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專題

第三十五期 2013年7月

怎樣的家？

圖片取自家是香港http://www.hkourhome.gov.hk/

02
04
32
47

前言
霸權下的日常生活實踐──以港鐵為例
The Commoditized House and Home: A Short Study of
Hong Kong Housing
反思香港的文化身份理論

劉健仁
Debra Wong Man-wah
吳偉光

107
122
140
154

MCS十周年 遊走於體制內外：文化研究與成人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第一場：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的碩士課程
一場反客為主，還劇於民的劇場革命
女の反叛：論《全職殺手》／《公主復仇記》的女性顛覆意識
廣深港高速鐵路承載的只有「情緒政治」？
從參照美國新右派的「情感犬儒政治」對照香港政治現象

張雅琳
胡世君
蕭超杰
陳家儀

線上閱讀
線上閱讀
線上閱讀

愛國愛港的常規與例外
中國邁向全球：不完全的強國
罷工、佔中與本土運動的政經根源

羅永生
葉蔭聰
許寶強

165

博雅教育

馬國明

167

只用雙腳做學問──溫鐵軍

溫博

69

怎樣的家？

特區政府拍攝了新一輯宣傳短片，名為「家是香港」
。過去幾年，香港冒起了「愛
港力」
、
「愛港之聲」的組織，再加上「香港自治運動」的出現，對一個剛到達香
港，對香港毫無認識的人而言，很可能會產生一種錯覺，誤以為無論是特區政府
以至民間，都同心協力建設一個令人有「家」的感覺的香港。不過初到香港的人
士很快便會感到混淆，由中國大陸宣布收回香港開始，香港的不同機構做了數以
十計的調查，探討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這些調查都會問受訪者認為自己是「中國
人」還是「香港人」。絕大多數的調查結果顯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
高於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近年的調查更顯示前者的比率不斷上升。既然特區
政府以至民間同心協力地建設一個令人有「家」的感覺的香港，香港大多數人認
同自己是「香港人」應是意料中事。奇怪的是每逢有機構公佈調查顯示認同自己
是「香港人」的比率上升後，《大公報》和《文滙報》這兩份所謂「傳統左報」
必定大肆攻擊，一時說這些調查沒有根據，一時說調查「別有用心」。本期的專
題文章刋登吳偉光的〈反思香港的文化身份理論〉，從文化理論的角度，理直氣
壯地說一聲：「我是香港人。」

另一方面，正當香港特區政府宣傳「家是香港」時，香港的居住問題是不少人難
以解決的問題，尤其對年輕人而言，要建立自己的「家」
，只能嘆一句：
「談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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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今期的專題文章之一會探討香港的房屋問題。如果讀者認為文章討論是似
曾相識的問題，那麼劉健仁討論的課題會令人耳目一新。香港很可能是全世界唯
一有「家」是興建於鐵路上的城市。香港的港鐵公司不但經營運輸業務，還同時
擔任地產發展商的角色。更奇怪的是，本港的港鐵是家上市公司，但大股東卻是
香港特區政府。港鐵興建新鐵路時必定得到政府撥出土地用作興建鐵路的資金，
這家以政府為大股東的公司卻強調以市場規律運作，每年的價格調整（其實是加
價）又不受監管。政府宣傳「家是香港」，但香港這個家卻有一家像港鐵這樣的
怪物。劉健仁的文章分析香港不少人每天都要跟港鐵這家以政府做大股東的怪物
角力。沒有錯，「家是香港」，但這個「家」是一個怎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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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權下的日常生活實踐──以港鐵為例
劉健仁

（圖片來源：uncyclopedia.wikia.com）

引言
早前一本暢銷書《地產霸權》引起了社會不同階層人士的關注，對於在香港土生
土長的筆者來說，這本書所揭示的問題，可謂當頭棒喝，給予筆者不少重新反省
和觀察香港社會和經濟面貌的提醒。撰寫本文，因筆者發現潘慧嫻在書中對於某
些大地產商，大集團和大型公用企業的霸權手段都有著墨，但對於香港一間背景
特殊，又影響民生深遠的大企業──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下簡稱港鐵）
，卻沒有作
出針對性的探討。在潘慧嫻指出的霸權現象下，經濟和社會出現了種種不公平的
現象，例如排擠效應而導致就業和創業機會大大減少的情況。 1對於每天總載客

1

「社會和經濟持續不公，有政府為後盾的精英階層，利用不公平的土地和房屋政策，加上香港
缺乏競爭法，損害市民大眾的利益，這種不公平現象已深深植根於社會結構之中……過去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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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達四百三十萬人次、2擁有貫通港九新界的九條行車線，共八十四個車站、3掌
控著物業發展及商場管理超過七十個地點， 4以及聘用約一萬二千名員工的港鐵
來說， 5潘慧嫻筆下形容的霸權現象，可謂顯而易見！

撰寫本文是因為筆者發現那些生活在港鐵霸權之下的小市民，他們竟然可以透過
日常的生活，從多方面對霸權進行抵制和抗衡。根據學者米歇爾．德．塞托
（Michel de Certeau）的分析，這些抗衡可稱為一種「弱者的藝術」
，6相比《地
產霸權》提及的建議對策，筆者相信「弱者的藝術」將會更具體和更貼近民生層
面。雖然小市民的行動只屬日常生活的小部分，不過，在霸權之下，日常生活也
成為了最受壓抑和限制的部分，所以小市民竟然可以作出抗衡，實在意義重大！
值得為這群日常生活的「無名英雄」
、
「生活鬥士」寫寫文章。本文亦將會結合學
者米歇爾．德．塞托在著作《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的論述，對港鐵
霸權和小市民的抗衡作出一些觀察、分析和討論。

霸權的彰顯
既得利益者令樓市泡沫再度膨脹，造成生活成本高昂的環境，打擊民生，經濟上的公平競爭環境
不再。土地的壟斷，行業及經濟集中，引發排擠效應，導致就業和創業機會不斷減少，不但造成
民怨沸騰……」潘慧嫻著，顏詩敏譯：
《地產霸權》，香港：天窗出版社，2010，頁 14。
2
「整體而言，香港的鐵路和巴士客運服務於 2009 年的周日平均乘客量為 430 萬人次。」
，
「觀塘
線、荃灣線、港島線、東涌線、將軍澳線、迪士尼線、東鐵線（不包括過境服務）、西鐵線以及
馬鞍山線組成的本地鐵路服務，錄得總乘客量 12.188 億人次」參「港鐵公司全年業績公告」
，［
網上資料］
：取自港鐵網頁(http://finance.thestandard.com.hk/chi/comp_profile.asp?code=00066）
。瀏
覽於 2010 年 11 月 28 日。
3
「香港鐵路」
，
［網上資料］
：取自香港鐵路網網頁（http://www.hkrail.net/hk/Brief/?pageid=2）
。瀏
覽於 2010 年 10 月 28 日。
4
「港鐵物業」，
［網上資料］：取自港鐵網頁
(http://www.mtr.com.hk/chi/properties/mtrshopping_centres.html）。瀏覽於 2010 年 11 月 28 日。
5
「事業發展 港鐵公司作為良好僱主」
，［網上資料］
：取自港鐵網頁
(http://www.mtr.com.hk/chi/career/employer_index.html）。瀏覽於 2010 年 11 月 28 日。
6
Michel 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37/米歇爾．德．塞托著，方琳琳、黃春柳譯：《日常生活實踐：1.實踐的藝術》
，南京：南京大
學出版社，2009，頁 98。

5

如引言所述，港鐵的業務已不局限於單純的交通服務性質，它已經涉足於鐵路相
關的不同業務。除了顧問及投資境外鐵路系統之外，港鐵已大力發展在鐵路沿線
的相關物業，和相關管理服務的業務。跟不少霸權企業一樣，港鐵是藉著發展新
車站，獲得土地發展的特珠優勢，以拓展霸權，例如東涌線及西鐵線沿途的多個
超級豪宅和大型商場，也是港鐵刻意打造出來的商機。此外，港鐵不單壟斷了車
站土地的發展使用，也主宰著相關地區的利益分配，以及利益的再分配，甚至它
還主宰著市民的生活和社區的面貌。學者馬國明在著作《路邊政治經濟學新編》
中，以西鐵沿線的其中一個大型商場──如心廣場（荃灣西站）為例，指出港鐵
上蓋發展跟大地產商的物業將連成一線，強行用天橋來架空本來很有活力的街道
和社區， 7以鞏固自身發展的利益。這種架空或割斷式的地區發展，將大大改變
該社區民生的原本生態面貌，所以馬國明直接地形容今日的荃灣是「踏入暮年的
荃灣」。 8 所謂踏入暮年，是指荃灣即將失去以往一直保存著日常生活的種種情
況。不單只是荃灣，港鐵為了給市民策劃「新的生活」，已逐漸「改善」各車站
的設計。9不過，所謂「新的生活」
，只是讓市民放棄了自由自在的街道生活，而
迷失於強迫消費的管道生活之中。 10總之，一切市民生活的衣食住行所需，11港
鐵都將會「強行」為小市民安排備至。12正如作家潘國靈形容尖沙咀站是一條地

7

「在位置上，這兩項西鐵上蓋物業跟『如心廣場』正好形成一個品字。一條行人天橋已從『如
心廣場』蓄勢待發，隨時伸過大河道接駁著那座已成露宿者的運輸大樓。當兩項西鐵上蓋物業蓋
成後……連結起來，所謂『超乎想像的城市』其實就是這種刻意架空街道，硬將在路面行走的路
人引上行人天橋，再將他們送到購物商場的城市。」馬國明：
《路邊政治經濟學新編》
，香港：進
一步，2009，頁 176。
8
馬國明：《路邊政治經濟學新編》，香港：進一步，2009，頁 182。
9
「工程項目 鐵路網絡改善工程」，
［網上資料］：取自港鐵網頁
(http://www.mtr.com.hk/chi/projects/projects_improvement_subways.html）。瀏覽於 2010 年 9 月 28
日。
10
潘國靈 ：《城市學：香港文化筆記》
，香港：世紀出版集團，2008，頁 40。
11
潘國靈 ：《城市學：香港文化筆記》
，香港：世紀出版集團，2008，頁 22。
12
筆者從訪問一些執行港鐵商場發展的人士口中得知，現在不少新建工程的通道設計，都以控制
人流途經商場或商店為主。

6

底八爪魚後，再指出：「地下隧道還將人流資源這軟件作了一次性的重新分配。
從此，車站成了一個吸食人流的血盆大口，在給城市人便捷交通之外，還提供無
窮無盡的消費誘惑。」 13

如果從理論層面去分析，港鐵是否也屬於霸權一族？根據米歇爾．德．塞托的描
述，霸權者是掌控「策略」的一方。「策略」指掌有權力的主體在運用力量於一
個「專屬的地點」時，將透過管理的手段達到目標，並排除一切來自外在的威脅。14
如果以策略的標準評估港鐵運用權力的情況，似乎港鐵吻合「策略」概念中的描
述。當中關於「專屬地點」的利用，更是一矢中的，完全揭示了港鐵霸權的核心
基礎！ 15

另一方面，因為港鐵掌握了利益的分配與再分配的權利，同時又可以自行修訂港
鐵附例來保障自己地盤勢力，所以港鐵引發出來的排擠效應，造成對相關的就業
和創業機會大大減少等不公平情況嚴重。 16根據潘國靈的觀察：「地鐵站也再不

只是乘客穿梭往來的瞬間站台。近年來，地鐵站空間，特別是中環、尖沙咀、旺
角等黃金旺站，有明顯的商場化轉向。地鐵打造它們獨有的mtrshops，標榜『生
活消閑一刻』
，在這裏我們可以找到速遞公司、麵包店、便利店、西餅店、銀行、
13

潘國靈 ：《城市學：香港文化筆記》
，香港：世紀出版集團，2008，頁 41。
「我將「策略」
（strategy）稱作權力關係的計算（或操作）
，從有意願與權力的主體（企業、軍
隊、都市、科研機構）可以分離的那一刻起(能夠被獨立出來時)，這個計算（或操作）就成為了
可能。策略假設一個地點，該地點可以作為專屬地點（地盤）被限制，並且可以成為對與目標或
威脅的外在性（顧客或對手、敵人、城市周圍的鄉村、研究的目標和對象等）之間的關係進行管
理的基礎。與企業管理學一樣，所有的『策略』合理化首先都致力於將『專屬地點』
，即特有的
能力與意願的地點，從環境中區分開來。」米歇爾．德．塞托著，方琳琳、黃春柳譯：
《日常生
活實踐：1.實踐的藝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96。
15
「這是通過對某一自治地點的建立而實現的對時間的控制」米歇爾．德．塞托著，方琳琳、黃
春柳譯：《日常生活實踐：1.實踐的藝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96。
16
減少機會的看法參考自潘慧嫻的分析。參潘慧嫻著，顏詩敏譯：
《地產霸權》
，香港：天窗出版
社，2010，頁 14。
14

