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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薦「獨」中學生摒棄《城邦II》
做手腳列候選好書挨批 馮偉華圖拉康文署落水

政治色彩濃厚的教協，早前被揭發公然向中學
生「播獨」，於原意作推廣閱讀風氣及提高

中學生閱讀興趣而舉辦的「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活動「下手腳」，在選出60本候選推薦書目時，
借機混入煽動「港獨」的《城邦Ⅱ》一書，意圖
將其美化成「中學生好書」，結果引起各界批
評。昨日活動舉行頒獎禮，分別揭曉中學組及小
學組的十大好書，其中「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有
逾3.2萬名中學生投票，《城邦Ⅱ》遭棄落選。

自稱反對「獨」企圖劃清界線
對教協被批評公然向中學生「播獨」，馮偉華昨
在活動完結後接受本報訪問時意圖卸責，稱「（活
動）做了26年有口碑，今年只是有一本候選書籍有
爭議，不覺得有問題」。不過，當記者追問他對這
本極具爭議的「播獨」書籍有何看法時，他即搪塞
稱：「沒看過這本書，對內容不願置評。」
他續稱，自己反對「港獨」，又指有小部分年
輕人對「港獨」有意見，反映了他們需要對國家
建立一份歸屬感。
當記者再問他會否代表教協推薦《城邦Ⅱ》為
好書，他即緊張說「不代表不代表，我沒看過，亦
沒推介過，只是這些書籍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又
稱在經過學生投票後，《城邦Ⅱ》已落選，企圖劃
清界線，更兩次指自己無興趣閱讀該書。

稱提名機制欠透明 圖為教協卸責
在事件被揭發後，教協一直未有公布60本「候

選好書」如何出爐、提名候選書籍的委員會名單
等，被狠批欠透明度。馮偉華回應說，「提名
（候選書）委員會」由出版社代表、中文科老
師、學校圖書館主任等組成，又指26年來都無公
布其名單，自己也不知委員會的實際人數，但強
調其組成不只二、三人。
他續稱「提名（候選書）委員會」有成員事先
看過候選書籍，教協「對他們有信心」，更聲稱
「今次有政府部門康文署參與。我們都覺得機制
沒有問題」。不過，本報記者即時糾正，指康文
署只為活動頒獎典禮提供場地安排時，他沉默兩
秒、支吾以對地說：「就……他們（康文署）好
信任遴選工作的，因為好公正、客觀、專業的，
所以他們沒有派人參與。」
慘被合作多年的教協「拖落水」的康文署，早
前已多番表明，是次活動由教協主理及全面負責
所有統籌工作，包括公開邀請推薦書籍，再由教
協轄下委員會選出候選書目，推行中學生投票選
出十本好書，以及籌辦相關的典禮活動等。該署
發言人昨重申，其主要角色是為頒獎典禮提供場
地及負擔部分開支，並在圖書館安排展覽，不會
參與任何推薦及選舉工作。
就今年活動引發爭議，康文署回應指會按一貫
政策，在活動完結後總結及檢討安排和成效，以
持續優化圖書館各項服務。在各區圖書館的巡迴
展覽，只會包括十本獲選書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港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早前利用與

康文署轄下公共圖書館多年來的信任及

合作關係，在兩者合辦的第二十六屆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上，將煽動「港

獨」書籍《香港城邦論Ⅱ光復本土》列

為60本「中學生好書」的候選書目之

一，備受各界批評。昨日揭曉的十大獲

選好書，《城邦Ⅱ》在學生投票後被踢

出好書行列。教協會長馮偉華稱，教協

不會向學生推介《城邦Ⅱ》，又稱自己

反對「港獨」，企圖與《城邦Ⅱ》劃清

界線，又圖將合辦的康文署「拖落

水」，稱雙方都認同目前的「候選好

書」遴選機制無問題。

中學生批違「健康正面」準則不宜讀

教協屈基本法教材 詩姐澄清表述正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教育局日前

推出了新一套香港基本法教材，但教協等反對派團體
聲稱教材內「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部分的
一張摘要圖，將特首及香港特區政府直轄於國務院港
澳辦是誤導，「矮化香港。」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
主任梁愛詩昨日指，香港基本法第十二條明確指出，
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這並非是新概念，摘
要圖的表述正確。
為加深學生對香港基本法的認識、輔助教師教

