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5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陳一新 2015年5月27日（星期三）

大馬禁黃之鋒入境搞事
勒令原機遣返 明言「不許他進來推廣示威」

在反對派家庭長大的「學民思潮」召集
人黃之鋒，多年來受美國「垂青栽培」，去年
更被《時代》雜誌亞洲版等美國報刊吹捧。有
報道說「幕後老闆」已為這隻「馬前卒」鋪

路，美國「獎學金、名校任揀」，黃之鋒也甘於做「扯線公
仔」，憑策動「反國教」、違法「佔領」等上位，近期又高
調赴台與台灣「太陽花運動」代表互動交流，令人擔心激進
派在特首普選方案表決後又有新一輪亂港行動。

黃之鋒父親黃偉明據稱為公民黨成員。在公民黨幕後支持
下，黃之鋒等公民黨「後裔」成立了「學民思潮」。2012年
中，黃之鋒憑「反國教」一戰「成名」，自此美國等外國勢
力就對黃之鋒「悉心栽培」。

據稱，2012年8月，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與黃偉
明、公民黨主席余若薇4次開會，談及如何「栽培」黃之鋒
等。同年11月，美國駐港某機構負責教育的官員與黃之鋒餐
聚，探討黃赴美留學問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臨時撥
款10萬美元，並涉嫌通過「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轉交給
黃之鋒作為活動經費。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當時「一如預期」發表聲明，「否認」
類似傳聞。但美國「造星」舉措愈趨高調。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CNN）專訪了黃之鋒，將「學民思潮」形容為「在
香港爭取民主普選的運動中，發聲最洪亮的組織之一」。去
年，黃之鋒登上《時代》雜誌亞洲版封面。今年3月，《財
富》雜誌選出全球五十大傑出領袖，黃之鋒竟排名第十。

高調赴台與林飛帆同台交流
有傳媒引述知情者說，美國近年喜歡栽培其他國家或地區

的學運、社運領袖，甚至送上獎學金、名校任揀，黃之鋒「十足十政
治明星」，大受美國大學歡迎。

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由黃之鋒牽頭的「學民思潮」在去年的違
法「佔領」中，聯同學聯代表任由幕後的外國勢力指揮，明顯效法台
灣「太陽花運動」，以奪取香港管治權為目的，同時試圖建立「台
獨」勢力和香港「自決」的互聯互動。今年3月底，黃之鋒高調赴台
與「太陽花運動」的林飛帆同台交流，令政圈憂慮激進派試圖在特首
普選方案表決後，再有新一波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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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被馬來西亞拒絕入境後回到香港機場。 美聯社

政界：年輕人應「引黃為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陳庭佳）「學

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昨日被馬來西亞拒絕入
境。政界人士指出，所有國家及地區有權以各種
理由拒絕一些人入境，特別是黃之鋒過去在香港
有份策動暴力違法的「佔領」行動，攪亂香港，
今日被其他國家拒絕入境實非意外。他們又認
為，事件反映一些香港年輕人屢次參與暴力衝擊
行動，隨時貽害前途，付出被拒入境的代價，不
僅黃之鋒本人需要自我反省，其他年輕人亦應引
以為戒。
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昨
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任何國家或地區都有
權容許或不容許某人入境，也會因各種理由而覺
得一些人不受歡迎。據她所知，馬來西亞入境部
門拒絕某人入境，都不會給予任何理由，「黃之
鋒話（政治考慮）係佢推測嘅啫，任佢講嘅啫，
通常當局都唔需要畀理由。」

葉國謙：黃之鋒應自我反省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葉國謙指出，每個

國家或地區有一套入境條例，馬來西亞海關人員
會按照有關條例接受或拒絕某人入境，自己不便
評論。
不過，他特別指出，黃之鋒曾有份策動「佔

領」，嚴重破壞香港特區的社會秩序，馬來西
亞政府是否因此擔心他會攪亂當地社會，因而
拒絕黃之鋒入境，值得社會關注。黃之鋒身為
一名學生，卻被其他國家或地區列入拒絕入境
的黑名單上，實應自我反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

