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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深港高速鐵路承載的只有「情緒政治」？ 

蕭超杰 

  

前言 

本文嘗試介紹美國文化研究學者勞倫斯．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提出

的「情緒政治」（mood politics），以及美國新右派如何取得美國的文化霸權

（hegemony）地位。筆者亦希望透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簡稱為香港特區政府）

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項目（簡稱為高鐵項目），指出香港特區政府如何試圖運用

「情緒政治」動員，反對高鐵興建集會事件（即反高鐵事件）的結果又反映了甚

麼現象，並嘗試分析造成這些結果背後的可能性。同時，這種可能性對香港未來

的政治及公共討論參與，以及公民社會能否形成有著何種影響。 

 

（圖片來源：andy9831563.mysinablog.com） 

 

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r/_ylt=A3eg9GiBp6VRIRMA4HO.ygt.;_ylu=X3oDMTBtdXBkbHJyBHNlYwNmcC1hdHRyaWIEc2xrA3J1cmw-/SIG=138mhillc/EXP=1369839617/**http%3a/andy9831563.mysinablog.com/index.php%3fop=ViewArticle%26amp;articleId=217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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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政治」與「濫情犬儒主義」 

美國文化研究學者勞倫斯．格羅斯伯格提出「情緒政治」是作為分析美國新右派

急速發展的原因，以及解釋美國新右派為何多年來能夠主導美國的文化霸權。「情

緒政治」是從情感（affect）的角度出發，為當代文化政治的情狀作出探討。情

感本身也是任何一種政治改變的可能性與條件，不論在意識型態或經濟，甚至是

「力比多」（libido）的灌注上，
1
情感均能與坐落其中的歷史與社會脈絡中立地

作出扣連（articulation），「情緒政治」正好是補充及修正了拉克勞（Ernesto Laclau）

與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的新葛蘭西理論（Neo-Gramscian theory）的不

足之處。 

 

勞倫斯．格羅斯伯格指出美國新右派能夠多年來主導美國的文化霸權，是由於美

國新右派透過動員民眾的情感來贏取美國民眾的心（heart）及身體（body）。勞

倫斯．格羅斯伯格再指出“mattering map”的概念，關乎個人對不同事情的重視

強度，而且可以轉變、重置及擁有不同功能。美國新右派便是透過傳媒重組

“mattering map”，從中注入後現代的感性（postmodern sensibility），亦即一切事

情也是在流動和建構之中，並扣連到民眾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實踐中，在這種扣連

令到流動性及可變性只停留在表面的層次，卻未能達到意識形態及具體內容的考

慮，從而發展出抗拒的態度，拒絕任何社會或政治經濟制度的轉變態度。 

                                                 
1
生物學通常用「性本能」(sexual instinct)表達存在於人類及動物身上的性需要(sexual need)，並將它譬喻為營

養需求本能，相當於飢餓感。然而，日常用語中卻找不到在性方面與「飢餓」相對應的詞，故科學採用「力

比多」(libido)與此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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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形成了一套難以改變的濫情犬儒主義（Sentimental Cynicism）文化，任何事

情的關注只需牽動群眾情感的作用，而拒絕各種任何智性（intellectual）或政治

計劃的可能性，亦即不需要考慮事情的內涵及內容，由不同組群是否關注相關議

題，從而區分各組群的立場，從中形成各種「內部對立的戰線」（internal frontier），

並把民眾對公共議題的討論轉移到私人生活或道德議題之上（如同性戀議題），

人對事情投入的熱情（passion）和感性（sentimentality）成為了首要目的，導致

政治的意義和位置變得次要。由於民眾對公共議題漠不關心，以致民眾對參與政

治感到冷漠或變得被動，只是空談心中的信念，更視為一種個人的生活方式

（lifestyle）的選擇，抱著政治冷感的態度來看政治內容；更甚者是當有誰認真地

談及公共議題的實質內容，便被視為夢想家（dreamer），背後所指涉的意思是：

「你認真就輸了」。 

 

大眾媒體作為「情感力量」（affect power）的製造及凝聚是至關重要的，美國新

右派則透過電視這個大眾傳播媒體，播放不同的講座及「真人騷」

（“real-life”show），當投入大量含有激動情緒的措辭（rhetoric），從而催化出

極大化的熱情（maximum passion）；同時，也把政治變成巿場學問題（marketing 

problem），以致政治最後只不過成為熱情與感性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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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以「經濟發展」作為「情緒政治」動員 