學，教育局日前推出了「活學趣論．基本說法—《基
本法》視像教材套2015」供初中教師使用，內容涵
蓋香港基本法起源、「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等共5
個範疇。
教協教育研究部主任張銳輝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聲稱，在「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部分的一
張摘要圖，提及特首及香港特區政府，直轄於國務院
港澳辦是誤導，「矮化香港位置。」
他續稱，香港基本法列明，特首由中央任命，港

澳辦只是國務院轄下的一個部門，負責聯絡及溝通。
特區政府不應直轄於港澳辦，該教材將工作關係及權
力關係混淆。

批「矮化香港」黃均瑜明證否定
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教聯會會長黃

均瑜昨日在同一節目中反駁，有關的摘要圖不涉及誤
導。由於國務院要負責許多事務，由港澳辦分管香港
事務並無問題，而港澳辦也要跟隨香港基本法辦事。
他又指，新的香港基本法教材套是以學生角度出

發來推廣基本法，針對性回應學生疑問，又強調教材
套如一件貨品放在貨品架上，供教師參考選擇使用與
否，不會強迫學校使用。
黃均瑜相信，學生在學習時倘遇有疑問，老師會講
解清楚，如果老師認為教材套有所不足，也可以用補
充教材，並可與過去的香港基本法教材一併使用。
梁愛詩昨日在另一場合表示，該教材的摘要圖

表，並非指特首直轄於港澳辦，而是講到香港基本法
第十二條，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而這並非
新概念。
她續說，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是中央最高權力

機構，人大常委會之下有國務院，國務院其中一個部
門是港澳辦，直接管理香港的事情，故摘要圖的表述
正確，並沒有錯誤。

政治色彩濃厚的教協，早前被揭發公然向中學生
「播獨」，於原意作推廣閱讀風氣及提高中學生

閱讀興趣而舉辦的「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活動，在事先
「篩選」60本候選推薦
書目時「下手腳」，借
機混入煽動「港獨」的
《香港城邦論Ⅱ光復本
土》一書，將其美化成
「中學生好書」。

薦書籌委多教協理事
在事件曝光後，教協會長馮

偉華回應時卻意圖卸責，稱
「教協理事會並無具體參與評
審過程」，後又發聲明表示候選
書目是由公開邀請作家、校長、
老師、家長、出版社推薦，再由學
校圖書館主任和中文科老師組成的
「普讀計劃籌委會」成員選出60本
書目，而選書標準包括：一，題材健

康、正面、具啟發性、富教育意義、文
句通順；二，語文、勵志、通識等皆
可；三，近年出版及於市面流通。
不過，教協未有解釋《城邦Ⅱ》一書

為何能符合「健康、正面、具啟發性、
富教育意義」等準則，及該本政治宣傳
書籍為何能包括於「語文、勵志、通
識」範疇內。
香港文匯報再翻查有關「普讀計劃籌

委會」成員名單，發現該籌委會正是由
教協理事擔任主席，成員中更有多名現
屆及往屆教協理事及監事。惟教協兩次

回應都對此隻字不提，更令人質疑「籌委會」獨立性。

康文署首承諾將檢討安排及成效
教協中人藉推廣閱讀的學生活動「播獨」，令與之合

作多年的康文署客觀上成為「幫兇」。康文署發言人昨
回應本報時指，「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自1989年舉辦
至今已26屆，署方與教協繼續合辦活動旨在提高中學生
閱讀興趣，推廣閱讀風氣。

康文署指出，「一直以來，該活動由教協主理及全面
負責所有統籌工作，包括公開邀請推薦書籍，再由教協
轄下委員會選出候選書目，推行中學生投票選出十本好
書，以及籌辦相關的典禮活動等。」
康文署強調，當局並不會參與任何推薦及選舉工作，