7

汽水機、快餐店、咖啡店等。地鐵公司標榜『名店逐一進駐』
，招標的商店種類，
包括潮流服飾及精品、保健及美容產品、運動用品、激光視盤、旅遊服務、修鞋
配匙、計算機軟件及配件、外賣飲食等。」17可見港鐵銳意把車站內的商店及港
鐵管理的商場打造為高尚消費和高品味生活的地方，加上昂貴的租金和管理費
用，除了財團和大型連鎖式經營的商戶之外，其他小本經營或有意思的創意商店
根本無法生存在港鐵範圍之內。當然，社區中消費不起的弱勢社群，他們亦將會
漸漸被港鐵排擠出來。不單如此，隨著港鐵介入更廣泛土地面積和小市民的日常
生活範圍，小市民的日常行為將更容易墜入港鐵的管制範圍之內。18如港鐵前幾
年的宣傳短宣片中的一句口號：
「一路帶動生活」
，這正好借用來諷刺港鐵霸權對
小市民的生活干涉和控制！ 19

日常生活實踐
從現實的跡象看，港鐵霸權的力量似乎已植根於社區各地，小市民亦已有意無意
地受到影響。不過，活在霸權下的小市民，其實已經透過他們的機靈和聰明，在
日常生活中實踐著不同的抵制和抗衡。米歇爾．德．塞托形容這些活現於小市民
日常生活的實踐為「對策」（戰術）。他指出「對策」，是對策者（策略的敵人）
乘著專屬地點的疏忽或漏洞，尋找瞬間出現的機遇，把他者的地點變為自己場所
的行動。由於對策猶如一種偷襲，是在霸權下的一種游擊戰術，20所以對策必然

17

潘國靈 ：《城市學：香港文化筆記》
，頁 22。
黃偉駿：〈港鐵的條例〉。網上資料；取自《蘋果新聞網》網頁
（http://hk.apple.nextmedia.com/ci.php?ref=http://hk.apple.nextmedia.com%2Ftemplate%2Fapple%2F
art_main.php%3Fiss_id%3D20090113%26sec_id%3D4104%26subsec_id%3D11867%26art_id%3D12
082834）
。瀏覽於 2010 年 9 月 28 日。
19
「港鐵公司──一路帶動生活」
，［網上資料］
：取自 Youtube 網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Rx_2q55vSY）
。瀏覽於 2010 年 11 月 15 日。
20
「我將戰術（tactic）稱作估量之舉，它由專屬地的缺乏所決定。外在性的任何界限都沒有為它
提供自治的條件。戰術唯有將他者的地點作為自己的場所。因此，它必須與外加於其上的空間相
18

8

陪隨著「機遇」一起發生，是一種充滿著不穩定性的行動。因此，對策者是無法
在今次成功的基礎上，為下一次行動存儲任何優勢，或增加任何再次獲勝的本
錢，好像燦爛的煙花一樣，雖然短暫，但對策的活力、創意和爆炸性，卻是十分
精彩的，正如米歇爾．德．塞托稱這是「弱者的藝術」。以下是一些例子：

霸權下的日常生活實踐
1. 在時遇中尋覓自我的空間
在街頭小巷或公園路旁，小孩子可以自由地玩捉迷藏，大人可以隨意哼歌，做做
運動，總之在日常生活的地方裏，小市民都可以呼吸著自由的空氣，各自各精彩。
這份以日常生活塑造的空間，使香港出現了不少令人難以忘懷的地方面貌，例如
早期廟街的榕樹頭， 21或近年假日的皇后像廣場， 22甚至可以是同一屋簷下的屋
村樓梯和大堂。23不過，隨著港鐵不斷進佔土地的面積，這些原來可被小市民生
活所塑造的一小部分空間，也漸漸減少了。今天，不少小市民已經生活在不再自
由的港鐵空間之內，透過港鐵的附例和旗下商場的管理條款，小市民的某部分生
活模式都被港鐵限制了。24根據相關的設計和規則，小市民的衣食選擇已被管道
模式強制消費，甚至是一些日常生活的活動，也受到相當的限制，例如進食、拍
遊戲，就像外來力量的法則所安排的那樣。在自身的撤退、預見和聚集的位置上，它沒有辦法遠
距離地維持自己：正如馮比洛所高，戰術是『敵人的視線範圍內』的運動，在他所控制的空間之
中。它不可能給予一個全面的計劃，也無法統計出在一個不同的、可見的且客觀的空間中的對手
總數。」米歇爾．德．塞托著，方琳琳、黃春柳譯：
《日常生活實踐：1.實踐的藝術》
，南京：南
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97。
21
廟街已被稱為平民夜總會，過去曾是一個熱鬧又百花齊開的地方，不少人曾在那裏表現獻技。
22
本來是高尚、高級的中環商業區，在星期天已變成了菲律賓人聚集消閒的地方。他們會在這地
方裏野餐、唱歌、做話劇、拍照，甚至進行宗教活動。
23
歌星許冠傑在未成名之前，也常在蘇屋村的樓梯大堂旁邊，聚集幾位好友一起玩音樂。
24
「港鐵附例」。
［網上資料］。取自港鐵網頁
(http://www.mtr.com.hk/eng/legal/images/mtr_issue_ticket.pdf）
。瀏覽於 2010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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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不同形式的表演等，因為港鐵不是公共的空間，是霸權王國的屬地。於是小
市民漸漸地失去了自身與地方之間的特殊回憶和體驗，削弱了人與環境有情的維
繫，使人和地都變成了迷失自我的陌路人。

1.1 實現自我的行動
為了自由和實現自我，有心志的小市民正在港鐵的商場、車站和車廂裏，靜靜地
發動各式各樣的抗爭。例如港鐵已張貼告示，禁止未經許可的拍攝，不過，有人
卻利用尾班車時段，乘著夜班職員人手減少和乘客稀疏的時機，進佔入港鐵不同
地方。即使只是使用一部簡單的相機，他們也可以打一次精彩的游擊戰──盡情
地在港鐵裏面「拍個夠」！ 25

（圖片來源：hk.myblog.yahoo.com/jw!xorhGoKBGxS7gLUu7_53article?mid=1096）

除了這例子，其實還有很多相似的小戰場，只要小市民能夠掌握時機，發揮創意，
25

鬼搜．死光槍：〈美少女港鐵倒吊騷胸〉。網上文章；取自《雅虎博客》網頁
（hk.myblog.yahoo.com/jw!xorhGoKBGxS7gLUu7_53article?mid=1096）
。瀏覽於 2010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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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任何地方都可能給我們實現自我！在網上已流傳著不少短片，拍攝場地是
港鐵車站或車廂內，例如：用智能手機組樂隊演奏、26表演更衣、27快速的化妝、
在車廂享用食物、28跳舞，29甚至是小便等，30可謂盡見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創意！

2. 將時間變成「搵食」的空間
以往在香港，只要小市民願意辛苦一點，不愁沒有就業或創業的機會。不過，隨
著大企業霸權的壟斷和政府政策的失衡，這些機會已徐徐落入霸權企業的手中。
港鐵隨著網絡的拓展，建立起自己的霸業和王國，於是，大量「搵食」的機會便
自動落入這王國的領土之中。港鐵為追求盈利，「肥水」又怎會流入別人田呢？
結果，小市民未因港鐵而得益，相而失去了大量的機會。不過，懂得見招拆招的
機智一群，即使是夾縫下的機遇，他們也會嘗試，以開創別人不會提供的可能！

2.1 小販
由於租金昂貴，加上港鐵銳意引進高尚品牌，一般的小本經營，或有創意和特色
的小商戶都無法進軍港鐵的商場。即使是銷售涼茶、魚蛋和燒賣等街頭小食，在

26

「iPhone band 友唔知醜 賴死港鐵周圍唱」
，［網上資料］
：取自 Youtube 網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lWtj2kvxBg）
。瀏覽於 2010 年 11 月 15 日。
27
「更衣 show」，
［網上資料］：取自 Youtube 網頁
(http://il.youtube.com/watch?v=q_5Lncw88OA&feature=related）
。瀏覽於 2010 年 11 月 15 日。
28
「食野」
，［網上資料］
：取自 Youtube 網頁
(http://il.youtube.com/watch?v=ZtF5PGgBcY0&feature=related）
。瀏覽於 2010 年 11 月 15 日。
29
「地鐵舞王」，
［網上資料］：取自 Youtube 網頁
(http://il.youtube.com/watch?v=0aNyXjzYaLM&feature=related）
。瀏覽於 2010 年 11 月 15 日。
30
「在車中小便」
，［網上資料］
：取自 Youtube 網頁
(http://il.youtube.com/watch?v=tKB-18nrONI&feature=related）
。瀏覽於 2010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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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的領域內，也只有大財團和連鎖集團有「資格」去經營。港鐵沒有為小本經
營者提供機會，相反，強迫性消費的利益，便分配給那些財團和企業。為了不放
棄，為了謀生活，小本經營者唯有運用創意和靈活性，打造出不同的工具謀生。
例如在幾個紙皮箱上，放上一個公事包；用有車輪的小型手推車；把一塊大布放
在地上，31以打游擊的方式，開拓他們的不可能分享的空間。他們會把握著港鐵
職員的疏忽，在放學、放工或晚飯後的繁忙時間，以最靈巧的行動，遊走於港鐵
四通八達，又人流最旺的管道之中，當一個來去自如的流動小販。

（圖片由作者提供）

雖然在港鐵的監管範圍內，食物環境衞生署不能執法，但港鐵卻可以利用附例來
禁止小販，或排斥其他可能影響港鐵收益的行為，32不過，小販仍然是最懂得利
用時機來換取空間的高手，絕非能夠輕把他們杜絕。就筆者的一次親身經驗來

31

「無牌小販公然在旺角港鐵站內大聲叫賣！好像市集一樣無人理會」
，
［網上資料］
：取自 Youtube
網頁(http://www.youtube.com/watch?v=y8W269bfh_w）。瀏覽於 2010 年 11 月 15 日。
32

「乘客不得造成滋擾：任何人不得在列車上或在鐵路處所任何部分作出對其他乘客造成滋擾或

煩擾的行為。港鐵附例 IV 乘客行為，25 條」
「港鐵附例」
，［網上資料］
：取自港鐵網頁
(http://www.mtr.com.hk/eng/legal/images/mtr_issue_ticket.pdf）
。瀏覽於 2010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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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位小販在港鐵長沙灣站出入口擺賣，但當他聽到站內廣播，呼籲乘客勿光
顧小販時，他便立即收拾離場，需時十五秒，極之靈活。可是，小販只能抓住一
些偶然的「機會」，並只能按著實際情況來制定「偷襲」的計劃，所以他們每一
次行動後，都無法為下次行動累積勝利的籌碼，也無法為自己建立在港鐵的長期
優勢。

2.2 行乞
基於管道式的設置，人流被集中於港鐵設計的空間之內，像港鐵奧運站，大量人
流都被集中於港鐵連接著的大型商場和住宅範圍內。在新設計的車站設置下，其
周遭的原來社區幾乎被天橋或保壘式的商場完全分割，所以對於倚靠人流「搵食」
的乞丐，自然會被吸引到車站或商場的範圍。不過，他們也是港鐵所排斥的對象，
所以他們通常跟小販一樣，只有乘人流最繁忙或職員疏於防範的時候，短暫地現
身於出入口的地方「開工」。

3. 在時機下的「瞞天過海」戰術
基於乘搭港鐵的車資高昂，像紅磡站至尖東站短短一站距離，乘客已需要多付約
三元車費。由此可見，相對昂貴的車費，絕非一般收入微薄或無業人士，尤其是
已退休又未達六十五歲的人士所能負擔得起。此外，在港鐵的影響力下，一般車

13

費較廉價的交通工具已難與之競爭，33小市民在選擇越來越少的情況下，被迫乘
搭港鐵的情況越來越明顯。即使港鐵有提供一些特別優惠，但對於相對弱勢的小
市民，這些優惠只是小恩小惠，無助他們的起居生活。故此，小市民在迫於無奈
的情況下，他們只有憑藉自己的機靈去冒險，以對抗難以妥協的現實。

3.1 逃票
機靈冒險的行動中，有人嘗試「逃票」。逃票是指有人沒有購買車票，但把握著
某些機會，例如繁忙時間，或車站職員疏於防範的情況下，混在人群之中，越閘
進入月台，免費乘坐港鐵。另外，有些人則購買較廉價的學童或長者車票，以逃
避別人的耳目，混水摸魚，所以今天車站職員仍常常進行突擊的查票行動，甚至
出動便衣職員截查可疑人士，目的也是為了捉拿這些游戰的鬥士！