表示，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無論多麼民主、自
由，都有自己一套出入境法例及守則，任何人如
要入境，都必須遵守及尊重有關的規則，外人不
應任意判斷，如有不滿應通過法律解決。
他指出，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會不歡迎違

法分子入境。黃之鋒應該檢討自己為何會被列入
馬來西亞拒絕入境的「黑名單」，反省是否因為
他早前策動違法「佔領」行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也表示，每個國家或

地區的入境條例及規定必須尊重，黃之鋒應先反

思為何會被馬來西亞當局拒絕入境，而非不斷批
評別人，試圖諉過於人。他又說，黃之鋒正值求
學年齡，應該集中精力在學業上，珍惜寶貴光
陰。

姚思榮：對大馬做法不意外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表示，他對黃之鋒

被馬來西亞政府拒絕入境並不感意外。一般而
言，國家主權和治權相當重要，若被衝擊，社
會便會出現混亂，故每個國家都會竭力維護主
權和治權。
他又說，從某程度來看，香港的民主、自由相

當開放，只是在回歸前被「末代港督」彭定康把
民主自由無限擴大，令香港如搭上一部沒有剎車
掣的快車般任衝任撞，反對派更凡事上綱上線，
以「民主、自由」等口號為所欲為，黃之鋒在香
港衝撞慣了，在外國被拒入境後又試圖把自己塑
造成「國際民運人士」，然而他對國家主權、治
權明顯缺乏認識，根本「未夠班」，實應熟讀國
際關係。

違法「佔領」行動禍害香港，過
去數月來，多名曾經參與違法「佔
領」的學生已因為充當「英雄」，
付出被拒絕返回內地的代價。有網
友報料說，有香港的跨國企業在

「佔領」後將招聘員工的面試地點設在深圳，以測
試員工將來能否到內地工作，奉勸年輕人「請珍惜
你的回鄉證，除非你拿了（美國）綠卡」。

違法「佔領」事隔半年多，多名曾參與行動的
中學生及大學生因此被內地拒絕入境。今年2月

18日，黃之鋒女友、「學民思潮」成員錢詩文與
家人到昆明探親，但被當局拒絕入境，證件一度
被收起，至翌日被遣返回港後，證件始獲發還。

多名「佔領」要角被拒入境
4 月 7 日，參與過「佔領」的反對派組織「民

陣」的召集人陳倩瑩，在與家人北上掃墓時在深圳
羅湖口岸被截停，回鄉證一度被取走。關員當時指
她曾經在香港參與違法活動，入境會影響內地社會
安全，故拒絕她入境。中大學生會前副會長關偉雄

和另一名中大學生會前代表馮世傑，在4月初同樣
被內地關口拒絕入境，隨即遣返香港。

一名網民早前在「香港討論區」發帖，題為《請珍
惜你的回鄉證！》。文中引述有金融界人士爆料：
「香港有跨國企業將招聘員工的面試地點設在深圳，
目的是測試員工有沒有回鄉證、回鄉證是否有效、將
來能否回內地工作。理由是『佔中』期間，有青年人
因參與非法『佔領』行動被註銷回鄉證，不少公司表
示不願意聘用曾『佔中』的人士。」

不少網民留言奉勸香港年輕人不要受反對派煽
動，斷送北上發展的機遇。有人戲謔道：「請珍惜
你的回鄉證，除非你拿了（美國）綠卡。」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自明

跨國企業傳赴深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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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昨日在個人facebook上發表千字長文，披露馬來西亞的「六四廿
五周年紀念活動工委會」邀請他到吉隆坡、檳城、怡保和新山等地進

