，唔係就唔民主！」「MC5SCLUB」指出：「原來香
港既民主係無權自由選擇落唔落廣告……明晒！」「半伯」說：「呢
啲算唔算霸權？係唔係免費先？唔落廣告都唔得？」「mickymin-
nie201」則說：「又話自由市場嘅？規定要向蘋果屈服落廣告？」

理解「唔肯花錢買難」
有網民批評，黎智英屬下的《蘋果日報》「係咁煽動啲傻仔去

佔中，如果真係中環出事，呢啲大銀行一定首當其衝，邊有人咁
XX仲去你到落廣告？仲落咪即係比你抽水支持佔中？所以根本
係商業決定。」「720121」則批評，《蘋果》支持「佔中」，成
日想搞亂香港，損港形象，唱衰香港，直接影響香港營商環境，
甚至衝擊香港。匯豐、渣打很可能成為直接受害者，盈利可能因
此而倒退，為何還要在始作俑者之一的毒果（指《蘋果》）上花
錢投放廣告？」「abbalau」也說：「這是純商業的決定，冇人會
用錢去支持倒自己米的。蘋果鼓吹佔中破壞社會安寧，直接受害
者就是中環的金融業界。不要樣樣都說是政治問題！」
網民「愛無恨」則一語道破：「商業決定唔得咩？鬼叫你份毒果
跌紙咩！」「大鑊余」也說：「唔係唔落，係落咗第間，你唔見啲
免費報紙輪流有銀行廣告咩？銀行唔係善堂，冇正字（政治）責任，
邊張報紙發行量大咪登邊張囉，鬼叫你自己唔爭氣走下坡咩唔係老
吹架，你公佈嘅業績講咗出嚟架。C生（指施永青）張報紙
（《AM730》）咪一樣鬧正苦（政府），佢哋一樣有銀行廣告格！」
不少市民也批評黎智英「唯我獨尊」的心態。網民「哎喲喂」揶
揄道：「邊間企業唔去毒果落廣告嘅，就係反民主！邊個唔順從陳
四萬等四人幫嘅，就係與民為敵！邊個唔支持犯民嘅，就係中共5毛！
邊個敢反對嘅，就係打壓言論自由！總之，犯民講嘅就係真理！」
「dannyjai」也笑言：「立法規管囉，想登廣告，必須在毒果登。」
「robin_crumbs」跟帖道：「你又提醒咗班飯聞，佢哋會好快係立
法會提交私人法案：規定廣告只准登一家報紙。」

屈匯豐渣打受壓「棄果」
網民鬧四萬假民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壹傳媒老闆黎
智英早前與美國國防部前副部長保羅．沃夫維茲
在港密會5小時，被質疑是勾結外部勢力干預香
港。黎智英日前通過發言人聲稱，黎智英與沃夫
維茲是多年老友，兩人去年到緬甸旅遊更獲中國
駐緬使館兩度邀請晚餐。不過，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發言人昨日應詢表示，經核實，中國駐緬
甸使館去年從未邀請黎智英參加宴會，壹傳媒發
言人散布有關消息純屬無中生有。
香港傳媒昨日揭發，在「民間投票」及

「七一遊行」前夕，黎智英上月底鬼祟密會保
羅．沃夫維茲（Paul Wolfowitz）達5小時，
並由出身美國情報人員的美國共和黨香港支部
主席、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
mon從旁打點。沃夫維茲現在美國老牌智庫
「美國企業研究所」任職，原訂於上月21日
為該會在華盛頓總部舉辦研討會致辭，惟該活
動突然取消，但在7日後被踢爆現身香港，與
黎智英秘密會談，實耐人尋味。
黎智英在回應時辯稱，他與沃夫維茲是出

海敘舊，「我與保羅．沃夫維茲是相識多年的
好友，當天是趁保羅．沃夫維茲前往印尼前抽
空敘舊。」日前，Mark Simon聲稱，黎智英
與沃夫維茲是多年老友，兩人去年到緬甸旅遊
時，更獲得中國駐緬使館兩度邀請晚餐，「所
以中方對這段友情，完全了如指掌。」
不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昨日

在應詢表示，經核實，中國駐緬甸使館去年從
未邀請黎智英參加宴請，壹傳媒發言人散布有
關消息純屬無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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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參與日前參與「「佔中公投佔中公投」」被被
喝倒彩喝倒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編者按】 在香港討論2017年特首普選的關鍵時刻，

美國等外部勢力不斷和香港反對派「裡應外合」，不但

試圖干預香港事務，更以此干預中國內政，以契合其

「重返亞太」、「圍堵中國」等策略。

互聯網昨日廣泛流傳一篇由內地網民「占豪」在6月

21日所發表的文章《香港背後的黑手！》並引起了熱

議。文章列舉大量事例，踢爆美國試圖利用香港將進行

普選的機會，推動「港獨」勢力坐大，試圖影響中國。

大家應認清形勢，看清敵人的真面目。「當每個人都擁

有了獨立思考能力，都智慧了起來，那麼這些具有不可

告人目的的鬼把戲也就無處遁形了。一個獨立、智慧的

民族，當然會走向強大，走向復興，中國夢也就自然成

為現實了。」

以下為「占豪」《香港背後的黑手！》全文。

網民踢爆亂港幕後黑手
批美借普選推「港獨」促看清敵人真面目

■壹傳媒動畫商務總監Mark Simon(左)在保羅．沃夫維
茲(右)密會黎智英後陪同離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國索羅斯旗下索羅斯基金會支持「港獨」勢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香港20202020召集人陳方安生及民主黨創黨主召集人陳方安生及民主黨創黨主
席李柱銘與美國副總統拜登在白宮會面席李柱銘與美國副總統拜登在白宮會面，，被批被批
評邀美干預香港內部事務評邀美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