二十年前的舊照，今天仍不感到陌生。（圖片由作者提供）

33

2009 年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執行總監會管理報告：香港客運服務 http://www.mtr.com.hk/chi/investrelation/2009frpt_c/C1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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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借力打力」的日常生活實踐
以往港人購物後，如果不用送貨服務，一般人都會選擇乘坐公共巴士、小巴或的
士等交通工具，自行提貨回家。不過，隨著港鐵旗下住宅物業、商場設置和交通
網絡的不斷發展，加上，政府交通政策向港鐵的傾斜，小市民原本的交通選擇大
大減少了。34那麼，他們在沒有其他選擇下，怎樣可以抵銷使用港鐵所增加的交
通費呢？甚至，怎樣可以利用港鐵的優勢來賺錢謀生呢？以下是小市民的妙法：

4.1 節省個人購物後的送貨開支
以居住於盈翠半島為例，如市民在任何一個港鐵商場買了東西，然後自行提貨回
家，那麼，港鐵幾乎是必然之選！因為盈翠半島建在港鐵青衣站上蓋，而且大部
分港鐵的商場都有管通式通道連接車站，所以使用港鐵運送物品實在是方便和快
捷。正如港鐵最近的廣告：「搭港鐵去消費購物」的概念，目標是希望更多人以
港鐵為衣食住行的首選！因此，如果小居民懂得利用港鐵的優勢，配合小巧的工
具如小型的手推車，便可節省送貨的成本，「慳左，就算賺左」！

34

「香港的交通政策，卻是明目張膽向港鐵傾斜。世民就曾親身經歷過一件事，說明了鐵路優先
的霸道。話說將軍澳有一屋苑，向來有一條綠巴線服務，接連到藍田。屋苑業主委員會和綠巴營
辦商，希望將服務伸延至觀塘。運輸署反對，理由是觀塘承擔不了每小時多 6 班小巴，這說法是
否成理，可用客觀事實推翻，運輸署為了當年新通車的將軍澳線，而要取締其他所有交通工具，
也是有白紙黑字的紀錄。」利世民：
〈利字當頭：港鐵陷害〉
。網上文章；取自《明報新聞網》網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100630&sec_id=15307&subs
ec=15320&art_id=14188675）
。瀏覽於 2010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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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港鐵大堂（圖片由作者提供）

攝於港鐵月台（圖片由作者提供）

廣告對白：「唔好意思，當年阻住你 Shopping」攝於港鐵月台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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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送貨賺錢大法
基於港鐵可以節省運載貨品的交通成本，所以普遍小市民也會利用港鐵運送自己
的東西。既然如此，頭腦靈活的人會藉此機會，嘗試從中開拓自己的謀生空間。
隨著內地對於本港某些高科技商品和健康產品等需求殷切，香港不少商人需要回
應大量內地的送貨訂單，所以他們對於一個可靠、有效率及相對廉價的運輸工
具，需求殷切。正值港鐵來往深港（深圳與香港）兩地的班次頻繁，人流和物流
均方便快捷，加上人求於事的情況下，不少人開始嘗試利用港鐵之便，以一天內
多次往返深港的方式，為商戶送貨，以賺取金錢謀生。雖然港鐵已經取消了行李
票和行李託運，同時，也實施了不少措施打擊借港鐵運貨做賣買的人，不過，成
效不大。這種方式更漸漸成為了一股新風氣，越來越多人參與。

彩園路單車停泊處（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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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公然在行人路張貼街招，聘請「水貨客」 35
（圖片來源：http://the-sun.on.cc/cnt/news）

聘請「水貨客」這對策的出現，可謂十分簡單和靈活。小商戶只需在港鐵上水站
附近的空地，或者貨車落貨地點，公開招攬臨時工人，36像街邊小販現賣現買的
形式，只經過簡單的揀選和議價後，便馬上開工，即聘即用。工人當中都有一些
特點，他們大多數是難以在求職市場內找到工作的一群，例如長者、家庭主婦、
文盲、長期無業者，甚至是內地雙程證的持有人。

雖然港鐵已有措施打擊，例如在閘口或扶手梯加裝鐵柱，又收緊攜帶貨物的體積
大小，並加派人手在上水和羅湖巡查。不過，這些極為有限和被動的打擊方式，

35

相片來源：SUN 特搜小組：〈港鐵上水站水貨墟失控〉
。網上文章；取自《太陽報》網頁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00831/00410_021.html?pubdate=20100831）
。瀏覽於 2010 年 9 月
28 日。
36
有人公然在行人路張貼街招，以平均一次帶貨可獲酬三百元的高薪，招攬水貨客，還肆無忌憚
地在距離火車站約四百米的行人路及單車徑，開闢「水貨墟」。SUN 特搜小組：〈港鐵上水站水
貨墟失控〉
，瀏覽於 2010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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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見招折招的水貨客亳無作用！「水貨墟」的範圍，更試過由港鐵上水站的外圍、
彩園路單車停泊處及彩園路天橋底等地點，大大擴至車站四百米的僻靜地點。37
由此可見，原本屬於港鐵的優勢，在對策下，頓時成為了弱勢小市民的新力量！

4.3 走在灰色地帶的拾荒者
近年，香港出現了不少免費派發的報刊雜誌，在回收廢紙有價有市的日子，這
些免費報刊，難免成為可觀的回收來源。港鐵站是一個人流集中的地方，加上
閘內又派發各式不同的免費報刊，所以吸引了不少敏銳的拾荒者進駐。雖然港
鐵已立例禁止未經授權的交易，但接受乘客無償的贈送，卻是灰色地帶。港鐵
職員對此也沒有辦法，所以小市民每早在閘口也可以若無其事地「開工」。

圖中是港鐵黃大仙站的實況，可見大部分拾荒者都是長者。 38
（圖片來源：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1026/4/8x06.html）

37

SUN 特搜小組：〈港鐵上水站水貨墟失控〉
，瀏覽於 2010 年 9 月 28 日。
相片來源：覃純健：〈窮長者為 3 元搶《招職》廢紙跌價要開源日日港鐵站「開戰」
〉。網上文
章；取自《雅虎新聞》網頁（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1026/4/8x06.html）。瀏覽於 2010
年 10 月 28 日。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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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不少長者是為了照顧家人或賺取退休後的生活開支，而開始在港鐵站
拾荒。在上圖中的長者們，有人需要照顧患病的老伴，又有人曾經因搶奪報刊
而骨折， 39真可謂「生活迫人來」。

5. 假裝的戰術
雖然長者、低收入人士或失業人士都很少乘搭港鐵，不過，部分人也常常流連於
港鐵的車站大堂或商場的範圍。此外，近十年開始，越來越多青少年人為了某些
特殊的目的，即使沒有乘搭港鐵，也現身於車站的大堂。究竟原因何在？

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雖然他們貌似乘客，或貌似接送親友的人，但他們卻
有另一個來意。根據米歇爾．德．塞托的說法，這是稱為「la perruque」的對
策，40意思是指對策者好像穿戴了假髮一樣，以偽裝或喬裝滲入，而取得優勢，41
如果用中國人的說法便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那麼，他們有甚麼目的呢？
以下是幾個例子：

5.1 隱藏身份的商人

39

覃純健：〈窮長者為 3 元搶《招職》廢紙跌價要開源 日日港鐵站「開戰」〉
，瀏覽於 2010 年 10
月 28 日。
40
Michel 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P.29.
41
米歇爾．德．塞托著，方琳琳、黃春柳譯：《日常生活實踐：1.實踐的藝術》
，南京：南京大學
出版社，2009，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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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流行網上拍賣之後，港鐵站便成為了熱門的「交易現場」。由於港鐵的網
絡龐大，四通八達，而且環境治安良好，所以十分適合陌生的買家和賣家作初
次見面。雖然港鐵禁止沒有授權的買賣交易，不過，買賣雙方並非以違規的身
份進入港鐵的範圍，相反，他們扮演著一般乖乖的乘客，或在車站商場逛街的
遊人，以一個非常恰當的身份現身於港鐵的交易地點，然後，低調地完成雙方
預先議訂的交易。一般來說，這樣的情況下，港鐵職員是難以執行禁例，尤其
當買家早已透過其他方式付款。那麼，即使高調地進行交收貨物的活動，港鐵
職員也無法干涉。

另外，在港鐵進行網上交易已經越來越普遍，可謂「明目張膽」！不少的香港網
上商店或賣家都習慣在自己的網頁中，明文訂定買賣雙方在港鐵交收的規則，例
如賣方要選擇在那個車站交收，或者買方在交收前要準備的手續等。42故此，港
鐵在無計可施之下，亦只能夠以「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來面對。

5.2 沒有消費能力的消費
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日子裏，小市民都習慣於聚集在公園涼亭或街邊小店舖的門
外，或談天或下棋，一起消磨時間。隨著港鐵的開發，港鐵式的新一代生活環境，
正在逐步取締這種街邊式或涼亭式的「市井」生活。舒適的車站商場和港鐵管理

42

「交收事宜」，
［網上資料］：取自 V Lok Beauty Mall 網頁
(http://218ylok.shopping.beautysky.hk/info.html?f=9863）
。瀏覽於 2010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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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場漸漸進駐於各地社區之中。既然如此，小市民唯有將計就計，他們亦開始
反攻，不客氣地進駐港鐵的等候區座位或美食廣場之內。雖然他們正如港鐵的計
算般，成為了商場人流的動力，但他們卻如清風一樣，沒有為商場帶來甚麼經濟
的效益。相反，他們消費了商場提供的免費冷氣和公用設施，例如一張廁紙，一
杯清水或幾度電費。歸根究底，他們是利用了港鐵的免費資源，去節省自己留在
家裏的生活成本，「慳得一蚊得一蚊」！

日常生活實踐的反省
綜合上述的例子，可以發現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對策，總是離不開和米歇爾．德．
塞托在《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提出關於「對策」的兩大核心概念：
一是運用時機和自身的靈活性，在權力缺席的機遇下施以突襲，殺霸權者一次措
手不及； 43二是運用對方權力的優勢，配合自身的偽裝、技巧和詭計，44出奇制
勝，使最弱勢變成強勢。45筆者相信文中的例子，只屬小市民在日常生活創意中
的冰山一角，只要掌握「對策」背後的精髓，抵制霸權的花招便可以層出不窮，
日新月異！

總結

43

「戰術──事實上就是把戲──才出人意料地被引人到某個秩序之中。」米歇爾．德．塞托著，
方琳琳、黃春柳譯：《日常生活實踐：1.實踐的藝術》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98。
44
「
『弱者』在『強者』建立的秩序中運用的花招，在他者的領域中運用技巧的藝術，獵人的詭
計，機動多變的靈活性，令人驚喜的、詩意的和戰爭的新點子。」米歇爾．德．塞托著，方琳琳、
黃春柳譯：
《日常生活實踐：1.實踐的藝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100。
45
米歇爾．德．塞托著，方琳琳、黃春柳譯：《日常生活實踐：1.實踐的藝術》
，南京：南京大學
出版社，2009，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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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揭示港鐵的霸權，筆者希望喚起讀者對港鐵和政府計劃出來的「新生活模式
和新生活空間」有一個反思的機會，同時，亦希望給讀者可以看見「甚麼人」正
在受苦，以及他們如何在夾縫中掙扎，從而站起來關注弱勢群體的需要。特別是
香港近年的貧窮懸殊問題越來越嚴重，但發現問題又願意起來監督政府和政策，
以及以行動來平衡權力矛盾的人甚少！如此下去，政府只會繼續推行傾斜的政
策，霸權者仍可坐享其成，小市民的日子亦只會越來越艱難。

對策是生活迫人下的智慧，也是大城市的小人物生活在霸權下，可贏得的小勝利
的方法。既然如此，我們應該向他們致敬，給他們掌聲，並好好從他們身上學習
那份精神和勇氣。因為我們也需要這種精神和勇氣去推動社會和政府的改革，去
監督和影響政策的安排，去開創真正屬於香港人的生活，去編寫屬於我們的故
事！

後記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八日，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在北京高調地肯定中國高速鐵路（簡
稱高鐵）對本港的上層人士，即律師、醫生、會計、工程和美容等專業人士，將
可以帶來無限商機。不過，政府卻正以低廉的價錢和不顧及地方居民生活的方
式，迫遷菜園村的居民，拆毀他們有故事的家園。試問小市民怎樣可以捱下去，
還要捱多久呢？可悲也！香港人何時才醒悟過來，何時能真正維護弱勢人士的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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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幸，香港還有守護菜園村的人，未來仍然充滿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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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oditized House and Home:
A Short Study of Hong Kong Housing
Debra Wong Man-wah

I.

