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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推廣閱讀硬銷城邦論

長期在教育界呼風喚雨的教協，公然以推廣閱讀為名，散播港
「獨」 。本報發現由教協每年主辦，號稱 「推廣閱讀風氣」 的 「中
學生好書龍虎榜」 活動，臭名遠播的陳雲的《香港城邦論Ⅱ光復本
土》竟在60本候選書目榜上，有機會獲選成為 「十本好書」 ，登上
中學及出版社的推薦書本，多名曾參與 「佔中」 的反對派人物，更
是教協力捧的 「講座作家」 。教協一向鼓吹校園自主反對 「政治干
預」 ，如今卻向心智未熟的學生推廣 「港獨」 書籍。是項閱讀活動
獲康文署提供場地，社會人士直指極不恰當。

大公報記者 冼國強

「魔鬼就在細節中」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每

年舉辦、香港公共圖書館協辦的 「普及
閱讀獎勵計劃」，今年已經是第26屆，
作為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重點活動之
一的 「十本好書選舉」，主辦單位選出
「60本候選書目」，讓公眾網上投票，

選出一至三本 「你認為最值得向同學推
薦的好書」。今年投票已於3月9日結束
，主辦單位將於四月初公布10本中學生
最愛書籍及最喜愛的作家；活動定於5
月1日在荃灣大會堂舉行頒獎禮，得獎
作家屆時分享心得。

看似正常的閱讀推廣活動， 「魔鬼
就在細節中」。本報發現活動的 「60本
候選書目」名單中，排第39位的書籍竟
然是《香港城邦論Ⅱ光復本土》，其作
者陳雲，近年鼓吹所謂 「城邦自治」、
背後策劃 「反水貨客」暴力行動、更被
「港獨」支持者奉為 「國師」。

教協在網站中表明，該60本候選書
目將於每年開學前向學界、出版社、作
家及外界公布， 「希望學校及出版社能
推薦給中學同學閱讀」。不過， 「候選

書目」遴選過程成謎，教協網頁上僅稱
60本候選書目是 「經作家、校長、老師
、家長及出版社所推薦，由中學生好書
龍虎榜的籌委會選出」，選出準則、機
制則一律欠奉，難免令人質疑是 「黑箱
作業」，或者另有 「政治考慮」。

黃均瑜：學生難免受迷惑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表示， 「教協包

藏禍心，假如司徒華在生的話，一定不
會容許這樣做。」他擔心《香港城邦論
Ⅱ光復本土》入圍候選書目，令 「港獨
」思想入侵校園，而鼓吹 「港獨」只是
死路一條，身為教育工作者實在不應該
推薦這本書。

黃均瑜又表示，現時 「港獨」有蔓
延的趨勢，因為不少人在推波助瀾，部
分學生難免被推上前線，教協對 「港獨
」竟然沒有立場，成人尚且如此，學生
難免受到影響。他又說，學生為了挑戰
權威，反對建制，加上虛榮心作祟， 「
本來乏人問津，但一搞 『港獨』便成為
新聞人物」，所以受到 「港獨」迷惑。
如果學校發現有學生有這種思想時，一
定要作出輔導。

拖篋趕客 佔中搞手 粗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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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教協疑借助所謂推
廣閱讀活動，公然為其反對派同黨 「
臉上貼金」。本報發現教協 「普及閱
讀獎勵計劃」網頁推介的 「講座作家
」名單上，多個反對派人物無端端成
為 「作家」，包括日前遭特首梁振英
狠批為 「趕客罪魁」的毛孟靜、頻頻
現身 「鳩嗚」及 「反水貨客」活動的
「粗口教師」林慧思，以及帶頭參與
「佔中」的公民黨成員陳淑莊及浸大

講師邵家臻。教協名為宣 「讀」實則
播 「獨」令人側目。

教協 「普及閱讀獎勵計劃」的一
系列活動中，有一項名為 「親炙作家
講座」，其網頁列明講座目的是 「藉
着同學與作家直接接觸，引發同學的
閱讀興趣及寫作動機，亦讓同學有機
會一睹心儀作家的風采」，學校可經
教協作為中間人， 「點名」邀請講者
名單中的 「心儀作家」，邀約指定日
期及時間到學校向學生演講分享。不
過，教協的網頁中並無列明篩選作家
的準則，明顯有欠透明度。

該份 「講座作家」名單，共有46組
作家，不乏知名的專欄作家、學者、
文化人，著作的題材涵蓋文學、旅遊
、生活等。令人費解的是，多名反對
派人物的名字竟摻入名單中，齊齊 「
升呢」成為 「講座作家」，其中包括