其主要角色是為頒獎典禮提供場地及負擔部分開支，並
在圖書館安排展覽。至於未來發展，康文署則首次表明
會按當局一貫政策，在活動完結後總結及檢討安排和成
效，以持續優化圖書館各項服務。
對教協借機「播獨」，不少教育界中人均大為震驚。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組主席張民炳認為，每個比賽或活動
中的籌委會成員盡可能都應持有獨立身份，與大會機構
沒有任何關係，確保當中的客觀及公平性。

教育界籲政府清晰立場參與監督
他續說，今次籌委會涉及多名教協理事及監事，質疑

整個活動根本是「自己人做」，做法值得商榷，而當中
的政治取態及主張意見或會偏頗，其書目選擇及評分會
傾向「一面倒」。
香港教聯會會長黃均瑜亦指，教協理事會將選書責任

推卸至活動籌委會身上並不恰當，特別是籌委會主席由
理事擔任，「更加不可以置身事外。」
被問及康文署在事件中的角色，張民炳認為，其作為

政府部門應該具有清晰的立場，建議可派員加入籌委
會，與教協共同商討有關的書籍名單，「按現時情況來
看，康文署只是名義上參與舉辦，但實際上的工作很有
限度，日後必須檢討參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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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署合辦失察康文署合辦失察
《城邦Ⅱ》竟列中學「好書榜」教育界震驚

教協薦教協薦「「港獨港獨」」書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周子優）自稱是教育
專業團體的教協一邊高調稱校園不應政治化，但另一邊
廂卻陽奉陰違，多次試圖及鼓吹把政治帶入校園，將未
成年學生送上參與罷課的街頭，嚴重影響心智未成熟的
學生的心智發展，令不少家長及學界人士痛心疾首。
學聯及「學民思潮」在去年9月，發起大專學界罷課

後，教協積極鼓動中學罷課和小學罷教，聲稱這是學生
學習良好公民教育的機會，又提供交通津貼，資助學校
租用旅遊巴士，接載師生前往參與集會。

政治帶入校園圖「洗腦」
前年，教協又以「通識教材」名義製作違法「佔中」

的宣傳品，內容極盡偏頗之能事，將「佔中」無限神聖
化，後遭各界狠批後始加入少許相反意見，但仍然被質
疑欠持平。這種種的行為反映，具有濃厚政治背景的教
協，意圖多次向學生「洗腦」，宣揚不正確的政治意
識，嚴重扭曲社會應有的價值觀。
教協的行為惹起公憤，導致多個團體不滿其以
「爭取民主和公義」的糖衣包裝作為發動罷課罷教
的理由，誤導師生參與「佔中」，將政治帶入校
園。有關團體對教協的各種行動予以嚴厲譴責，並
要求教協道歉。不過，教協一直未有理會，正如今
次事件，教協理事會只把責任推卸及歸咎於籌委會
身上，毫無悔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特首梁振英早前在施政報告強調要警惕「港獨」的散

播，表明對有關風氣不能不警惕，更不應任由鼓吹。不過，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

協）卻利用與康文署轄下公共圖書館多年來的信任及合作關係，竟在兩者合辦的第二十六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向年輕學子「播獨」，將煽動「港獨」書籍《香港城邦論Ⅱ光復

本土》列為60本「中學生好書」的候選書目之一，令特區政府部門變相成為「『播獨』幫

兇」。學界中人指，康文署有需要表示清晰立場，參與活動籌委會，避免學生閱讀活動因

個別團體的政治取態而變質，避免帶給社會不正確信息。康文署在回覆本報時，則首次提

及會在活動完結後總結及檢討有關安排和成效。

煽罷課「佔中」毒害學子有「前科」

《香港城邦論》及《香港城邦論Ⅱ
光復本土》分別於2011年以及去年4

月出版。兩本書的作者都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陳雲（本名陳雲根），被「追隨者」稱為「港獨理論
大師」。其所謂的著作不乏鼓吹香港「獨立自決」，
大肆宣揚香港脫離中國，主張「族群區隔」云云。而
今次涉「港獨」書籍被別有用心者美化成「中學生候
選好書」龍虎榜，其實在過往也有類似前科。