Introduction
A home is a place of anchor both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for us as

individuals. It is a designation – home is something which we call home. It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our identity and sense of well-being. It is linked to the notion
of dwelling – which according to Susan Saegert is the “physical,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transactions by which a person maintains his or her own life, joins that
life with others, creates new lives and social categories, and gives meaning to the
process, thus gaining a sense of identity and place in the world.” 1 Home is however a
more elusive concept. It is relative in the sense that the word can be used to
designate not the place of dwelling but a place where we are rooted, a place we
identify as our origin, our base, a place where we rest and find refuge from the
outside world. It has deep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we invest in our homes the
value of affect through the passing of time during which emotional ties are
established, habits formed and identity shaped.
The house is the physical embodiment of home, the structure in which we
house our worldly possessions, the space which we occupy and are able to control,
modify, and which we use to express ourselves and allow our personality to spill out
1

Susan Saegert, “The Role of Housing in the Experience of Dwelling”, Home Environments, ed. I.
Altman and C. M. Werner,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5, p.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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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e content that the notion of “home” carries and the socially accepted housing
norms and standards of course differ widely across culture. In the modern or
“westernized” world, most people live in homes situate in either a single- or
multi-storey house which is detached or semi-detached, with or without garden, or
in apartments which form part of a building. In each house or apartment there would
at least be a kitchen and a toilet with bath or shower facilities. Such constitutes the
minimum “modern standard” of respectable housing and allows one to carry out all
biological functions within the confines of one’s own home. Apart from such
minimum standards, housing across the modern world varies, as are people’s
preferences and notion of what a house or apartment should be like. These reflect
deep-seated differences in culture and identity, including familial relationship and
power relations within a family, gender stereotypes, perceptions of and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or the outside world, ideas about personal space and privacy, attitudes
towards life and habits such as eating, sleeping etc.
The house and the self

According to Kimberly Dovey, home is “a highly complex system of ordered
relations with place, an order that orients us in space, in time, and in society. Yet the
phenomenon of home… means to be identified with the place in which we dwell…
home as identity is primarily affective and emotional, reflecting the adage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Identity implies a certain bonding or mergence of person and
place such that the place takes its identity from the dweller and the dweller takes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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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her identity from the place.” 2
We appropriate our home environment and turn them into our own place, by
establishing our practices within it, by drawing boundaries and transforming it,
beautifying it with objects and furnishings, and by looking after it. 3 As people express
themselves through the control and ordering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conflicts
or clashes over how the home environment should be managed sometimes spill over
into clashes in personality – which is hardly surprising since the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values are in fact “clues in the material world about something
partially hidden in the individual psyche” 4.
The concept of self is also inextricably wound up with personal possessions 5.
Home is where we store our personal possession, and the way we store them often
reflect deep-seated values towards not only the object itself but attitudes towards
the events, memories or people with which the object is connected. For “dwelling is
the most intimate of relationships with the environment” 6. We develop into what we
are today through living our life as shaped by the environment we live in and through
interacting with a place we call our own.
To some people, the house or home may be a symbol of status and the choice of
where to live would reflect the owner or homemaker’s perception of his place within
the society or community.

2

Kimberly Dovey, “Home and Homelessness”, Home Environments, ed. I. Altman and C. M. Werner,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5, p. 40.
3
Ibid, p. 47-51.
4
Clare Cooper Marcus, House as a Mirror of Self: Exploring the Deeper Meaning of Home, Berkeley,
California: Conari Press, 1997, p. 153.
5
Marcus, p. 71.
6
Susan Saegert, “The Role of Housing in the Experience of Dwelling”, Home Environments, ed. I.
Altman and C. M. Werner,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5, p.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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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ocultural aspect of housing
The home environment is a sociocultural artifact 7. The concept of habitus in the
housing context refers to the way domestic space is appropriated by the resident i.e.
a system of predispositions or customs that are generated by past residential
experience 8. For example, the occupation of rooms signifies patterns of territorial
practice and privacy concerns. The relative size of the shared living area e.g. the living
room and dining room compared to the bedrooms reflect attitudes to daily living and
family bonds.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turn would engender daily practices and
family values in the long run.
Home as a commodity

However, in additional to it being a place of anchor or a site of attachment or
affect, the home is increasingly commoditized. It is the image of home that is bought
and sold in the marketplace. 9 Buying a house or apartment today is another form of
investment which could yield substantial profit in a relatively short space of time. In a
market like Hong Kong’s, flats can be bought and sold within a day and are highly
liquid assets. While the market distinguishes those who buy for investment and those
who buy as users, the boundary is easily crossed as an owner who inhabits his own
home can decide to sell his home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and turn to the rental
market.
In this paper we will look at the phenomenon of commoditization of housing, or
the “home”, in the private sector in Hong Kong. In a market-driven capitalistic society
7

Roderick J. Lawrence, “A More Humane History of Homes”, Home Environments, ed. I. Altman and C.
M. Werner,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5, p. 117.
8
Ibid, 117.
9
Dovey, 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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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Hong Kong, the “successful” formulas have been replicated numerous times,
resulting in developments and “homes” which are strikingly similar and devoid of
individuality. While in the modern world few people nowadays build or design their
own home, and thus to a certain degree most of us are alienated from our “home”
for a start, the housing units available in Hong Kong are among the most
standardized, and commoditized, ones in the world.
II.

Housing in the Hong Kong Context

Housing trend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as experienced a continuous population growth sinc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era. The rapid expansion of population makes the provision of housing a
daunting task. In the private sector, the tenement house, or tong lau, provided the
bulk of the housing required since the 1960s as housing demand soared. Located in
crowded urban areas, rows of tenement houses adjacent to one another would line
up along the streets, one leaning against another. The design of the tong lau was
aimed at maximizing space available in order to house the maximum number of
people. Decorations were minimal. They are quick and cheap to build, which
provided a quick solution for the boom in popu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housing by British Government helped
to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ose who do not have enough means to buy their
home in the private sector. It i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public housing projects in
the world and to this date public housing provides not only a place for living for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but also the much needed sense of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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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literature on the study of private sector
housing in Hong Kong. While we know that in 2003 and 2004, a total of 26397 and
26036 private domestic units were completed respectively 10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
units being small to medium-sized flats of 40.0 – 69.9 square metre or 431 to 752
square feet (the numbers being 17908 in 2003 and 18225 in 2004 respectively,
forming 68% and 70% of the total number), it seems there is no statistical figure in
respect of the proportion of 2-bedroom or 3-bedroom flats, although with some
knowledge on the housing in Hong Kong we could safely infer that they would largely
consist of 2-bedroom apartments, with a small part of them being 1-bedroom or
3-bedroom apartments.
In Hong Kong, apartments and houses are sold by price per square feet which
also serves as an indicator of the “value” of a certain property or general indicator of
the property prices in a given area. The reduction of property prices into a unit price
makes prices easily comparable. However, the situation is complicated by the
common use of the gross floor area (建築面積) instead of the saleable area (實用面
積) or internal floor area. The rise and fall of property prices is also easily comparable
by referring to the price per square feet. Value in the same housing development
differs by reason of factors like view, prospect and height etc. It is the price which a
hypothetical purchaser is willing to pay. The valuation by banks 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taken as the standard “value” of a flat and this would be compared
against the price offered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whether a flat is a good “bargain”.
These devices ensure that every property regardless of locations or any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s reducible to a figure which could b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other

10

See Hong Kong Housing Homepage, http://www.cityu.edu.hk/hkhousing/hs/others/PDU_Area_FL
Area97-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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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ies in the market.
This pricing strategy tells us nothing about the psychological or emotional
aspect of “home”. However much we invest in our home in the process of
singularization or appropriation, in the end it is still a commodity in the market, and
amount of affect or emotions we invest in it has no effect on its value or likely price
to be achieved at all. This has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flats are built in large numbers
and there are always similar alternatives in the market. Further, owners are
prevented by the deed of mutual covenant from modifying the exterior and thus any
modifications to the flat can only be in the interior, which can be torn down during
renovation.
The bulk of the new developments in Hong Kong in the last decade consist of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multi-storey towers. With the limitation in space and the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in Hong Kong, the trend in private sector residential projects
has been to “go up”. Big construction projects providing a large number of units also
has the added advantage of reducing the average construction costs for each unit.
Nowadays it is not uncommon to see large-scale residential projects consisting of
buildings of over 50 storey, which was practically unheard of before 2000. Examples
include The Victoria Towers (港景峰) (3 towers of nominally 70 storey, providing
approximately 1000 units), Sorrento (擎天半島) (5 towers of nominally 67 to 81
storey, providing 2126 units), The Arch (凱旋門) (nominally 79 storey, 1054 units), Le
Prestige (領都) (10 towers of nominally 70 storey, approximately 4000 units).
Commoditization and Samenes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discover that these so-called “luxury apartments” that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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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ung up in the last decade or so look incredibly similar. In the face of the visual
“sameness”, in an attempt to distinguish these developments with one another and
to endow a sense of individuality and prestige on them, the developers have come
up with grand and “innovative” names, usually taken from a European context.
Names in French are common (e.g. Les Prestige, La Splendeur); names of places in
Europe or America are often appropriated to lend the development the sense of
prestige associated with the place (e.g. Manhattan Hill 曼克頓山, The Arch etc.)

The sale of new developments invariably adopts the same marketing strategy – to
offer the idea of the genteel lifestyle which is attached to the ownership of a flat in
that development. Underlying the marketing campaigns is the notion of home as
identity. A “genteel” home qualifies one as belonging to the “genteel” class. The
advertisements target at the affluent working class who has the means to buy but
not the time to devote himself/herself to the upkeep of the home, and yet want to
aspire to become one of the “upper class” – an identity which can now be gained
conveniently through the purchase of a home in a desired location.
However, the making of “home” does not end in buying but also in the
subsequent affective investments into the home as a lived space – the
personalization, improvement and modifications done subsequent to purchase or
acquisition – especially when everyone begins with an identical flat in the first pla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other form of tenure – renting, further curbs one’s ability to
personalize his/her living environment. Since the abolishing of the security of tenure
in Hong Kong in 2004, tenants no longer have the benefit of the security from
eviction they previously enjoyed (under the law, the landlord can only terminate the
lease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such as when they required the fla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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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occupation) and the lease is subject to termination at will by both the landlord
and the tenant after one year. In addition, short leases often contain terms which
limit the tenant’s right to modify the interior of the house or apartment which
severely restricts their ability to personalize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
possibility of emotional ties and attachment to their home.
Reading the Flat – a Spatial Analysis

From the eighties onwards Hong Kong saw a boom in residential developments
of the “new” style. They largely follow a “standard” plan. Flats are organized in blocks
with the lift lobby occupying the central position, and flats radiating outwards to
maximize the façade area or exposure to the surroundings and to allow more
windows to let in sunlight. Commonly there are 8 units on each floor with the main
doors of each flat largely equidistant from the lift lobby. The main doors would open
into the parlour composing of the living area and the dining area (commonly called
the living room (客廳) and the dining room (飯廳) although strictly speaking they
form only one room. Then a corridor leads to the bathroom and bedrooms which are
more private spaces by reason of their location – they are shield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 by the living area which the visitors must first pass through. For units with
three bedrooms, the sizes of the bedrooms would differ with the biggest bedroom
styled the master bedroom. It is common for master bedrooms to be equipped with
an en-suite bathroom which is a value-enhancing feature.
The most common-used design for a 3-bedroom flat (with en-suite bedroom)
looks like this: 11

11

This is the plan of a flat in Parkland Villas, Tuen Mun (Courtesy of Cen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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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layout is common among flats ranging from approximately 700 square feet
to 1000 square feet. For flats with gross floor area of more than 1000 square feet
there are usually additional features such as an additional bedroom or servant’s
quarters. Balconies are optional but value-enhancing features. Most flats nowadays
have bay windows which could take up as much as 10% of the total internal area of
the flat.
The 3-bedroom flat is designed for the small family or three or 4 persons. Ideally,
the couple or parents would occupy the master bedroom which has the benefit of
the en-suite bathroom and the child or children would occupy the other bedroom(s).
If there is only one child of the family then one smaller room could be used as a
study or as a room for the domestic helper.
The most “visible” portion of the flat consists of the living room and the dining
room. This is the area where guests would sit and family members gather during
meal time. The larger the living and dining area, the more “face” the owner would
have and therefore the living and dining area usually given precedence in space
allocation, sometim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bedrooms. For a 3-bedroom flat of
approximately 700 square feet to 900 square feet, the living area would take up at
least one third of the total area. It is usually rectangular in shape with the corridor
running across in the middle. Such a layout is designed to fit in a sofa, a TV o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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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 and a dining table on another, but little of anything else. Even if there is enough
space leftover after those “necessities”, such space cannot be easily utilized.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author is that one would have a hard time even finding
space for an upright piano, not to say bookshelves or other “non-standard” furniture.
As for the bedrooms, the master bedroom would be allocated more space to
reflect the status of the married couple as head of the household. The other
bedrooms would be smaller in size, very often big enough only for a single bed and a
wardrobe. Even if some are bigger, they rarely allow more than a single bed, a small
writing desk and a small wardrobe. Anything more than that would have to be
custom-built. In fact it is quite usual for families to have custom-built furniture for
children which consists of an elevated bed, with a wardrobe and a desk beneath it as
a space-saving device. Such allocation of space dictates that sleeping, changing and
studying are considered to be “private” activities carried out in the privacy of one’s
room. Entertainment consists of watching TV which would take place in the living
room, the “communal area”, as space is reserved for a TV set and sofa in the living
room but not anywhere else. If the bedroom is too small even for a desk, the child
would have to study in the living area which puts him under the constant surveillance
of the parents. This is an example of how the layout of the flat would affect practices
of those living in it – in this case the delineation of the public/private divide within a
family and its activities. 12
The typical kitchen would be best described as “compact” and “functional”.
12

