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雲
《香港城邦論》：

提出香港人的「唯一出
路，是以『現實政治』為依

歸，毋須『屈從大陸利益』，也不
必『等待中國民主』，港人重認『城邦

歷史』，肯定『自治傳統』」，更稱「以自
治意識與北京周旋，劃定『中港權力』疆界，一

切以香港為本位，香港優先，香港第一」。

《香港城邦論2》：從「香港城邦自治」切入，鼓動讀者
「本土意識」覺醒，繼而闡述香港所承傳的「華夏遺教」，及

英國治術的「精髓」，勾勒出「香港大城邦」計劃的藍圖。

《城邦主權論》：提出「香港城邦論」的具體實踐方法論述。說穿了就
是香港「獨立」計劃方案。

《香港保衛戰》：作者鼓動香港「本土族群鬥爭」，提醒香港人要「保
衛自己的地方」，把所謂的「蝗蟲」驅離。

《香港遺民論》：提出內地、香港、台灣及澳門結為所謂「中華聯邦」，
結束「秦制之中央集權，恢復周朝之天下分封，開展華夏文化『建國』的
新篇章」。

《身土不二》：聲稱面對所謂「蠻族」入侵，香港市民文弱、政黨混亂、
意見撕裂有它的原因，但最大的原因是香港人「沒有執政的準備和對抗
的意志」。

陳淑莊
《邊走邊吃邊抗爭》：提出及分析各社會議題，同時跟着陳淑莊從匈牙
利、波蘭、秘魯、古巴等地的歷
史中尋找「香港出路」
的所謂「啟
示」。

黃之鋒
《我不是英雄》：黃

之鋒分享其參與「社
運」的經歷、理念和異

象。

《我不是細路：十八前後》：記錄黃
之鋒從違法「佔領中環」在2013年暑假

聞樓梯響，到「傘後表決」爭議不斷的所思
所想。美化其非法「佔

領」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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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內仍有其他作者
的「獨書」可供借閱。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民族論》
仍可供借閱。
網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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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香港國安法已生效，康文署轄下公共圖書館根據《聯合國教育、

科學及文化組織公共圖書館宣言》有關館藏必須符合香港法律的規定，

將9本涉嫌不符國安法的書籍下架進行覆檢，包括攬炒派立法會議員陳

淑莊、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以及學者陳雲所著的「獨物」。

但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巡察公共圖書館時，發現仍有大量「獨物」在書架上，其中全國政協

副主席梁振英曾點名批評、由時任港大學生會學苑編著的《香港民族論》仍未下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涉
陳
淑
莊
黃
之
鋒
陳
雲
9
本
著
作

惟
《
香
港
民
族
論
》
仍
供
借
閱

公
共
圖
書
館
依
法
下
架
獨
書

政界：亡羊補牢免荼毒青年

康文署將9本分別由陳雲、陳淑
莊及黃之鋒所寫的書籍下

架，其中陳雲佔6本，包括《香港
城邦論》、《香港城邦論2》、
《城邦主權論》、《香港保衛
戰》、《香港遺民論》及《身土不
二》，而黃之鋒和陳淑莊則分別有
兩本及一本著作被下架（見表）。

共涉逾400本館藏停外借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透過公共

圖書館的網頁搜尋上述書籍時，
雖然仍然可以找到圖書館藏有有
關書籍的記錄，但館藏「現況」
一欄均顯示為「覆檢中」，目前
沒有相關書籍在館內架上可供外
借，涉及合共逾400本書。
康文署發言人在回覆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表示，轄下公共圖書館
的館藏發展工作是以《聯合國教
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公共圖書館
宣言》所訂原則為指引，館藏必
須符合香港法律的規定，隨着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立法，公

共圖書館須確保圖書館館藏遵守
有關法例的規定。
發言人解釋，收起有關書籍是

要避免觸犯香港國家安全法的規
定，指公共圖書館將覆檢部分書
籍的內容會否違反香港國家安全
法，有關書籍將暫時不會給予市
民借閱和作參考用途。
黃之鋒則借題發揮，稱事件造成

「白色恐怖」，質疑：「會否未來
在香港的公共圖書館，任何有黃之
鋒名字的書籍都要下架？那香港與
內地真的沒分別。」不過，香港文
匯報記者發現他的說法並不成立：
陳雲和陳淑莊的其餘著作仍在公共
圖書館的書架上，如講述陳淑莊從
政之路的《敏感地帶》仍在書架
上。

仍有煽「獨」書籍未下架
香港文匯報記者到公共圖書館搜

尋，發現館內仍有不少「獨物」，
書架上仍然可以找到由林匡正所
著、簡述香港所謂「進步民主運動
歷史」的《激進：香港進步民主

運動史》，和「總結、探討、剖析
香港民主運動三十年的成敗得失」
的《香港抗爭運動史：挫敗的三
十年剖析》等多本同樣涉嫌鼓吹
「港獨」及鼓吹暴力的書籍，仍然
可供市民借閱。
同時，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

任特首時曾點名批評、由時任港大
學生會學苑編著、內容闡述「香港
人作為一個民族」的可能及其自決
權利的書籍《香港民族論》，涉及
大量「港獨」主張，但仍未下架。
以中央圖書館為例，雖然該著作已
經被人借出，但仍接受市民預約

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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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教育事務委
員會日前開會，攬炒派議員稱不滿委員會主席葉劉
淑儀依法加插議程，紛紛走出主席台喧嘩，民主黨
許智峯更向葉劉淑儀潑水，迫使會議暫停。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在facebook發帖，指該會加插的議
程是近年很多家長關心的教材問題，惟此理性討論
都被攬炒派議員破壞，令人無法寄望立法機關能為
國家安全自行立法。她呼籲市民勿被反政府政客和