在進入有關興建高鐵事件的討論前，必須了解香港的情況確實與 勞倫斯．格羅

斯伯格所分析的上世紀美國新右派的興起有所不同 。不論是港英殖民政府，抑

或香港特區政府均不斷為香港建構一套「經濟發展」的「空洞 能指」（empty 

signifier）措辭。於一九九六年施政報告的六十六段可見：「香港從一個艱苦奮鬥、

力爭上游的經濟發展中地區，演變為國際上一個重要的商業金融中心」；同時，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五周年大事紀要「一國兩制」的部分指出

「自一九九七年七月回歸以來，香港社會保持穩定，並繼續發展為國際都會，有

賴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的原則。這個架構可確保香港保留其獨特的身分和優勢，

以及作為國際商業、金融、航運及航空中心。」 

 

由此可見，香港官僚架構並不是把民眾對公共議題的討論，轉移到私人生活或道

德的議題之上，而是把公共議題的討論轉移到經濟議題之上。故此，香港特區政

府並不是以道德恐慌，而是以經濟恐慌作為「情緒政治」的動員手段，從而在香

港巿民心目中建立一套「經濟發展」的概念。然而這個「經濟發展」卻是一個空

洞能指的措辭，除了沒有說明其中的內容外，也沒有說明當中的具體目標，當每

一個與經濟相關的議題出場時，政府便把有關項目扣連到這個「經濟發展」的空

洞能指之內，當有人對有關項目提出疑問時，便被視為不關心香港經濟，甚或阻

礙香港經濟發展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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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的「孤島論」與「融合論」 

從高鐵項目的事例中，香港特區政府以不興建高鐵，香港便不能與中國的經濟「接

軌」為理由，更指出中國是未來的世界經濟發展中心，不興建高鐵的後果便是香

港被孤立出整個中國經濟體系，甚至被排除於整個世界經濟發展之外，最終成為

孤立的一個小島的「孤島論」。就如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指出「若不興建

高鐵與內地高速鐵路網接軌，本港將成孤島。」
2
 

 

另一方面，香港特區政府更指出「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的構想、
3
世界發展的

大趨勢、
4
過關客流量的上升

5
及創造就業機會

6
等，香港特區政府透過這些與經濟

扣連起來的論述，為高鐵項目定性，帶有對香港長遠及未來帶來經濟效益的想

像，故此，便產生出一套香港未來經濟發展需要興建高鐵，作為與中國及全球經

濟體系達致融合的「融合論」。 

                                                 
2〈不建高鐵或成孤島 鄭汝樺：造價目前言之尚早〉，AM730，2009 年 9 月 18 日。 
3廣深港高鐵 劃時代建設──基本問與答。http://www.thb.gov.hk/tc/policy/transport/issues/XRL_FAQ.pdf 
4同上。 
5同上。 
6探討高鐵 看清事實。http://www.thb.gov.hk/tc/policy/transport/issues/20100115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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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big5.southcn.com） 

 

不論是「孤島論」或是「融合論」，均是為上述指出的「經濟發展」的空洞能指，

注入與經濟恐懼的不同相關內容，正好為香港特區政府作為「情緒政治」的動員

之用，動員巿民支持高鐵項目，便等同關心及推動香港經濟的發展及利益著想。

因此，若對高鐵項目的內容及詳細資料提出疑問的人士，便會被定性為阻礙香港

經濟發展，即與「經濟發展」的「整體」巿民利益相衝突。 

 

香港特區政府便由這種對經濟恐慌的情感中作「情緒政治」動員，使香港巿民之

間建立不同的「對立戰線」（antagonistic frontiers）。同時，香港的主流傳媒因背

後與地產財團的利益關係，在傳媒的渲染下，使人認為站在反對高鐵項目便等同

反對「經濟發展」論述的一方。進一步地，會把這些反對高鐵項目的人士，定性

為只為著私人利益著想的一群，主流傳媒主要定性反對高鐵項目的人士為兩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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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群體，其中一批是「沒有出路」及不能上位的「八十後」青年；
7
另一批則