I speak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 as well. I grew up in a middle-class family and spent my
teenage years with my parents and younger sister in a 3-bedroom flat similar to the one shown above.
My desk was located in my own room and I was used to working in my room behind closed doors.
Even now I still prefer to work in the privacy of my own room free from outside disturbances, but my
husband, who spent his teenage life in a small and crowded Housing Authority flat and was used to
studying in the library, prefers to write his MCS assignments in th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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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ost all new developments now have built-in kitchen appliances including at least
a stove, a washing machine, and extractor fans. The kitchen space is a
highly-regulated space with everything already put in place when the flat is conveyed
to the purchaser. The kitchen is made to appear clean, pristine and immaculate. This
is a typical modern kitchen which is considered “too small” but is so for a reason –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walking done during food preparation 13, with the ultimate aim
being to increase efficiency. Moreover, this type of kitchen is designed to be easy to
clean and to look after, which would suit the lifestyle of single dwellers or working
couples.
In a society with such long working hours and little leisure like Hong Kong, it is
desirable to “outsource” daily household tasks such as cooking and doing the laundry.
People eat out more often and laundry shops become attractive alternatives. In the
typical flat like the one we have seen above, no space is given to the “unsightly”
activities such as drying laundry. Those who have lived in “new-style” developments
would know that the act of hanging clothes and linen etc outside the window is
considered unsightly by those who manage the development. The residents have to
dry their clothes indoors – but with no space allocated to such a purpose – or take
them to the laundry shops. Thus the home has been deprived of one of its functions,
with the residents becoming increasingly reliant on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by
commercial entities.
Since home is the locale which houses the life experience of its dwellers and
where everyday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the structure of the flat invariably
determines or heavily influences the behaviour (territorial and otherwise) of and the

13

Witold Rybczynski, Home: A Short History of an Idea, London: Heinemann, 1998, p.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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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inhabitants.
One who has got used to the Hong Kong lifestyle might ask –are there any other
alternatives? One can easily find examples of households which prefer to put the TV
in the master bedroom out of easy reach of the children. However, what should one
put in the living room if not a TV? There might be some who chooses the 3-bedroom
flat for its size has no need of the third bedroom. However, the structure of the flat
may not allow the demolishing of a bedroom – not if the wall in question is a
load-bearing wall. The problem is those who prefer an “alternative” way of life has no
alternatives in the market – most, if not all, of the flats in large developments (except
the up-market ones) now built have their space arranged in similar ways.
If the home only allows the basic biological functions (i.e. sleeping, changing,
eating) with the exception of TV being the only form of leisure that was envisaged
and provided for in the design of the walls that contain the “home”, what about the
residents’ life outside home and work? The clubhouse, to which every resident has
right of access and “co-owned” (in the legal sense of the term) by the homeowner,
provides for leisure immediately outside home and forms an extended part of home.
A typical clubhouse would include a gym, a swimming pool, lounge area with sofa
and children’s playroom etc. Some larger clubhouses even have dining facilities.
Clubhouses are extensions of the home, making the home environment more
self-sufficient – residents can now stay indoors while satisfying all their basic needs.
With the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as a window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y are
well-provided for in their homes, a place which allow them to recuperate after a busy
day at work. Thus leisure has been another aspect of daily life which has been
“outsourced” by means of the invention of a half-private, half-public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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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 the clubhouse.

III. Conclusion
Through this example we see how self-serving capitalism is at work – the rules
of capitalism provides for the initiative to attain maximum gain; the monopoly of the
property developers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Government of selling land by large-sized
lots, which hinders smaller developers from entering the market; the hefty land
prices which means that space is costly and precious, and barely affordable for the
working class; the work pattern and long working hours of Hong Kong people – all
contributes to the present system and attitudes towards home and living. The
advertisements which idealize living in the genteel style construct a delusion of taste
alluring many into the constructed fantasy.
The increasing commoditization of the house (or flat), in the words of Kimberly
Dovey:
“…engenders a confusion between house and home because it is the image
of home that is bought and sold in the marketplace. The belief on the part
of both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that the home is the house trivializes the
concept of home and treats it as an object to be instantly consumed…
Commoditization has its main eroding effect not in the quality of house
form but in the qu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dweller with the
dwelling...” 14

14

Dovey, 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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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ald O’Hara in Gone with the Wind tells his daughter Scarlet: “Why, land is
the only thing in the world worth workin' for, worth fightin' for, worth dyin' for,
because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lasts.” It is hard to imagine such attitude among those
living in the “modern” Hong Kong. For them, land (or, to be precise, undivided shares
in a piece of land) is probably just another form of property that can be converted to
money just as everything else, with the additional advantage of shelter. Living in a
highly commoditized and homogenous housing environment, our liv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tructured by the highly controlled, regulated and confined home
environment, with the result that we have now become deprived and impoverished
in our daily personal life, and estranged and alienated from our home and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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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香港的文化身份理論
吳偉光

引言

假如一個外國人來到香港，問及你是「中國人」嗎？問及香港有甚麼特色？又或
者問及香港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文化身份？相信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

（圖片來源：
http：//paper.wenweipo.com/2007/07/16/SY0707160001.htm）

在解答香港特色或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問題時，有的會提及茶餐廳
文化小食（絲襪奶茶、菠蘿油等），有的會說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居民不斷移
走及移入）
，有的會說是文化融爐（中西文化匯聚）
，亦會有人說香港是國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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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之都等。但對於是否「中國人」的問題時，部分人可能會手足無措，不知如
何作答，有部分人會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只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當我反問
自己，香港人的文化認同是甚麼的時候，一下子我亦不能準確及有信心的作答，
腦海中湧出「混雜」一詞，但這又不能清楚解說香港的特色。

本文嘗試回顧近年香港人思考文化身份的一些意見，然後討論香港值得注意的文
化身份事物，最後，本文嘗試提出如何面對香港殖民地歷史的方案，建議在後殖
民地年代的今天，我們應如何處理「香港文化身份」的問題。

「中國人」及「香港人」的身份問題：
一、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一九九七年後對華人身份認同的
調查工作
從一九八八年起，在大學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的資助下，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攜手合作，每兩年一次進行全港性的社
會指標調查，藉以了解香港社會的發展情況。 1

以下是鄭宏泰先生及黃紹倫先生對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的簡述：
「長久以來，身份認同一直困擾著大部分的香港華人。每當遇上國家大事如『釣
魚台事件』
、八九天安門事件、北京申辦奧運等時刻，他們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a part of China）
，自己自然是中國人；但在某些情況下，
例如香港所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民主人權等，他們又自覺和大陸有別（apart

1

鄭宏泰、黃紹倫，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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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hina）
，自己是香港人。這種身份認同上的左搖右擺，心理和認知上的無
棱兩可，恰好反映香港華人所處之地，所經歷的歷史，亦和他們能夠在高度競爭
多變的商業世界下（以西方文化為主導）適應下來，並發揮其所長的特徵有關。」

二、香港回歸十周年的的身份認同變化的調查
以下是《文匯報》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二日有關香港青少年對「中國人」及「香
港人」身份認同變化的調查報導：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林瑞芳及其研究小組，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公布有關本港
青少年在回歸前後對身份認同變化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回歸十年以來，本港
青少年認同自己屬於「中國人，其次才是香港人」雙重身份的人數上升；只認同
自己是「香港人」的比重，則由一九九六年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九，降至二十八點
七。此外，調查又指出，越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青少年，對國家民族的前途越
有責任感，而對中國文化的評價越正面。

三、特首對國民教育的重視
二零零七年的十月十一日的施政報告，前香港特區行政首長曾蔭權先生強調了香
港須要加強國民教育的力度。而《文匯報》亦以「本港推行國民教育意義重大」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來正面評論曾蔭權的施正報告。

四、反思「中國人」及「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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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思曾蔭權先生及「左派報章」強調國民教育的重要性，加上香港回歸中國的這
十年間，我們不難發現「左派」報章（如《文匯報》）、特首及民建聯在香港人
的身份認同的討論時，很強調「香港人」及「中國人」之分，似乎假定自認為「香
港人」便不「愛國」
，自認為「中國人」才是真正的「愛國」
。這到底發生了甚麼
事情？

套用陳冠中先生的說話，2這（「香港人」及「中國人」之分）根本是「假問題」，
因為這兩種身份是並行不悖的，其中「香港人」指的是城市身份，而「中國人」
則是國族身份，完全沒有矛盾。假如說自認「香港人」便代表不「愛國」，很大
程度上，當政者認為自認「香港人」等同於眷戀英國殖民地統治，是不可接受的。

在此，我不禁要問，香港的文化身份是否等同於解決「中國人」、「香港人」的
身份認同爭辨便可劃上句號？如果是的話，即中國所有省份的人的文化身份只有
一個，就是「中國人」，缺乏地方特色。如果不是的話，我們又可以怎樣面對香
港人的文化身份？殖民地歷史如何跟香港人文化身份拉上關係？以下部分將嘗
試加以探討。

香港文化身份建構文獻回顧
一、文化身份的定義
一般而言，文化認同／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對一個群體或文化的身份認
同感，又或者是指個人受其所屬的群體或文化影響，而對該群體或文化產生的認

2

鄧正健，2007

50

同感。 3

換句話說，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人們擁有共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禮
教習俗底下的身份認同。這種文化身份認同跟史都華‧赫爾（Stuart Hall）提到
的文化身份第一重意義相同，即「成為」（being），大意也是指人們擁有共同
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禮教習俗底下的身份認同。 4

可是，史都華•赫爾認為文化身份有第二重意義，即「形成過程」（becoming），
大意是指文化身份受重要的歷史事件、文化及權力所塑造，身份牽涉重要事件把
我們定位（positioned by），及我們如何將自己定位於歷史事件之中。5換句話
說，歷史的論述和回憶一直影響現在的文化身份形成。因此，對於文化身份的形
成，歷史、權力和文化一直都是關鍵的題目。基於史都華•赫爾的觀點，如何對
香港歷史的論述及理解，對香港的文化身份有著微妙的關係。因此，以下部分將
會對香港歷史跟香港人文化身份的發展歷程加以整理。

二、劉紹佳教授對香港人文化認同的見解
根據劉紹佳教授的見解，香港於一八四二年成為英國殖民地，至一九四九年止，
香港人都沒有追問「我是誰？」，因此可以說香港人於這一百年均沒有身份的意
識。而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才現身份認同的問題，原因如下：

1.

一九四九年後，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在香港與內地間設置了一重障礙，香港

3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6%87%E5%8C%96%E8%AA%8D%E5%90%8C
Stuart Hall，p.223
5
Stuart Hall，p.22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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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被隔離在中國之外，不受內地社會文化的影響。

2.

香港工業發展迅速，經濟起飛，經濟發展的經驗上與中國大陸距離拉闊，這
經濟差異對香港華人身份認同有著關鍵性的意義。

3.

中國在一九四九年後是一個內向型的封閉社會，香港則迅速地發展為一個世
界經濟體系中的活躍份子，並且經歷了相當程度的西化。

4.

殖民地政權所實行的有限職能政府，重視法治與人權，與中國大陸的中國傳
統有別。

5.

香港華人居民多屬南遷人口，居港目的在於逃避政治迫害與動亂，又或者是
尋找經濟上的發展機會。因此，香港內部有著一股強烈反對中國社會主義政
權的情緒，這股情緒自然成為香港華人身份認同的一個核心部分。

6.

