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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美國背景」大起底
外部勢力 3 年前看中 多管齊下捧
多管齊下捧成
成「政治新星
政治新星」
」

■黃之鋒父母合
影，其父黃偉明
為公民黨成員。
網上圖片

■美國商會邀請黃之鋒及其父母豪遊澳門
美國商會邀請黃之鋒及其父母豪遊澳門，
，入住
美資威尼斯度假村酒店高級套房。
美資威尼斯度假村酒店高級套房
。
網上圖片
■ 前美國駐
港總領事楊
甦棣被指多
次邀請黃之
鋒密商。
鋒密商
。

■「學民思潮」召集人
黃之鋒、發言人黎汶洛
與「香港 2020」陳方
安生等人會面。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齊正之
齊正之）「
）「學民思潮
學民思潮」
」 召集人
黃之鋒目前正按照某些勢力的部署，
黃之鋒目前正按照某些勢力的部署
，極力鼓動中學生在
本周五「
本周五
「 罷課
罷課」。
」。據多方面的證據顯示
據多方面的證據顯示：
： 其幕後
其幕後「
「黑
手」來自美國勢力
來自美國勢力。
。據悉
據悉，
，早在 3 年前
年前，
，他們就看中了
黃之鋒，
黃之鋒
，採取多種
採取多種「
「巧妙
巧妙」
」方式一手將黃捧成
方式一手將黃捧成「
「政治新
星」。
」。有網民近日爆料
有網民近日爆料，
，指出黃之鋒近年與包括美國駐

■黃之鋒獲美國勢力
精心栽培，成為反中
亂港「急先鋒」。

黃與美駐港高層勾連密切

港官方或非官方機構均聯繫相當密切，
港官方或非官方機構均聯繫相當密切
，網上並刊出多張
圖片，
圖片
，以證實此言非虛
以證實此言非虛。
。

日前有網民在網上刊出多張黃之鋒一家與美國在港
勢力關係密切的圖片，並點出了以下事實：黃之

鋒為什麼被美國勢力看中？據悉，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他出生於基督教家庭，其父黃偉明也是公民
黨的一員，擔任了「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召集
人，整個家庭的思想和價值觀均傾向英美；其次，是
反對派公民黨的大力推薦。公民黨出於策略上的考
慮，幕後支持黃之鋒等公民黨的「後裔」，成立了
「學民思潮」。然後，帶着這些「童子軍」出入許多
「上流社會」的社交場合，認識了許多親西方勢力的
反對派「大佬」。

反國教「一戰成名」獲美押注
當然，黃之鋒本身也「不負眾望」，在 2012 年反
「國教」一役中「衝鋒陷陣」，「一戰成名」，被某
些勢力吹噓為「明日之星」、「可造之才」。因此，
美國人就向黃之鋒招手並計劃將賭注下在黃的身上，
揮動「金手指」，大耍「點石成金」之術，把一個本
來還是涉世不深、朦朦朧朧的少年捧成了反對派的
「耀眼新星」。

美國商會邀黃一家豪遊澳門
據網友爆料：2011 年 7 月，由美國商會出面邀請，
黃之鋒及其父母一家人到澳門遊玩，入住美資的威尼
斯度假村酒店高級套房；2012 年 8 月，時任美國駐港
總領事楊甦棣與黃之鋒父親黃偉明、公民黨主席余若
薇4次開會，每次長達3小時。據悉，其中內容包括如
何更好地「栽培」黃之鋒等。2012 年 11 月，美國駐港
某機構負責教育的官員 Tin Dalton 與黃之鋒餐聚，探
討黃赴美留學及申領獎學金問題。
美國人還涉嫌向黃之鋒「大灑金錢」，據網友爆
料：2012 年 11 月，「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臨時撥款
10 萬美元，通過「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葉寶
琳交給黃之鋒，作為活動經費。今年 3 月，美國勢力
又通過「陳某某」交給黃之鋒 160 萬港元。當然，美
國人的這些金錢「投資」是非常「巧妙」的，網友在
爆出這些料時，暫時還沒有相應的材料作為證據。美
國駐港總領事館當時「一如預期」發表聲明，「否
認」網友類似的爆料。

精心栽培成反中亂港「馬前卒」
為了讓黃之鋒「義無反顧」地在反中亂港的道路上
扮演「馬前卒」，美國勢力還為他的「發展」做了精
心的設計和部署。據網友爆料，除了邀請黃之鋒和學
民思潮的骨幹分子到來港停泊的美國軍艦上參觀，讓
美國海軍陸戰隊員教授其格鬥術，為其孱弱的身軀
「充電」和「壯膽」；還通過「民主基金會」向黃之
鋒承諾，如他被警方檢控，將獲安排全額資助赴美英
留學等等，早就為黃之鋒安排的「後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齊正之）「學民思
潮」召集人黃之鋒近年來被美國勢力捧成「政
治新星」，黃本人雖然「驕橫跋扈」、「目中
無人」。但對美國勢力則「感激涕零」、「投
桃報李」。
下個月將滿 18 歲（1996 年 10 月出生）的
黃之鋒近年一直是煽動學生攻擊國民教育、
攻擊特區政府努力在 2017 年達成特首普選政
改方案的「急先鋒」。早在 2011 年 5 月 29
日，在公民黨的一手扶持下，不足 15 歲的黃
之鋒，與幾名學生成立所謂中學生組織－
－
「學民思潮」。