自稱 「本土派」、近日被行政長官點
名批評 「拖篋」驅趕內地客的公民黨
立法會議員毛孟靜。

教協在她的作家簡介中並沒有透
露她立法會議員的政治身份，僅稱她
「現職自由撰稿」，似要隱瞞毛孟靜

背景。
同獲教協推介的所謂 「作家」，

還有違法 「佔中」的搞手、前立法會
議員陳淑莊及浸會大學講師邵家臻，
陳淑莊的講題正是 「香港政治」。最
奇怪是 「粗口教師」林慧思，她以著
作《七月十四，我在旺角火都嚟！》
榮登教協 「作家」。據教協的作家簡
介，林慧思學校講座的講題為 「為什
麼學生須要每天讀新聞」，令人摸不
着頭腦。而令她成為 「作家」的著作
，內容正是她兩年前在旺角街頭一句
「X你老母」辱罵維持秩序警長的所謂
「心路歷程」。

林慧思多次在其Facebook中表明支
持 「港獨」，粗口辱警事件後她被揭
發曾加入 「社民連」，與港獨組織 「
調理農務蘭花系」私交甚篤，她近日
亦在網上承認曾參與 「驅蝗」及近月
多次辱罵內地客的 「光復行動」。如
此劣績斑斑的反對派以至公開的 「港
獨」支持者，竟現身向學生宣講價值
及意義。其目的何在，昭然若揭。

毛孟靜等反對派竟變身作家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教協多年來
與反對派眉來眼去，除了主辦的 「普及閱讀獎勵
計劃」獲康文署公共圖書館支持，社會人士質疑
利用公帑變相為反對派宣傳，教協口口聲聲校園
不應政治化，卻多次將學生推進政治漩渦。有意
見認為，近期 「光復行動」有多名中學生參與辱
罵內地客，和教協日積月累的「洗腦」不無關係。

去年九月，學聯及學民思潮發起罷課行動，
要求人大撤回8．31決定，成為後來 「佔領中環
」的導火線，期間教協雖然並非站在最前面，但
就積極向旗下教師派發「黃絲帶」，呼籲教師及學
生在課堂上佩戴，聲稱 「喚醒學生關心社運」云
云，又以專車接送師生到罷課集會現場，間接將
心智未成熟的中學生送上街頭。在「九二八」警方
嘗試驅散違法「佔中」後，教協竟鼓勵大中小學無
止期罷課罷教。教協副會長、教育界立法會議員
葉建源，亦在金鐘清場時參演反對派「被捕騷」。

2012年，在教育界和社會有廣泛諮詢和共識
的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準備開展時，過去要求
政府 「重視學生德育和國民教育」的教協，竟出
爾反爾帶頭反對國教科，將鼓勵學生加深認識國
家的教材抹黑為 「洗腦」。同年七月，教協要求
政府在9月3日前撤回國民教育，期間積極聯繫各
反對派團體組織罷課，又借場予 「學民思潮」使
用；8月30日，教協聯同 「學民思潮」、 「國民
教育家長關注組」等展開了為期十日的包圍政府
總部行動，最終迫使政府暫緩推行國民教育。

教協口口聲聲 「反對洗腦」，自己卻一直藉
通識科教材向學生 「洗腦」。教協理事、通識科
老師方景樂2013年製作一套有關 「佔領中環」的
教材，上載至教協網站，方在引言中清楚表明，
「佔領中環」是通識科 「絕佳教材」。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經民聯立法會
議員梁美芬表明，非常擔心 「港獨」思想會在中
學校園散播，而這種情況將會相當危險，長
此下去只會鼓吹學生走向極端。

■ 推倒國民教育，妖魔
化 「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又鼓動罷課、
包圍政總等

■ 製作 「佔中」教材，
以佔中鼓吹者戴耀廷
為顧問，藉通識科向
中學生 「洗腦」

■ 鼓動學界 「佔中」，
協助學聯罷課，又藉
教師會員在校園派發
「黃絲帶」

■ 將校園驗毒政治化，
以 「人身自由」為由
反對校園驗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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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向學生推介好書龍虎榜中，竟然有宣揚 「港獨」 的書籍《香港城邦論
Ⅱ光復本土》

▲陳雲在佔領期間公然教示
威者以篋殼當作盾牌

▲陳雲的 「港獨」書籍《香
港城邦論Ⅱ光復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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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推薦的講座作家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發言人回覆《大公報》
查詢表示，每年的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活動
中，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要的角色是為活動的頒
獎典禮提供場地、協助宣傳和在公共圖書館舉
行相關書籍的巡迴展覽，雖然活動由籌委會負
責，但整體籌劃推展，均由教協主力負責，包
括聯繫學校、老師、定出候選書籍名單、選舉
、活動推展和宣傳等工作。本報以電郵向教協
辦事處及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負責人查詢，
兩者於截稿前都未回覆。

康文署稱只提供場地

▲教協借推廣閱
讀為名，硬銷陳
雲 「城邦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