香港與內地在發展程度與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使香港華人產生了優越
感。最後，香港華人普遍使用廣東方言，並逐漸以此為基礎，建立了一種獨
特的普及文化，這種特殊地方文化在塑造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過程中發揮重
要作用。 6

香港人對中國國內政治厭惡（大部分人對政治亦採取敬而遠之的態度），形成了

6

劉兆佳，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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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的最重要因素。換句話說，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才逐漸產
生地域主義，跟中國大陸劃清界線。

三、廖國雄先生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發展的見解

廖國雄先生認同劉紹佳教授的身份認同論點，他指劉教授十分中肯地說明香港人
身份認同中最關鍵的所在，例如一九五六年的右派暴亂，使香港市民對右派帶來
的影響存有戒心，另一方面，一九六七年的左派暴動，文化大革命式的鬥爭，令
香港市民心寒，因此使香港市民走上政治冷漠或政治中立的路，為後來的「香港
人」身份認同鋪路。

（圖片來源：http://blog.yahoo.com/articles/394794）

廖先生提出「香港人」身份是一個朦朧的意識形態，但卻是有實際的作用。政治
上的冷漠，換來經濟實幹的空間，以改善物質生活及生活環境。一九七三年股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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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新興起的中產階級，其所持的價值觀就是努力工作，改善生活。 7另外，
香港的學生運動亦反映了香港人文化身份認同的歷程。一九七零年代的學生運動
（即「火紅年代」），當時的大學生投入了一場身份意識的社會運動，口號是「放
眼世界、認識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簡稱「放認關爭」）。這些學生運
動，驚醒了香港的大專學生，他們亦開始投入社會運動，關注社會上的弱勢社群，
但他們以甚麼身份去表達他們的關注呢？特別是一九六八年的「爭取中文成為法
定語文」運動、一九七一年的「保衛釣魚臺」運動、一九七三年的「反貪污、捉
葛柏」等，大專學生突然發現了身份的意識，認祖歸宗，就是要尋找身份認同。
與此同時，內地的文化大革命，強調「兩條腿走路」政策，令他們為「中國人」
自豪。

一九七六年隨著四人幫倒台，青年學生對社會主義祖國的理想幻滅，一切從絢爛
歸於平靜。身份認同從「祖國」回歸「香港」。學生運動雖然沉寂，但卻刺激了
「香港人」意識，香港市民開始關心自己的社會，雖然政治上不可能對殖民地政
府有民主的要求，但對民生事務、經濟生活等還是可以爭取的。 8

除了學生運動以外，成長於一九七零年代至一九八零年代的一群，可能是最有香
港特色的本土文化見證人，他們的生活方式就是香港文化。具本土特色的香港文
化從七十年代開始滋長，當時香港經濟開始發展，因與世界各地的接觸多了而產
生了身份意識，此時的文化創作就提供了社會價值理念的基礎，「獅子山下」精
神，就是身份意識的具體表現。《獅子山下》是七十年代創作的經典電視劇，獅
7

廖國雄，2005
廖國雄，2005

8

54

子山下精神也就是當時香港市民的生活信念，也是這一代人的文化價值，成就了
足以讓他們自豪的香港人身份。於二零零三年七月一日，五十萬人上街遊行，表
達了命運共同體的意識，隨後有六百名學者及專業人士，發表了維護「香港核心
價值」的宣言，值得注意的是宣言所臚列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
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等，實際上是展
現了一套價值的組合。

（圖片來源：www.douban.com）

四、香港人文化身份認同發展資料判讀
正如本文先前所述，歷史的論述和回憶一直影響現在的文化身份形成。因此，不
同的香港歷史論述會影響現在的香港文化身份形成。

根據劉紹佳教授的見解，一八四二至一九四九年的香港並沒有文化身份認同的問
題，香港的文化身份認同始於香港人對中國國內政治的厭惡，使香港市民走上政
治冷漠或政治中立的路，為後來的「香港人」身份認同鋪路。這樣說來，香港人
的身份認同便是「政治冷漠」。

根據廖國雄先生的見解，香港人政治上的冷漠，換來經濟實幹的空間，改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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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及生活環境。新興起的中產階級，其所持的價值觀就是努力工作，改善生活。
一九七零年代的學生運動刺激了「香港人」意識，香港市民開始關心自己的社會，
獅子山下精神也就是當時香港市民的生活信念，也是這一代人（現在五十至六十
歲的人）的文化價值，成就了足以讓他們自豪的香港人身份。

綜觀上述見解，兩位學者對香港文化身份的理解源自他們對香港歷史的論述，他
們認同「獅子山下精神」，加上香港人的「政治冷感」，使專注工作（拼搏精神），
形成了香港的文化身份。可是，就這樣總結香港的文化認同，本人仍感到困惑，
我可以認同「獅子山下精神」，但對「政治冷感」引致專注工作的討論便不能認
同。我再要問的問題是，這兩個回顧是否就等同香港的文化身份呢？

既然文化身份取決於歷史的論述，那麼殖民地政府又如何解讀香港過去的歷史？
現在踏入後殖民地時代，當權者又應如何解讀歷史？至於平民大眾，他們又怎樣
解讀歷史以確認自己的文化身份呢？

香港殖民地歷史與香港文化身份
歷史的論述和回憶一直影響現在的文化身份形成。因此，不同的香港歷史論述
會影響現在的香港文化身份形成。以下部分會從殖民地當權者、後殖民地當權
者及一般市民角度探討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認同。

一、殖民地統治者對香港歷史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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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史的記載，香港本是一個漁村，於一八四二年割讓給英國，成為英國
的殖民地，經百多年的統治，香港成為了國際金融中心。換句話說，殖民地史
學家記載的是殖民地政府的歷史，講述的是政府政策如何令香港成為經濟奇
蹟。

二、後殖民地時代當權者對香港歷史的論述
在回歸前後的三、五年，出現大量愛國歷史學家，他們強調割讓香港是如何喪
權辱國、回歸前香港與大陸的關係，和回歸如何顯得國力「恢復」等。

三、香港殖民地歷史論述的判讀
根據上述的資料，可見不論是殖民地統治者，抑或是後殖民地統治者，對香港
歷史的論述往往以英國或中國為討論重點，不以香港人作本位，記載的都不是
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忽視了香港大眾對香港文化身份的貢獻。

以殖民統治者的角度而言，殖民地統治帶給香港許多值得香港人自豪的事物，
這方面的解說指香港人的文化身份，和本地意識於「六七暴動」後漸漸萌芽、
成長。暴動後，在總督麥理浩的領導下，港英政府開始對社會問題作出回應─
─推行連串的社會政策，例如十年房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政府成立廉政公
署及發展新市鎮等；此外，政府亦推動文化節目，如香港節、香港電影節等，
以豐富市民的精神生活。在政府大力推動本土意識的情況下，再加上香港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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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速增長，成長於七十年代的新一代便漸漸形成「香港是我家」的歸屬感，並
認同「香港人」的身份。

（圖片來源：www.jcrb.com）

史文鴻博士指出，香港人因曾經歷殖民管治，所以在生活方式及價值觀方面，有
一定的特徵。香港人接受價值多元化、社會高度自由，和政府對市民的生活及信
念沒有干預。 9當然，今天許多香港人引以傲的法治精神及自由言論，在某程度
上是英國殖民地政府帶給香港的。不過，過份強調這種論調等同於將本土文化歷
史特質埋藏起來，簡單地認為殖民地統治帶給香港經濟繁榮、自由及法治，忽略
了市民大眾的努力。香港人的文化身份彷彿就是經濟城市內的一群， 只醉心於
追求經濟成果，其中一種代表思想便是「中環價值」
。所謂「中環價值」
，是指在
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裏追求個人財富，以及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
、
「致富」、
「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 10

結果，在圍繞殖民地的論述下，我們討論香港的文化身份時只集中於經濟層面，
9

史文鴻，1993

10

龍應台，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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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批評時，亦只集中於經濟面，我們難以重新審視殖民統治帶給我們的創
傷。這些創傷集中於二次大戰前（一九四五年前），包括原居民在香港、九龍及
新界割讓及租借時出現的英軍鎮壓，英人對華人的不平等對待等。殖民地政府亦
沒有強調一些不光彩的事件，如十九至二十世紀初賭博合法化、娼妓合法化、省
港大罷工等負面社會問題。作為香港人，應如何應對這些事件？

在這種情況下，假如我們以「六四事件」的大遊行（一九八九）作為香港人身份
認同的切入點，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亦只能以戰後的香港為界，我們根本難以單靠
集體回憶將過去的歷史完整地帶回來，用以面對殖民地歷史的疑難。

在後殖民地的今天，「去殖民地化」的工程不斷進行，硬件上有清拆天星碼頭及
鐘樓，往後還有皇后碼頭、域多利監獄、油麻地警署、灣仔街市……一個一個接
著而來。軟件方面，制度不斷改變，試圖將殖民地統治的遺產消滅，例如近日提
倡以普通話教授中文、取消高級程度會考（以中學六年制取代）、改變評級制度
等。在理解上，這些工作都具有「去殖民地化」的影子。可是，這種做法是否對
香港人身份認同有利呢？

以清拆皇后碼頭一事為例，「本土行動」一再強調的是保衛公共空間，並不是傳
媒及政府向大眾宣傳的「集體回憶」。 11這例子顯示香港政府理解某些香港人仍
然十分「戀殖」，因此才作出「去殖」的後果。事實上，皇后碼頭一帶（包括天
星碼頭及大會堂），可說是香港人寶貴的公共空間，是大大小小示威集會的重要

11

陳允中，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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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例如一九六六年的反天星小輪加價、一九七零年代之保釣運動、一九八九
年的天安門聲援運動，以及一九九零年代大大小小的民主運動等。除了本地人之
外，外勞、遊客及學生等都愛在這公共空間逗留，在功能上，這一帶地區支持著
香港的多元文化，硬要將這公共空間消滅，即使將來重建一個皇后碼頭模型，它
將不可能再發揮現有公共空間的功能，結果，某些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認同（如文
化共融、自由民主、集會活動）可能因而被削弱。

（圖片來源：www.epochtimes.com）

換一個較易明白的例子，假如維多利亞公園因為城市的發展「需要」，或因「去
殖民地化」為由而消失，我們不難想像「七一遊行」將難以舉行，香港故有的文
化身份亦受到嚴重的挑戰。

建議的香港文化身份認同理論
正如史都華•赫爾的見解，文化身份認同一方面可以因為人們擁有共同的歷史背
景，和文化禮教習俗而形成；另一方面，文化身份受重要的歷史事件、文化及權
力所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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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共同歷史背景下的身份認同，香港的文化身份包括以下各項：

一、一九七零年代開始的本地人意識
香港人的共同經歷令我們對自己的文化身份認同有一定的共識，例如「六七暴
動」，令成長於七十年代的新一代漸漸形成「香港是我家」的歸屬感。至一九八
九年的「六四事件」，香港華人採用了各種方式來表達他們對示威學生的支持，
及對中國政府的不滿，最印象深刻的是逾一百萬人自發地上街遊行。香港在經歷
這次事件中所取得的共同經驗，進一步強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而香港人
亦接受價值多元化、社會高度自由，和政府不干預市民的生活及信念的社會。

二、屋邨居民的身份認同
自一九七零年代起，香港有接近一半的人口住在公共屋邨，當時的新一代大部分
在屋邨長大。狹小的生活空間、公共浴室和洗手間；屋邨裏的球場或空地、鄰里
守望相助的精神等，成為他們的集體回憶，而公共屋邨便成為他們那一代香港人
的標誌。

三、茶餐廳文化
飲食文化如廣東茶樓、茶餐廳等，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與本地意識有著連繫，當
中以香港獨有的茶餐廳和其提供的價廉味美的食物，更在國際社會上成為香港文
化的標誌（如絲襪奶茶及菠蘿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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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myminiature.com/）

四、娛樂文化
娛樂方面，一九七零年代的香港社會還不是太富庶，普羅大眾在工餘飯後的娛樂
節目，不外乎是看電視（如《歡樂今宵》）、電影和聽粵語流行曲（如許冠傑及
羅文的歌曲）等。此外，一些集合飲食和娛樂的場所如大笪地，也是當時香港人
愛到的地方。

綜觀以上的分析，擁有共同的歷史背景令香港人產生了「香港是我家」、「屋邨
文化」、「茶餐廳文化」及「娛樂文化」等共有的文化身份認同。不過，隨時代
發展，香港的新一代是否會保存上述的文化身份認同？例如大笪地，對新一代是
十分陌生的地方，即使在二零零零年時重辦，可說是無以為繼。又例如「歡樂今
宵」，即使重新播映，現今的年青人反應也不見得熱烈。

面對這樣的困局，是否有另一套理論去解說香港的文化身份？本人的意見是由歷
史事件、文化及權力塑造香港的文化身份。透過解說香港過去的歷史，香港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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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份可能得以較清晰地被確認，以下是兩個較多人提及的香港文化身份。

一、中環價值
綜觀現今香港最重視的便是經濟利益，即典型資本社會的核心。假如以殖民地的
論述來說，可以說香港於一九七零年代起對中國政治冷漠，卻換來經濟實幹的空
間，改善了物質生活及生活環境。一九七三年後，香港新興起的中產階級，其所
持的價值觀就是努力工作，改善生活。另外，因為廉政公署的成立，加上不干預
政策等，令香港獲得極大的經濟成就。