是希望獲得更多賠償的貪財農民。
8
 

 

（圖片來源：the-sun.on.cc） 

 

香港特區政府這種「情緒政治」的動員方式，確實令香港不少巿民不會思考或尋

找興建高鐵原因，以及反對興建高鐵背後的真相。到底高鐵是否能達成預計的經

濟效益？不興建高鐵是否又等同於香港被孤立？「八十後」青年是否因沒有出

路，從而反對興建高鐵？農民之所以反對，又是否因為貪財，以及希望獲得更多

的賠償？ 

 

「經濟發展」的「情緒政治」動員失效 

然而，在二零零九年末至二零一零年初於香港立法會門外舉行的反高鐵事件中，

                                                 
7〈矛盾在哪裏？〉，星島日報，2010 年 1 月 1 日。 
8〈96 歲村民拒遷：除非派人抬我走〉，明報，2010 年 1 月 18 日。 

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r/_ylt=A3eg9Gh8qaVRRG8AYFS.ygt.;_ylu=X3oDMTBtdXBkbHJyBHNlYwNmcC1hdHRyaWIEc2xrA3J1cmw-/SIG=12983q5h4/EXP=1369840124/**http%3a/the-sun.on.cc/cnt/news/20100107/00405_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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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反高鐵事件的人士，確實也以一種「情緒政治」方式作動員，他們以高

鐵項目會破壞菜園村村民的家園，
9
及破壞環境生態（更以電影「阿凡達」的環

保訊息為例）作動員之用。
10
筆者認為關於巿民對香港特區政府指出「經濟發展」

的情緒動員，為何未能收到一種如以往般成功的濫情犬儒主義效果，實有不少原

因，其中包括香港進入後殖民管治的格局、新社會運動的形成以及香港特區政府

運用「經濟發展」失效等。由於本文主要探討勞倫斯．格羅斯伯格所提出的「情

緒政治」，故只會集中於討論香港特區政府運用「經濟發展」失效的因素。 

 

香港特區政府多年來對「經濟發展」的空洞能指所注入的各項計劃，均未能對經

濟產生預期的效益。自香港九七回歸後，香港即飽受亞洲金融風暴對經濟造成的

衝擊，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多項不同的建設及發展計劃，且把這些計劃投入到「經

濟發展」的空洞能指當中，當中包括建設香港迪士尼樂園、數碼港、中藥港及科

技園等。 

 

就以香港迪士尼樂園為例，當初估計的入場人次為每年平均五百六十萬，於二零

零九年公佈的每年平均入年人次只有四百七十五萬，遠低於當初的估計；另一方

面，二零零八及二零零九年的淨虧損分別為十五點七四億港元及十三點一五億港

元。
11
然而，這些建設所預計的經濟效果卻遠不如預期般，令香港部分巿民已產

                                                 
9〈「80 後」5 區苦行 高鐵角力升溫〉，新報，2010 年 1 月 6 日。 
10〈包場請睇《阿凡達》「80 後」宣揚反高鐵〉，新報，2010 年 1 月 3 日。 
11〈迪士尼兩年蝕 29 億 首次披露業績坦言或蝕足 9 年〉，蘋果日報，2010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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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種對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建設項目的懷疑，懷疑是否真的與「經濟發展」有

關或對此不信任，亦因如此，在反高鐵事件中，對高鐵項目注入「經濟發展」的

空洞能指時，產生失效的情況，未能使所有巿民均產生一種濫情犬儒主義的態度。 

 

反高鐵只是停留在懷疑及不信任的「情緒政治」？ 

筆者相信不少參與反高鐵的人士，起初也是抱著這份懷疑態度，反高鐵事件也是

藉這種懷疑態度產生一種情緒動員。然而，反高鐵的事件有所不同的是，舉辦活

動人士與參與人士並不單停留在「為反對而反對、為懷疑而懷疑」的情緒動員之

上，他們均嘗試了解高鐵項目的具體內容（如票價如何制訂、是否高估人數流量

及是否帶來經濟效益等），推動對高鐵項目的實際關注，更深一層是對香港社會

發展，甚或對香港社會政治的關注，這種對公共議題的討論與參與態度，已不再

是濫情犬儒主義文化。 

 