外國政客矇騙，以理智抗拒抹黑。
林鄭月娥在帖文表示，攬炒派議員的搗亂言行

令人慘不忍睹，認為委員會討論的是近年不少家
長關注的學校教科書和教材問題，亦是她要求教
育局須做好把關的工作，「但在今日議會想正常
討論也命途多舛，就足見立法會理性討論施政的
空間已愈來愈少。……在這政治現實下，我們能
寄望特區的行政及立法機關可以完成本地立法，

維護國家安全嗎？」

混淆立法程序 痴人說夢
對不少外國官員和議員聲稱香港的國安法須經過

香港立法會程序，林鄭月娥形容是「痴人說夢話」，
並批評他們身處的國家，不論是單一制或聯邦制，
有關國家安全罪行的立法都是由中央或聯邦政府直
接負責，不會假手於地方政府，故中央在香港國安

法中，把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交給特區，是對
「一國兩制」的堅持和對特區的高度信任。
林鄭月娥最後懇請市民不要被本地反政府政客的

「『一國兩制』已死」口號所矇騙，也不要被外國
官員和其政客所謂「和香港人站在一起」的「美麗
宣言」迷惑：「香港近年被這些恐嚇欺騙、假仁假
義的口號和文宣已經害得慘了，是時候向這些謊言
大聲說『不』，以理智抗拒抹黑，讓香港重回正軌！」

特首批攬炒派外國政客矇騙市民

鄭若驊：觸法罪成者終身失參選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根據香港

國安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任何人經法院判決
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即喪失作為候選人參
加立法會、區議會選舉或出任公職或特首選
委的資格。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表示，有
關規定可理解為終身喪失參選及出任公職的
權利，而《選舉條例》要求參選人真誠擁護
基本法，若有參選人提出「光復香港 時
代革命」口號，選舉主任會按事實和法律原
則決定。

鄭若驊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違反香港國
安法的罪行非常嚴重，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三
十五條規定，任何人經法院判決犯危害國家
安全罪行，即喪失作為候選人參加立法會、
區議會選舉或出任公職或特首選委的資格的
規定，可理解為終身喪失參選及出任公職的
權利。
對有人稱有關條文旨在影響立法會換屆選

舉，她批評此說法並無理據，強調國家安全
立法是重大工作，絕非針對單一選舉。

籲勿以身試法講「光時」
特區政府日前發聲明表示，所謂「光復香

港 時代革命」口號有「港獨」、分裂國
家或顛覆國家政權的意思。鄭若驊被問到特
區政府是否因通過香港國安法才突然更改對
「光復」口號的解釋時表示，特區政府對有
關口號的解釋從來未變，只是因法例通過後
有條文和刑責，政府有責任提醒並向市民解
釋什麼行為會違法，又呼籲市民勿以身試

法。
至於歌唱被指有「港獨」含意的《願榮

光歸香港》是否犯法，她表示，不能只從
單一行為決定，要視其背後目的及意圖，
反問若市民沒有「港獨」、顛覆國家及政
權的目的，為何會喊相關口號和唱相關歌
曲。
她續說，特區政府會保護言論及學術自

由，若是正常學術討論，或傳媒正常的採訪
和報道，只要不涉「港獨」目的或無限擴

大、造假，以及煽動推翻「一國兩制」就不
會誤墮法網。

犯罪與否「三門檻」把關
律政司日前正式成立專門檢控科，負責

處理國家安全犯罪案件。鄭若驊表示，相
關部門的負責人在經國家安全委員會同意
後，會由行政長官任命，部門現已進行大
量前期工作，日後還會與駐港國安公署加
強溝通，但此舉並不等於工作受干涉，又
強調案件定罪必定根據證據，並須經警
方、律政司及法庭3個門檻把關，惟公署
事務屬國家級層面，不受特區政府管轄，
故其工作需要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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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政府公共圖書館昨日將
「港獨國師」陳雲、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及公民黨立法
會議員陳淑莊的部分著作下架。3名作者其後在facebook發文稱
自己受到特區政府「政治打壓」，是「焚書坑儒」。香港多名政
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基本法早已列明「港
獨」違法，康文署早應採取行動只是「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何俊賢：依法覆檢合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直言，康文署行動太遲，因為根據基

本法規定，在港不容許鼓吹「港獨」，無論是否有香港國安法都
應檢查有關書籍，惟攬炒派議員過往諸多阻撓，導致不少青年被
荼毒。
他續說，香港國安法立法後，已經有明確條文和刑罰，康文署
「亡羊補牢」，重新覆檢並無不妥。由於法律基本上無追溯力，
對「港獨」分子的言行既往不咎，希望他們和市民齊心遵守法
律，不要繼續禍港。

郭偉强：彌補未盡責任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指出，香港多年來都未有為國家安全

立法，令市民普遍缺乏政治意識，容易被「獨書」荼毒，今次康
文署的做法只是撥亂反正。
他強調，基本法早已列明不應鼓吹「港獨」和「自決」，公共
圖書館面向全港市民，不應存有任何「獨」書，故康文署是次覆
檢只是彌補過往未盡的責任。

王國興倡學校效法覆檢
立法會前議員、「23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表示，圖書館館
藏均以公帑購置，讀者是全港市民，如果繼續讓市民借閱有關書
籍，等同「倒自己米」。因此，他歡迎康文署將多本鼓吹「港
獨」、「本土」等錯誤思潮的書籍下架。
他期望康文署可以調動更多人手，加強檢查館藏，將所有有問
題書籍下架，而在修例風波期間被捕者中，約四成是學生，反映
香港的教育制度出現問題。他建議全港學校要效法康文署，檢查
校內藏書內容，立即將有問題書籍收起，以免學生被荼毒。

■ 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已經下
架。 網上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