而所謂「中環價值」，是由旅港學者龍應台女士在〈香港，你往哪裏去？〉一文
中提出的，當中提及到她認識的香港。她指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代表
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裏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
、
「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她又一矢中
的地指出：「香港裏面的人，也有許多人看不見中環以外的香港，也把中環價值
當作唯一的價值在堅持。」 12

12

龍應台，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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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www.backpackers.com.tw）

二、一整套價值的組合──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多元包容等
香港有其可貴的文化身份，就是法治、自由及多元包容，這些價值組合並不是單
純地由殖民地政府給予港人的，是香港大眾經過長時間努力及爭取才得以擁有。
要理解這些文化認同，必須正視香港殖民地的歷史，除了殖民地政府的工作（政
積）外，大眾的努力亦須要肯定。

例如在一九七零年代，因為「六七暴動」的出現，港英政府在總督麥理浩的領導
下才開始對社會問題作出回應，推行連串的社會政策，例如十年房屋計劃、九年
免費教育、成立廉政公署及發展新市鎮等，要是將這些功績全歸於政府的主動，
未免太過簡化有關事情了。這些政策的推行，是管治者為了平息香港混亂才制訂
的，例如公共房屋的興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加強對市民居住資料的掌握，九年免
費教育亦是讓青少年留於學校，減少混亂。

當時，許多香港人擁有獅子山下精神，香港人勤奮克苦，大眾自發地造就了香港
經濟的發展，而免費教育將香港人的教育水平不斷提升，有利法治精神的發展，
但卻不可以說全是殖民地政府的功勞。

自一九七零年代開始，香港人的確加強了香港本土的歸屬感（愛香港這地方），
至一九八零至一九九零年代，香港的文化身份進一步得以肯定，香港被稱為法治
之都，香港以廉潔見稱，亦尊重合約精神。另外，因政府對經濟不干預，加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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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干預亦不多，令香港成為世界最自由的城市之一。

以二零零三年的「七一遊行」為例，五十萬人井井有條地上街遊行，足以令香港
人為香港和平示威的紀律而自豪。在過去數十年，不同種族在香港的生活並沒有
受到特殊的禁制，例如每個星期日，均有大量外籍傭工於中環地區聚集，大量外
國遊客亦於這些公共空間交流，令香港成為一個多元包容的地方。

以上種種表現，體現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香港的文化身份是足以令香港人
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多元包容，雖然這些文化身份產生於殖民地
統治的時空，但市民克苦、守法、和平及包容等素養，並不是殖民地政府刻意加
給香港大眾的，這些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大眾努力的成果。

總結
經過一連串的討論，現在極須將香港文化身份的見解加以整理。根據共同歷史背
景下的身份認同觀點，香港的身份認同應建基於一九七零年代，相關的身份認同
包括「本地人意識」、「屋邨居民的身份認同」、「茶餐廳文化」及「娛樂文化」。
相信不同的學者，可根據記憶及感觀將上述四方面譜出無數關於香港的故事。可
是，這些故事是否永遠代表香港？現在的年輕人會否認同這些身份？ 有見及
此，我們可能要另覓建構香港文化身份的方向。

根據史都華•赫爾提出文化身份的第二重意義，即文化身份受重要的歷史事件、
文化及權力所塑造，解說香港的殖民地歷史，我們可以提出一些文化身份的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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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例如「中環價值」，它反映了香港被概括化的經濟掛帥文化身份。不過，「中
環價值」只是香港眾多文化身份的其中一面，它並不是香港的全部，但香港的傳
媒、大眾，甚至政府官員，在很大程度上認為「中環價值」就是香港的文化身份，
例如大規模的重建計劃，目的就是善用土地，以達致最大的經濟效益。

本人接受的香港文化身份是一整套價值的組合──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多元包
容等。這一整套價值的組合，是香港大眾努力的成果，要保存這些珍貴的文化身
份，我們必須正視香港殖民地的歷史。如果當權者積極地「去殖」，香港人的文
化身份便可能會遭到破壞，例如反對清拆皇后碼頭的事件中，「本土行動」提出
的反對理由並不是「集體回憶」，而是保存「公共空間」，這些「公共空間」是
香港歷史的一部分，殖民地政府建立它們的原意並不是用作示威遊行，或多元包
容的地方，但隨歷史的發展，它們便成為了香港文化身份重要的發展空間。

在後殖民地時代，這些空間並不是「戀殖」，它們仍是讓大眾參與示威集會、多
元包容的公共空間，如果後殖民地當權者硬要以「去殖」方式處理這些公共空間，
將對香港人珍貴的文化身份造成損害。相反，如當權者以相對寬鬆的態度保存現
有的公共空間（如天星碼頭、維多利亞公園、皇后像廣場），香港的多元包容文
化身份當可保存，再看每年七一遊行的守法及包容度，香港實在具有令人驕傲的
獨特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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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 十周年
遊走於體制內外：文化研究與成人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第一場：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的碩士課程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Master of Cultural Studies，下簡稱 MCS）踏入
了第十年，為了評估課程的成效以探知未來的發展，文化研究碩士課程於二零一
三年五月十八日舉辦了第一場研討會：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的碩士課程。

梁旭明：十周年，是一個讓人回顧過去、前瞻將來的好機會，因此特意舉辦了這
場研討會，以正在遊走於體制內外的成人教育為主要討論議題。這是很好的機會
讓我們去反思到底 MCS 與成人教育，甚至文化研究這三者有著甚麼關係。這場
研討會的目的除了是討論如何重整學識，以及學術知識的傳遞外，還是為了討論
該如何發展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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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文化研究對成人教育的檢討對本課程有著一定的影響。就內容形式而言，一
方面是去批判體制以內的建制化教育傳承，另一方面則是通過舉辦不同形式的成
人教育課程，以發掘更多有關教育傳承的可能。MCS 在過去十年也是承接著英
國文化研究的傳統，以批判體制內的教育，也是去結集來自不同地方的民間辦學
的傳統與模式，以發展出一個屬於香港本土的碩士課程。

十年前，我們剛開始舉辦碩士課程，便遇上了沙士（SARS）爆發，也遇上了當
時香港政治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十年後，我們仍然見到社會存在著很多
問題，如財富不均、貧富懸殊等等，政治體制亦存在著很多不合時宜的觀點，又
或是遇上政府施政越來越強硬等問題。另一方面，經過十年社會運動的發展，民
間對本土的意識越來越強烈，也越來越多人關注如何建立本土的身份。在這公民
社會越來越成長的時候，我們該如何檢視今天的碩士課程？我們的碩士課程是如
何與當今社會政治與經濟等形勢相互扣連？及又有甚麼可能性被發展？這些問
題正正是今天整個研討會的背景。

今天的研討會共有三場，第一場是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的碩士課程。主要是去探
討體制外的成人教育課程是如何體現了民間辦學的特質，及當中所遇到的考驗；
第二場則是關於體制內，包括文化研究系今天在辦學體制化的情況下，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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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建制內所遇到的機遇及挑戰；第三場則是以對話的方式讓各位一起討論有
關首兩場提及過的一些議題。現在，我將交由馬國明老師為我們主持第一場研討
會。

第一節：民間辦學：書院、社大、沙龍
馬國明：各位好，這場研討會將集中討論民間辦學。在場的四位講者在這方面也
有相當的經驗。或許大家有點奇怪，現在台上只有三位講者。在我右手邊空了位
置的應是李達寧，他現在正在趕來，大概還需要五分鐘就可以趕到來吧？每位講
者總共有二十分鐘的發言時間，我想李達寧應有足夠的時間趕來的。那現在我先
順著次序，請蘇耀昌先談談他當年辦學的一些經歷。

蘇耀昌：民間辦學與體制的關係
今年是文化研究碩士課程十周年，我十分高興，因為在我的經驗中，我曾參與的
團體都不能「捱」超過十年。首先我想說的是，民間辦學與體制實際上有著密切
的關係。在這裏要提上一個特殊意義，那便是我是嶺南大學的碩士畢業生，劉健
芝也是我的老師。現在我想先談談我的一些經驗，討論一下大學是甚麼東西。

在嶺南大學讀碩士課程時，我常到圖書館借閱外國圖書館藏書，尤其是那些尚未
正式出版的博士論文。借閱了幾次後，圖書館管理員跟我說我限額用盡，不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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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問管理員為甚麼不可再借，他回應說同學若借這些藏書，學校需繳付速遞
費以及保險費，借一本書學校便要付上千元，亦因為嶺南大學的資源有限，所以
須設有限額。後來我到了香港科技大學（下簡稱科大）讀博士，因為那裏資源充
足，故不設上限。由此可見，「錢」真的很重要，因為有錢才有知識。假若我們
無法掌握最新的知識，我們便無法與時並進。

而所謂的資源充足也是相對而言的，在同一所大學，不同的學系也需要競逐資
源。例如科大的老師告訴我們圖書館正做調查，使用率不高的期刊會被淘呔，尤
其是那些不賺錢的學科，所以老師叫我們到圖書館翻期刊後不要放回原架，要放
到回收車上。相信大家都有看過期刊，都知道這些學術期刊並不便宜，上百元一
期，學生根本負擔不來。部分學術期刊也可在大學圖書館的互聯網上觀看，但畢
業後卻再無此權限在網上閱讀，即使自掏腰包訂閱，覆蓋範圍也很狹，甚至看不
到。相比之下，在學時期閱讀期刊真的十分方便，只要登入學校網頁，隨意都可
以看上過百本期刊，因此我現在都要借在學同學的帳户在網上觀看。以上種種到
底說明了甚麼？

大學便像古代朝廷的倉庫，平常收納農民上繳的米糧，但不同之處是這個倉庫不
會在緊急時候開倉賑災，而是只供士大夫（大學生）平日享用，農民（市民）無
權置啄。大學生畢業後，不論從商或從政，除非富有得很，否則再也沒有機會接

72

觸這些知識。左派說「人民當家作主」
，但身處於基層的市民大都無法進入大學，
即使能進入大學，畢業後都無法再接觸最新的知識。你說人民如何能夠管理自
己？大學的目的是甚麼？是讓學生畢業後培育基層人民嗎？相信大部分都不
是。那大學到底是甚麼地方？可驅使政府每年投放大量資金？莫非只是大學老師
的教學能力高？我認為沒這麼簡單。

整個教育體制，以及大學教育的目的是令學生學懂資本式的運作，畢業後把學生
送上資本主義戰場作見習生，學習管理那群同齡卻沒有上過大學的年青人／工
人。大學生手中握著管理這門知識，而基層人士從未獲得權利和機會去學習如何
管理社會。不管大學生是否願意，在畢業後他們基本上都學會了資本主義的運作
模式，能應付資本主義的戰場，而資本主義社會正正就是需要這群大學生。

我們現在回到一個重要的問題上，就是資金，民間辦學都缺乏資金，這情形與大
學剛好相反。到底大學能否把其資源、知識等民間化呢？我們這些讀過大學的
人，享用過民脂民膏，如果仍相信社會應該是平等的話，就應將所學的與民共享。
我讀科大時，因為有圖書証，周末可回嶺南大學的圖書館，卻發現這裏水盡鵝飛；
科大圖書館則不同，除非考試季節，否則周末也會對外開放，路途雖遠，但仍會
有市民來使用資源。民間辦學指的不單是體制，還包括坐擁資源的大學。將大學
所藏的知識民間化，與民共享，這是民間辦學的第一個面向，也是我想說關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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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體制的關係，但這應是下一節的討論內容。接著，就是這一節著重討論的問
題，關於我們民間辦學的經驗。

蘇耀昌：民間辦學的經驗
大專畢業後，我便到了基層團體──街坊工友服務處（下簡稱街工）工作，離開
街工後，我再次讀書。二零零零年，我與志同道合之士創辦了「基層大學」（下
簡稱基大）
，直到二零零七年畢業，再回街工為止，前後共七年。
「基大」成員由
基層團體工作者及大學生組成，人數最多的時候也不超過三十人。由租地方到聘
用兼職，完全自費，有收入的成員會每月繳會費三百至一千元不等，荒年則靠籌
款以維持運作。