美資提供「成長」養分

為爭取曝光率，黃之鋒以「不怕打壓、為中
學生出頭」形象，多次對特區政府依法及正常
施政大放厥詞，成為媒體的「寵兒」。而在當
年「七一遊行」時，黃之鋒首次以「學民思潮
召集人」身份參加這次反對派的活動。
黃之鋒激進的言行舉止，立即受到美國駐港
機構的「特別關注」，為顯示關心，2011 年 7

多次「反國教」遊行集會。當年 7 月 29 日，以
「學民思潮」為主要參與團體的「反對國民教
育科大聯盟」舉行「萬人大遊行」。

楊甦棣四次邀黃密商
網民透露，為了加強鼓勵這位「民主少
年」，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更是赤膞上陣，
在當年 8 月更是連續四次親自與黃之鋒密商，
而參加這四次密商活動的有：黃父黃偉明
（Roger），公民黨主席余若薇、自封「香港
良心」的陳方安生等人。
當年 8 月下旬，黃之鋒組織的「學民思潮」
宣布將「反國教」活動升級，其中在 8 月 30 日
的「佔領政總」集會上，為了煽動社會情緒，
黃之鋒突然宣布有 3 名「學民思潮」成員在政
府總部門外絕食，以將事件更加激化。
黃之鋒與楊甦棣等人在這幾次密商中，究竟
談了什麼，至今仍是諱莫如深，就連反對派內部
的知情者也不多。但明眼者可以看出，在當年一
系列「反國教」的激端活動中，黃之鋒與美國勢
力的密切勾連，其所做所為更是昭然若揭！

CIA 三渠道滲透港校園

由於香港是國際大都市，並
具緊靠中國內地的地理位置優
& 勢。據悉，一直以來，美國駐
港總領事館是美國在海外最大
人數編制最多的總領事館，美
國中央情報局（CIA）香港分部也設在總領事
館內，中情局的主要工作除情報搜集外，也需
要向當地社會滲透，而香港的大學校園則是重
要的滲透目標。
據悉，中情局對高校的滲透主要有三種渠道：
一是中情局人員以美國駐港機構各種各樣的
身份，直接進入校園，舉辦工作坊，吸引大學
生參加，今年 3 月中旬，香港美國中心
（Hong Kong America Center）就在港大校
園舉行了一場為期兩日的「工作坊」。該機構



表面上是教育機構，其負責人卻是美國退休資
深外交官Morton Holbrook；
二是透過大學內一些講師教授推薦，吸納激
進學生，培植「學運骨幹」、「政壇新星」；
三是透過其代理人（反對派議員）及學聯刊
物，鼓吹向特區政府「抗爭」。有反對派議員
早前甚至公然為學生「佔中」打氣：「凡參加
捍衛民主運動的學生，美國的大學會優先錄
取，並且會給予獎學金，甚至是居留權。不必
害怕有犯罪紀錄。」

培植「反抗」專才 支持「顏色革命」
早在 1989 年起，中情局設有一個專門部
門，表面上說要為香港培養一批法律、商業和
金融管理人才，給予獎學金送到外國學習，實

際上是訓練這些人在外國取得學位後，重新返
回香港的大學，擔任大學的教師或教授。他們
既會參與政黨從事政治運動，更重要是留在大
學培養新一代學生運動領袖。
據《環境視野》2008 年 11 月《美國介入香
港「一國兩制」的現狀與趨勢》一文就指，美
國支持香港「顏色革命」，由「美國國家民主
基金會」通過香港「人權監察」等撥給涉港組
織經費。美國撥出資金，當然要在校園中挑選
「反抗」專才。
美國人苦心進入校園，培訓「抗爭」骨幹，
還暗中借激進學生組織之手發動「公投、遊行
集會、佔中」三部曲。激進學生成為美國輸出
極端民主的「急先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黃之鋒反國教
黃之鋒反國教「
「一戰成名
一戰成名」，
」，
獲美國垂青，
獲美國垂青
，精心栽培
精心栽培。
。

CNN吹噓黃創建「學民」風頭勁
為了進一步吹捧黃之鋒，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日
前還進行專訪。黃在CNN的鏡頭前忘乎所以地「大放厥
詞」，聲稱「決心要為實現香港的真正民主而戰」。
CNN 則吹捧稱「年輕的黃之鋒很早就顯露出叛逆心
理，並且取得成功」，還稱黃創建的「學民思潮」如
今擁有 300 名成員，「在香港爭取民主普選的運動
中，已成為發聲最洪亮的組織之一。」

月暑假期間，美國商會邀請黃之鋒與他父母一
起去澳門「旅遊散心」，並入住美資的澳門威
尼斯度假村高級套房數日。此外，還在提供資
助、金錢支援、承諾保護等方面，為其「成
長」提供內外養分。
對於來自美方或明或暗的鼓勵、支持，黃之
鋒心領神會，從其近年的言行看，他並沒有讓
美方「失望」。2012年，他利用特區政府提出
在中小學「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公衆諮詢文
件」，不斷發表蠱惑人心的言論，煽動社會及
學生家長對國民教育的不滿，當年 7 月 15 日，
他以「學民思潮召集人」身份參加《城市論
壇》時，多番故意打斷同場嘉賓余綺華有關國
民教育的講話，在遭到對方駁斥而理屈詞窮
時，則轉移爭論焦點，不斷追問余綺華是否打
算參加當年立法會教育界功能組別選舉，以此
來誣衊對方別有用心，但遭到台下聽眾的嚴厲
斥責。
雖然社會有識之士及輿論紛紛呼籲「勿將國
教政治化」，但黃之鋒的言行非但沒有收歛，
反而更加激進。此後他組織「學民思潮」舉行

■「學民思潮」舉辦「中
學生政改大會」，黃之鋒
借機煽動中學生罷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