行巡迴演講，安排他昨日早上從香港直抵檳城（另一獲邀者、社民連主席
梁國雄則於日內出發），並於本月30日從吉隆坡回港。

禁用手機通話 曾用適當武力
不過，黃之鋒抵檳城機場並在入境櫃台遞交護照供海關人員查閱時，海

關人員指護照需到移民部門檢查。他稱曾多番追問原因卻不得要領，海關
人員只向他索取抵達吉隆坡的機票，約半小時後，他被要求立即原機遺返
回港。
他續稱，該名海關人員只以「government order（政府命令）」 為由回
應他的提問，並以英語表明「不許你再作電話通話」及「你唯一要做的就
是上機離開檳城」。
據邀請黃之鋒的主辦單位披露當時的一段電話錄音顯示，黃之鋒與海關
人員交涉期間，態度並不合作，需要海關人員不停催促掛斷電話，海關人
員並需嘗試以適度武力執行遺返令，但一度被黃之鋒以「別用暴力」反威
脅執行人員，黃之鋒期間並無受傷。
黃之鋒昨日下午返港後在機場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推斷自己被拒入境

與「佔領」行動有關，又謂「無諗過馬來西亞都去唔到」，憂慮今後包括
新加坡在內的其他國家也不能入境。
他聲稱，自己未發表過任何對馬來西亞當局的評論，對事件深表遺憾，

期望特區政府跟進。不過，他在facebook仍留言稱，不明白「佔領」行
動、「六四」風波與馬來西亞政局有何關係，又指自己近日在政改問題上
不停工作，壓力巨大，成為「政治名人」後在港缺乏私人空間休息，本想
藉今次機會散心，抱怨馬來西亞當局剝奪其旅行機會，表現毫無悔意。

內政部：國家安全是主因
阿末扎希昨日在事發不久後接受當地記者訪問時回應說，他不清楚事
件，會向移民局總監了解事件，但強調馬來西亞政府不因政治理念和意見
不同而禁止外國人入境。然而，當局有數項標準作業程序可禁止他人入
境，國家安全當然是主要原因，如有涉及負面因素將採取相關行動。
旺祖乃迪其後在接受當地記者訪問時說，馬來西亞政府知道黃之鋒在香

港所做的事，也肯定知道他到該國會「做一些事」，但該國不需要他到來
推廣示威，他全力支持移民局做「對的事」。
他強調，黃之鋒在香港所做的事，不允許在大馬做，並反問記者：「你

知道他是為何到大馬的嗎？」接着指出：「我知道他是誰，我們不允許他
進來。」
另據外電透露，馬來西亞全國總警長卡立表示，黃之鋒被禁止入境是由
於馬來西亞政府知道他會發表反中國的言論，擔心他會威脅到馬來西亞與
中國的關係和影響國家安全。大馬移民局發表聲明，表明黃之鋒不被准許
進入馬來西亞，但沒有解釋原因，反映黃之鋒已被列入黑名單。
主辦單位事後在馬來西亞發表聲明，聲稱當局是「政治打壓」，要求該
國內政部公開說明是否有拒絕入境黑名單，又揚言阿末扎希以「危害國家
安全」為由拒絕「普通學生」入境是「貽笑國際」。

特區政府：尊重其他地區決定
特區政府保安局昨日接受記者查詢時回應說，特區政府一向關注港人在
外的合法權益，有需要時提供可行協助。按照國際慣常做法，各地出入境
管制當局會依照當地的法例及情況，檢查及審批外地人士入境。局方尊重
其他地區，按其法規作出入境管理和決定。入境事務處在接受查詢時則表
示，特區政府關注港人在外的合法權益，有需要時會提供可行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去年策動違法「佔領」行動

的「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原定昨日到馬來西亞出席一

個「民運」論壇，惟甫抵馬來西亞檳城國際機場後，即被馬

來西亞當局拒絕入境，原機遣返香港。黃之鋒回港後稱，馬

來西亞出入境部門人員以「政府命令」為由執行遣返行動。

馬來西亞內政部部長阿末扎希昨日強調，如涉及國家安全問

題必然採取行動禁止他人入境；副部長旺祖乃迪更明言，知

悉黃之鋒在香港所做的事，該國不需要他入境推廣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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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根據主權和國家安
全原則，任何國家或地區都有權不讓任何人士入
境。美國入境政策訂明禁止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外
來人士入境，歐洲和亞洲多國，過去也曾多次以干
涉國家主權和國內政治等不同政治理由，拒絕他國
人士入境。
一般而言，各國入境機關會收集相關資料，協助
邊檢人員處理每宗入境申請時，按個別旅客的情
況，考慮是否批准該人士入境。按照美國的規定，
申請入境者，如被移民官認為屬於不可入境類，包
括從事間諜或破壞政府組織者、陰謀顛覆美國政府
者、危害美國外交關係者、在美國進行非憲活動者
和納粹分子等危害國家和社會安全的人士，可被拒
入境。