若以勞倫斯．格羅斯伯格的“mattering map”理論為原則，則可理解為舉辦人士

及參與者也嘗試改變“mattering map”的內容及功能，或是已經或多或少地在部

分人心目中產生如此的效果，可以由參與者對議題不同部分的理解或關注，並對

高鐵項目的具體內容作出思考及討論，對有關內容投入不同的意識形式政治討

論，產生對公共議題的再度關注，令政治化的生活有重新來臨的可能，更思考達

致主流傳媒論述的發展觀外，建立一套「另類發展」可能性的思考，如保衛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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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即保衛另類生活模式的可能。 

 

新媒體的動員差異 

「情緒力量」的積累是要透過大眾媒體的宣傳，才能產生一種熱情與感性。互聯

網這個新媒體的形成，及其個人參與性遠勝於傳統媒體（即電視、電台及報章），

亦即權力機關（政府及大財團），更難營造單一的情感向度。香港特區政府及香

港鐵路有限公司均就高鐵項目製作了一些宣傳品（例如：港鐵廣深港高速鐵路宣

傳片）以作為製造及凝聚「情感力量」之用，
12
然而官僚架構及大型機構均未能

掌握及適應新媒體的一瞬萬變。香港特區政府於二零一零年曾花費三百萬元，以

教授公務員學習使用互聯網的通訊工具，即臉書（facebook）、網誌及微博（如

twitter）。
13
雖然香港特區政府於反高鐵事件後，立即嘗試開設臉書戶口，卻被指

不懂使用其規則及沒有基本常識。
14
從上述的兩宗事件之上，香港特區政府對新

媒體使用的知識及掌握的技巧之貧乏，可說是表露無遺。 

 

同時地，反高鐵事件的舉辦者及參與者，大多數均是成長於網絡科技發展的年代

（一九八三年，互聯網的商業服務開始發達），
15
並能善用互聯網的特性，更能迅

速回應及輸出訊息，且能運用新媒體製造及凝聚「情緒力量」。如反高鐵事件中，

                                                 
12廣深港高鐵 豐盛遠景近在眼前──完整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YG56TDwnxA&NR=1 
13〈教公僕上網耗 300 萬公帑〉，明報，2010 年 3 月 20 日。 
14〈鄭汝樺 facebook 諮詢 變公關災難〉，香港經濟日報，2010 年 2 月 9 日。 
15〈互聯網 40 周年實現全球化〉，電腦廣場，2009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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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便在社交網站臉書建立了群組，有近逾五萬人加入。
16
這種對新媒體技巧掌

握的差異，一方面令香港特區政府未能如以往般製造及凝聚「情緒力量」，作為

「情緒政治」的動員之用；另一邊廂，反高鐵事件的舉辦者及參與者，卻能夠善

用這種方式，製造及凝聚足夠的「情緒力量」，成功推動「情緒政治」的動員。 

 

總結 

筆者認為香港巿民對公共議題的政治性參與，能在反高鐵事件後得以好好鞏固，

確實是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這種對公共議題的政治性更是改變過

往普遍存在的濫情犬儒情狀。現下便有一個對香港影響深遠的發展議題出現，就

是規劃署進行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香港特區政府亦是把

該計劃填入「經濟發展」的空洞能指當中。這個計劃正好測試反高鐵事件時所建

立及凝聚對公共議題的政治性參與，是否能得以保存下來，又是否真的改變了

“mattering map”呢？另一方面，善用新媒體作為推動「情緒政治」抑或提出公

共議題的討論，只是於反高鐵事件中突如其來的一次景象，還是能夠產生持久的

影響？這需要留意香港巿民對「環珠江口 宜居灣 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投入多

少公共的討論及關注，以及所圍繞的問題是什麼。甚或往後不同的發展項目，以

及在不同的議題上的公共討論情況如何。 

 

                                                 
16〈高鐵撥款周五審議 五萬人響應 再圍立法會〉，成報，2010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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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筆者認為若能持續地認真討論及了解這些不同議題，並產生公共討論氛

圍，香港未來便有可能形成公民社會，筆者期盼政治的回歸能得以實現，當這種

情況真能在香港產生，對公共議題便需要更深入及實質的了解，到時只會說「你

認真才能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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