陳雲任評委 著作列「好書」
早在 2012 年香港電台主辦的「第五屆香港書

獎」，當時陳雲身為獎項評審團成員，但其所著
《香港城邦論》卻被選為 12 本獲獎的中文好書之

一。據活動網站的資料，候選書籍由本地出版界、
教育文化相關專業團體、報刊雜誌文化版、書評人
及市民大眾提名而產生，所有公眾均可提名參賽書
籍，其後評審會從372本合資格的書籍中，選出23
本進入決選，並讓公眾進行網上投票。最後，經評
審團進行第二輪評審，選出 12 本獲獎中文好書。
當時評審團評分及公眾投票，分別佔總分的90%及
10%，但有關評審標準一直無公布過。

身為評審的陳雲自己的著作獲選，當時坊間有不
少聲音不滿陳雲涉有利益衝突，令人質疑他借機利用
其評審身份，發力將自己著作捧為「年度好書」，達
至向社會「播獨」的目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心澄、周子優

「港獨魔經」《城邦論》曾「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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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周
子優）按「第二十六屆中學生好書龍
虎榜」流程，5月1日將公布獲選十
本好書的名單及舉行相關頒獎典禮，
而隨後的半年，康文署會在各區多個
公共圖書館舉行巡迴展覽會。負責活
動的教協「普及閱讀獎勵計劃」秘書
處負責人昨向本報聲稱，「有機會」
將把全部60本候選書籍公開展示，
意味即使《城邦Ⅱ》落選，教協也意
圖將之「硬推」予公眾。但康文署回
覆本報查詢時則指，只會把當選的十
本好書放在展覽上，雙方說法出現差
異。有意見認為，如果《城邦Ⅱ》當
選「十大」，或者教協「60本候選書
籍公開展示」的意圖實現，康文署勢
將被進一步「拖下水」。

康文署：僅「十至愛」巡迴展覽
教協是次「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的投票已於上月9日截止，參與學生
要從60本推薦書目中選出十本至愛
的書籍及最喜愛的作家，而結果將
於5月1日公布。在隨後的半年，康
文署將會於港九新界多區的六個公
共圖書館包括大埔公共圖書館、香
港仔公共圖書館、屏山天水圍公共
圖書館、香港中央圖書館、保安道
公共圖書館及沙田公共圖書館各進
行一個月的巡迴展覽。
關於展覽內容，教協相關負責人

昨向本報稱，「有機會」將全部60
本候選書籍展出，但隨即又說「不
清楚」康文署安排細節。康文署昨
日在回覆本報查詢時則指，只會把
當選的十本好書放在展覽上。兩方
回應不一，正突顯教協希望將《城
邦Ⅱ》「硬推」予公眾的意圖。

圖書館藏有181本「獨書」
事實上，公共圖書館目前共收藏

共181本《香港城邦論》及《香港城
邦論Ⅱ光復本土》，有助長今次教
協「播獨」行動之嫌。康文署回覆
本報查詢時就強調，館方致力維護
資訊自由的原則，「不會對書籍刊
物內容進行審查，也不會利用館藏
宣揚任何信念或觀點。」
康文署資料顯示，全港公共圖書館

共有93本《香港城邦論》及88本
《香港城邦論Ⅱ光復本土》，發言人
表示，香港公共圖書館遵守聯合國教
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公共圖書館宣
言」各項原則採購圖書館資料，提供
一個均衡及多元化的館藏，以配合不
同年齡及各階層人士對資訊、研究、
自學及善用餘暇方面的需要。

過去5年12宗註銷個案
發言人強調，基於維護資訊自由的

原則，署方不會對書籍刊物內容進行
審查，也不會利用館藏宣揚任何信念
或觀點。對於註銷書籍的原則，發言
人透露在過去5年，公共圖書館共處
理12宗個案，並註銷了有關書籍，
包括衛生署轉介涉及中藥問題個案的
書籍、引用未有取得版權人同意圖片
的書籍、含有暴力及色情成分，及經
香港法院裁定為侵權的出版物。
不過，有意見認為康文署的公

共圖書館以公帑營運，故館方在
選書時應以公共利益為依歸，可
避免採用鼓吹撕裂族群的「港
獨」書籍。有意見則認為撤下書
籍涉及言論與出版自由，並不容
易，需要謹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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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動「港獨」書籍列入「中學生好書榜」，合辦活動
的康文署及轄下公共圖書館被指有失察之責。