波蘭禁「親普車隊」過境
在歐洲方面，一隊親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夜狼」
（Night Wolves）摩托車車隊，原定上月25日從俄羅
斯出發，途經白俄羅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奧
地利，最終於5月9日抵達德國首都柏林，參加二戰
終結紀念活動。車隊組織者稱，是次長途駕駛旨在紀
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同時促進俄羅斯與鄰國
的友好關係。惟波蘭政府指車隊未及時提交所需資訊
和基於安全因素，拒絕車隊入境，並強調無關政治，
俄羅斯當局則堅稱波蘭有政治動機。
在亞洲方面，2011年8月，時為日本在野自民黨3
名國會議員飛抵韓國首爾金浦機場，準備前往與韓日
有主權爭議島嶼獨島（日稱「竹島」）西北部的郁陵
島，但遭韓國政府拒絕入境，要求他們折返日本，三
人一度堅拒出境，擾攘一輪後，最終返回日本。
澳洲牧師明欽（James Blundell Minchin）在2012年
11月，被新加坡當局以干預國內政治為由拒絕入
境。新加坡內政部發言人當時發聲明說，明欽在
2011年8月以社交訪問准證到訪新加坡時，在一個政
治論壇上發言，違反該國對外國人參與政治談話的規
定。發言人批評明欽身為外國人，濫用社交訪問准證
的權限，干涉國內政治，牴觸該國政教分離的原則和
理念。

■黃之鋒等4名「學民思潮」成員今年1月16日到達警總
「預約被捕」。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學民思潮」
日前換屆，召集人黃之鋒在無人競爭之下，再
次連任召集人，獨攬大權。不過，伴隨今次換
屆，「學民」引發成員「出走潮」。有政界人
士分析，「學民」元老相繼離開不與相爭，反
映黃之鋒在組織內獨裁作風嚴重，最終導致
「眾叛親離」。
繼張秀賢、周庭和劉貳龍等原「學民」發言

人先後退會或退任後，3年來一直擔任發言人一
職的黎汶洛近日也發表聲明，指任期屆滿後不
會再競選任何職務。黎汶洛日前接受記者查詢
時稱，暑假需完成社工實習課程，為專注學
業，不再競逐連任，但仍在考慮是否參與其他
學生組織或政團。換言之，「學民」僅剩下黃
之鋒一人繼續參選「學民」。

黎汶洛求去 黃子悅上位
最終，召集人一職在沒有競爭對手之下，「學

民元老」黃之鋒得以繼任召集人，曾在「佔領」
期間絕食的學生黃子悅則當上發言人。
黃之鋒日前在facebook發表5,000字連任「感

言」，聲稱如有人報名參選召集人，他會退出，
惟截至參選前一天仍無人參選召集人，在第四年
擔任「學民」召集人後仍決定繼續參選。
黃之鋒近年一度引發不少「學民」核心成員

不滿。在去年黃之鋒決定參與「佔領」前夕，
多名核心成員相繼出走，包括曾經參與「反國
教絕食」的林朗彥和「學民烈女」黃莉莉，另
一名成員朱偉聰也表示與「學民」分道揚鑣。
有政界人士分析，黃之鋒領導風格獨裁，引

起內部反感。有「學民軍師」之稱的張秀賢前
年高調宣布脫離「學民」時，坦言：「我呢啲
老嘢，唔好阻住地球轉啦！」當中主因是他與
黃之鋒意見不合。在「學民」內，黃的決定是
「一錘定音」，從來不聽其他人意見，最終引
發愈來愈多的「親密戰友」都要離他而去。現
在連碩果僅存的「元老」黎汶洛也離開，顯然
不是個別事件，而是「學民」內部出現了嚴重
的問題甚至是權鬥。

眾叛親離 獨裁元老冧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