■■教協主辦的教協主辦的「「中學生好書龍虎榜中學生好書龍虎榜」，」，竟納竟納
入宣揚入宣揚「「港獨港獨」」的的《《香港城邦論香港城邦論ⅡⅡ光復本光復本
土土》》((紅框紅框))為為6060本候選書目名單之一本候選書目名單之一。。

■《城邦》系列作
者陳雲，被「追隨
者」稱為「港獨理
論大師」。

僅稱辱警歌「得罪人」嶺大學生會無悔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嶺南大學學生會早前在
校內舉行音樂會，縱容出席的樂隊公然大唱粗口歌辱罵警
察，遭社會各界狠批。校長鄭國漢日前發公開信致歉，並警
誡學生會不能重犯，否則會紀律處分。嶺大學生會外務秘書
李德雄昨日雖承認歌曲有冒犯性，但稱沒預計活動迴響大，
會向「心靈受創」者道歉，又將涉事粗口歌的針對性辱罵及
煽動仇恨淡化為「得罪人」，聲言社會上每人的說話都有可
能無意間「得罪人」，「阻止不到其他人受傷害」。

妄稱辱罵煽仇乃「言論自由」
李德雄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學生會在音樂會事前已
知道該首粗口歌的歌詞內容，但沒有預計到演出引來那麼大
迴響，也同意當中有冒犯性，遂於早前聲明提出「向心靈受
創的人道歉」。他直認，校方在事前曾提醒及勸喻不要作有
關演出，只是學生會未有理會，又稱大學是言論自由的地
方，如果再選擇多一次，仍會讓該樂隊唱粗口歌。
被問及他既認同歌曲冒犯，但卻無悔意的「理據」時，
李德雄即將涉事粗口歌針對性辱罵及煽動仇恨的問題淡
化，稱每人的說話都有可能無意間「得罪人」，難以避免
也「阻止不到其他人受傷害」。言談間正是以「言論自
由」作藉口，內裡卻是一副「是冒犯呀！你受傷我也沒辦

法！道歉了但我會照做」的流氓態度。

黃均瑜：不應冒犯侮辱別人
身兼嶺大校董的資深校長黃均瑜在節目上表示，社會部

分人對粗口反應未必太大，但他認為事件中關鍵不單是粗
口，而是肆意辱罵及冒犯別人。校董會早前討論事件，認
為有關表達意見形式屬不可接受。
他強調，嶺大推動的是「博雅教育」而非「不雅教

育」，期望學生吸取教訓，如再犯對嶺大會是災難。就校
長發信所指的處分問題，黃均瑜指，大學處分範疇很闊，
由較輕的發警告信至最嚴重的「踢出校」，據他了解校方
暫不想多談處分，而是想說服學生不應冒犯、侮辱別人。

■黃均瑜表示最嚴重處分將
是「踢出校」。 資料圖片

宣揚「港獨」的《城邦Ⅱ》硬被教協列
入「候選好書」之一，不少出席昨日閱讀
頒獎禮的中學生都指，該鼓吹「港獨」的
書籍內容偏激，有違「健康、正面、具啟

發性、富教育意義」等準則，不適合中學生閱讀。雖然
《城邦Ⅱ》在票選時被大部分中學生唾棄而落選，但昨
日有個別學生稱，其爭議大，會因好奇心閱讀。學界中
人擔心，這正說明教協藉閱讀活動「播獨」的負面影
響，並批評該會沒有做好把關工作，下屆舉辦活動時必
須警惕。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活動訪問了多名熱愛閱讀的中

學生。他們都直言沒看過《城邦Ⅱ》，也不理解為何該
偏激理念的書籍會列入「候選好書」。元朗公立中學中
五生李偉傑表示，若《城邦Ⅱ》鼓吹「港獨」，內容實
太偏激，有違大會提出要「健康、正面、具啟發性、富

教育意義」等準則，並不適合中學生閱讀。該校中五生
黃麗仙也指，此書內容「太敏感」，未到中學生會接觸
的層面。
棉紡會中學中一生劉智光則指，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

政區之一，「不明白為何會有人講『港獨』。」同校的
黎泳琳也認為「候選好書」應是題材正面、能引起中學
生多角度思考的書籍。
中文大學社工系副教授黃洪探討社會貧窮的作品

《「無窮」的盼望》，昨日獲選為是次活動的十本好書
之一。對《城邦Ⅱ》也被教協列入「候選好書」，他認
為中學生對這類書籍沒有太大興趣。
雖然《城邦Ⅱ》最終落選，但教協將之列入60本「候

選好書」，已達到一定程度「播獨」效果。在昨頒獎禮
中，就有個別受訪學生笑言，「既然爭議大，會有興趣
看看。」

教界憂好奇閱讀 遂「播獨」意圖
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資深教師王惠成認為，中學
生可能會因《城邦Ⅱ》題材極具爭議，抱着好奇心去閱
讀，造成負面影響。他擔心有部分老師不知就裡，即使
未細看過《城邦Ⅱ》，但因其列入大會的「候選好書」
就推介予學生，便會進一步達到教協「播獨」的意圖。
他批評，主辦單位教協「沒有做好把關工作，無視宣揚

『港獨』對學生的影響」，下屆舉辦活動時必須要警惕。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批評，教協聲稱反對「港

獨」，但又將「播獨」書籍列入「候選好書」，做法極
不負責任，「既然它（教協）是主辦機構，就應該提名
值得推介的真正好書，同樣道理，他們會否推薦色情書
籍？」他強調，教協絕不能砌詞狡辯，以無審查書籍的
「政治立場」為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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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為教育「專業」團體的教
協，近年多次以教育作包裝，將政
治帶入校園宣場其偏頗立場，又將
未成年學生送上參與罷課的街頭，

嚴重影響年輕學生的心智發展，遭不少家長及各
界人士狠批。

煽動罷課罷教 宣傳違法「佔領」
去年9月，學聯及「學民思潮」發起大專學界

罷課後，教協即積極鼓動中學罷課和小學罷教，
聲稱這是學生學習良好公民教育的機會，又指會
提供交通津貼，資助學校租用旅遊巴士，接載師
生前往參與集會。
在前年違法「佔中」尚在籌劃階段，教協已急

不及待以「通識教材」名義為「佔中」製作宣傳
品，內容將「佔中」無限神聖化，並隱去反對「佔
中」意見及其對社會的破壞，極盡偏頗之能事。
該「教材」後遭教育界狠批，教協始「做
樣」加入少許相反意見，但仍然被質疑欠持平。
其種種的行動反映，具有濃厚政治背景的教協正
積極向學生「洗腦」，宣揚不正確的政治意識，
嚴重扭曲社會應有的價值觀。
教協的行為惹起公憤，各界社會團體紛紛嚴

厲譴責該會「爭取民主和公義」的糖衣包裝，誤
導師生參與違法活動及灌輸不當意識，有違教育
應有的操守。上月底便有團隊到教協會址羅列出
「教協十宗罪」，要求教協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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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邦論Ⅱ光復本土》及前
作《香港城邦論》分別於去年4月
及2011年出版。兩本書的作者都
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
雲（本名陳雲根），他被「追
隨者」稱為「港獨理論大
師」，又被稱為「本土城邦
派」的「國師」。其所謂
的著作不乏鼓吹香港「獨
立自決」，大肆宣揚香
港脫離中國，並主張
「族群區隔」云云。

陳雲著作煽港獨

■第二十六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活動昨揭曉十大好書播「毒」的《城邦論Ⅱ》被學生投票踢出局。 潘達文 攝

■「好書榜」十大好書。 潘達文 攝

■本報於2015年4月17日揭發教協薦「港獨書」的報道。

■馮偉華稱反
對「港獨」，
教協不會推薦
《城邦Ⅱ》為
「好書」。

潘達文 攝

■（左）黎泳琳認為「候選好書」應題材正面。
潘達文 攝

■劉智光坦言不明白為
何會有人講「港獨」。

潘達文 攝

■黃洪指中學生對《城
邦Ⅱ》未必有太大興
趣。 潘達文 攝

■李德雄昨承認，粗口歌有
冒犯性。 商台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