基大的宣傳單張是這樣寫的：

「蓋搭基層與學界橋樑、鼓勵同學關心基層、參與基層工作。象牙塔不等如知識，
脫離社會、脫離生活的學院訓練令人癡呆。大學生應多瞭解這個貧富懸殊的社
會、反思自己角色。我們沒有預設方向可供你選擇，每個人自有不同體會。我們
的書本是基層，與生活結合的思考，是知識。大學微不足道，基層卻茲事體大。
現時不同的人對基層有不同界定，我們無意下一個自以為真理的標準；就讓不同
定義互相激辯，然後各取所需，令基層文化、基層運動更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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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大的對象是學生（包括大學生及中學生），七年（奇怪的是我辦的團體通常只
有七年壽命）共舉辦了數十場工作坊，培訓過數百人（除學生外，也有在職人士
及基層團體工作者）。工作坊分為兩類，一是鼓勵同學接觸基層團體的工作坊，
這些工作坊主要是與基層團體合作，如每年都辦的「貧窮文化工作坊」，透過討
論，讓同學認識特定基層狀况，然後落區訪談，為基層團體行動，或調查，或出
書作準備。二零零一年，基大剛成立不久，我們舉辦了一場「邊緣勞工工作坊」，
參與的同學主要來自香港中文大學，他們長期參與「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其中
有一個訪問十多條公共屋邨清潔工人的計劃，這計劃持續了好幾年，也成功爭取
政府外判清潔工及為保安列入工資保障範圍立過汗馬之功。這與最近的最低工資
運動無關，但可以視為最低工資保障運動的前哨戰。

第二類工作坊是關於理論的，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與後現代文化主
義」、「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文化領導權」、「（反）全球化」、「政治經濟
學入門」
、
「馬克思主義 ABC」
、
「政治經濟學與工人運動」
、
「合作社與社區經濟」
、
「基層女性主義」（我們讀的是有關黑人女性的）、「從電影中的女性身份」、「從
電影看香港人身份」等。理論課程不容易處理，有些題目我相信即使便是大學課
程也不能輕易教授／吸收，所以也是相當辛苦的。基大的做法是在課程前三個月
成立籌備組，劃定內容，每節交由不同的成員負責，定期開會討論，每位籌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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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需在工作坊開始前寫出導讀文章。因此每次工作坊完結後，我們都有大叠文章
可以上載到網頁上供其他人閱覽。課程參加者由幾人到幾十人不等(「葛蘭西文
化領導權」工作坊便有四、五十人參加)。為了鼓勵參與，出席滿八成以及交上
一篇文章的同學便可退回一半學費（工作坊的收費通常是一百至三百元不等），
沒收入者更會全費退回。

基大不為學問而做學問，每一個工作坊都是回應現實的。例如，二零零五年開辦
「（反）全球化」工作坊，是為了回應世界貿易組織在香港舉行會議而設的。當
時因有很多團體都在為那次會議的回應行動作籌備，需要一些理論資源，因此我
們便舉辦了該次工作坊。又如二零零三年開辦的「葛蘭西與文化領導權」工作坊，
那是為了回應主流傳媒及中產階級精英歪曲了二零零三年的七一大遊行，以及其
後的運動是為中產反叛而設。事實上，明眼人也看到很多基層團體及基層市民都
參與那場運動，但媒體卻隻字不提，不少基層團體都為此感到很不滿。為了要分
析中產文化領導權，我們以葛蘭西與其文化領導權為切入點作出討論。在二零零
四年的元旦大遊行，基大更與多個基層團體合作，在遊行中組成幾千人的「基層
有話要說」方陣，用行動扭轉傳媒對基層缺席的偏見，更標明參與遊行的大部分
就是基層人士。

二零零七年後，基大正式結束。結束的原因不是因為缺乏運作資本，而是隨著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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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學生成員一個接一個畢業，以及大部分活躍的成員也到了其他團體工作。基
大的宗旨是：
「蓋搭基層與學界橋樑、鼓勵同學投身基層運動、參與基層工作。」
我們的成員不少畢業後便投身基層團體當幹事，大家都知道，團體工作都是忙得
不可開交，因此學員們也再無暇兼顧基大的事務，基大因而只能低度運作。至二
零零七年，我科大畢業後重投街工，而基大亦宣佈正式結束。總括而言，我覺得
基大不但鼓勵了同學關心基層運動，也鼓勵了他們投身在運動之中。

蘇耀昌：重返街坊工友服務處
以上是民間辦學的第一次經驗。第二次經驗是在基大結束的時候，一個街工職員
（也是當時基大的成員）著我回街工工作，他說：
「面對學生，你說甚麽也可以，
怎樣激進也沒問題，沒有包袱。但如果你每天面對營營役役的基層人士，跟他們
說你的分析，如果他們肯聽你的，我便真的是心服口服了。」我聽完他這番說話
後，便重回了街工。我十分同意他說的話，的而且確我們每天面對學生，面對知
識份子，那有包袱可言？我開始想所謂民間辦學的民間到底是指誰？正如古代有
人說：
「禮不下庶民」
，是否代表知識與基層人士無關？民間辦學的對象與最基層
的工人、婦女、失業人士的關係是甚麼？我們辦學的對象是否包括他們在內？如
果包括他們的話，課程的內容應該是甚麼？我肯定，我們這些讀過書的，若不經
過訓練和反省，是不會與基層溝通的。以我的經驗，我見過很多很有知識的學者，
最令我佩服的是──丘延亮，他不但能與最基層的婦女對話，但又能寫出理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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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強的文章，這不是每個知識份子也能做到的，許多人都不懂用基層語言與基層
溝通。

當我回到街工，我發現他們並不只是專注於基層團體工作。我為他們起了一個稱
呼──赤腳律師。中國以前有赤腳醫生，醫護人員跑到窮鄉僻壤，懸壺濟世，但
今日禮崩樂壞，醫護人員都往錢看。還好，香港還有赤腳律師，指的就是那些每
天落區向工人講解勞工權益的勞工幹事，他們大都是大學畢業生，他們向工友解
釋那些複雜的條文，好使工人們學懂保障自己利益。今天，街工的一個重要工作
是到街上宣傳勞工法例，及在每個再培訓課程中，抽出四小時來教授勞工法例。
相信大家也能想像到，以短時間教曉工友權益並不容易，
《僱傭條例》那麼複雜，
講解員要掌握各行業的狀况，配以日常案例，才能學以致用。當然，講解員還需
具有那份對基層感情。

論民間辦學，街工其實經驗豐富，只是層次不同。街工的前身是「新青學社」。
新青學社於一九七六年成立，是一間由左翼學生（主要是大學生）為接觸工友而
開設的工人夜校。那時，政府沒有免費中學，青少年到十六、七歲便會到工廠工
作。他們賺取了零用錢後，有的會遺憾沒上過中學，便會到新青學社之類的補習
社進修。新青學社除了教授中、英、數等主科外，還會教工人分析社會，認識權
益。而課餘活動則是支援社會運動，如保護釣魚台等，此外還創辦了「工人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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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街工的由來其實也是來自民間辦學。學社在一九八五年結束，當中的一些
成員便成立了街坊工友服務處。

最後，我想說的是勞工運動便是這樣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由知識到激情；由組
織到行動（或相反）慢慢地累積起來的。總之，直至目前為止，我認為當討論民
間辦學時，第一個問題要提出的是究竟民間辦學與體制有甚麼關係？體制內的大
學坐擁了這麼豐厚的資源，可以提供甚麼協助？第二，民間辦學中的民間到底是
甚麼意思？能否進入基層生活？還是只是向著知識份子？第三，這本來是一個再
教育的過程，我們這些讀過書的所謂知識份子，當與基層接觸的時候，我們不是
要利用我們學過的學問向基層指指點點，我們更應該進入基層，讓基層對我們作
重新教育。我認為這也是民間辦學其中一個重要的宗旨。

馬國明：多謝蘇耀昌跟我們分享他當年辦基大及街工的經驗。下一位有請余振
雄，他曾參與舉辦「八十後社會大學」，我們先聽一下他的經驗分享。

余振雄：「八十後社會大學」的出現
余振雄：我也很渴望有七年舉辦民間大學的經驗。可能大家對「八十後社會大學」
這名稱有點熟悉，但其實只是大概成立了一年時間。記得去年的七一大遊行，我
們設了一個 直立式展示架，以及兩個籌款箱，在那時宣佈七月六日 是「八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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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學」開學的日子。現先交代一下八十後社會大學是如何被醞釀出來，我們
當時是在想甚麼？在接近一年的運作過程中，我們的經驗是怎樣？又將會怎樣運
作下去？

八十後社會大學顧名思義是由「八十後」的朋友舉辦的一所社會大學。不過當中
有點美麗的誤會，很多人以為「八十後社會大學是由一九八零年代出生的朋友所
舉辦／運作的」，這應該是由反高鐵運動後對八十後這名詞的一個相當大的誤
解。八十後其實並不一定是指八零年代出生的一群，例如我就是七十後了。八十
後應是指一群擁護共同理念，或想像的群體。
「八十後社會大學」當有甚麼人呢？
當中的成員包括陳景輝、周思中、吳國偉、蔡芷筠等等，這些是甚麼人？適逢今
天是 MCS 十周年，我覺得這些人都和 MCS 關係密切，甚至與嶺南大學的文化
研究系關係密切。包括我、吳國偉、周思中、陳景輝都曾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的成員，也是在這裏受栽培的，也是在二零零三年七一遊行的時候，走進社會內
參與社會運動。

二零零三年後，香港有很多場本土社會運動，如天星皇后、八十後六四文化祭、
反高鐵，以及一連串與城市空間有關的運動等等，都能見到我們的成員參與，甚
至組織這些運動。我不是要說明我們較其他人優越，反而是想帶出在我們參與的
過程中，我們留意到一些非常大的缺陷，就是我們應把行動視作甚麼？正如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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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耀昌提到有關文化領導權的問題，在基層運動中忽視了基層，整個運動都被其
他人搶奪掉。過去十年，在一場場不同的社會運動裏，其實都出現了一種情況，
就是當有人去參與運動時，這些運動卻很快被扣上帽子，被定性為是某一類的運
動。例如反高鐵說是由八十後發起的，最終運動失敗了，最後把罪名都落在八十
後身上。這使我們更感受到、反省到當中我們應該怎樣思考這些運動？這些運動
又缺乏了甚麼？又或是應該怎樣裝備自己，以迎接下一場社會運動？這些問題都
推動了我們去思考多一點，及嘗試去做些甚麼。我們因而嘗試舉辦了一些活動，
好等知識和行動兩者可以扣連起來。

我們回想起當年在牛棚書院的年代，有一些人被吸引到來參與，並坐在一起去聽
一些頗為進步的觀念及理論，當時最受益的一群當然是陳景輝以及跟他同代的人
了，以致我們這些在嶺南文化研究系的人也受到薰陶，認為有必要重新思考整個
建制與學院、政府和民間之間的互動關係。學院的知識如何可以落實於每一個社
會現實以及行動之內？又如何可以被實踐？我們都讀了很多知識和理論，但是在
行動之中，這些知識與我們的相關性在那裏？又如何可以幫我們思考行動？這些
都促成了我們某天在茶餐廳內商討到底有甚麼我們現在可以做，於是我們就辦了
這一系列仿傚牛棚形式，以及學院式的講座。所以，我們就在七一遊行期間設了
一個直立展示架來，告訴大家「八十後社會大學」要成立了！根據之前的部署，
我們定下了一些形式，例如一系列的「為時代診斷」的講座。「時代」對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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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除了是代表一場又一場的運動以外，也是基於當時的背景把甚麼引發了出
來。在茶餐廳內我們定下了一些宗旨，例如「在行動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動。」
我們不會特別強調一種特定的階級或階層，反之，我們視社會為一個整體，思考
與之相關的人和事。特別在過去的運動中，我們最關心的是有關解殖的問題，以
及現在炒得正紅的一些本土問題，這些都是從過去的運動中被創造出來的一個討
論空間或議題。

「八十後社會大學」共有三個面向：本土、解殖，及城市空間。在整個為時代診
斷的形式上，我們嘗試整合一些理論，並把這些理論與議題連結起來。此外，我
們還嘗試灌輸一些技術上的東西，例如蔡芷筠會創作一些平面藝術，但我們希望
每次行動和展示有關的東西時，都不是全依賴她一人製作，所以想通過「八十後
社會大學」募集多點朋友幫忙分擔工作。又例如我們覺得民間故事對社會十分重
要，因此說故事在社會運動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我們也嘗試騰出一點課堂時
間，找來周綺薇來分享一些她在參與深水埗重建關注組時的經驗，例如怎樣通過
說故事來推動關注組，以及抗爭運動與社區互相扣連的工作等。以上種種也是很
實際的操作，理論與實踐並重，其目的只是希望能通過講座引領甚麼可發生。當
時我們也有不少雄圖偉略，例如每次講座完結後，我們也會討論接下來可以做些
甚麼？是否可以組成一些小組？可是，這些暫時都只是計劃，直至目前還是未能
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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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振雄：「在行動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動」
回想當時，七月六日第一天開課的時候，我們都是充滿了熱情，熱情現在倒是開
始冷卻。我們辦的第一次辦的講座共有一百四十多人參與，初時我們雖然看到在
面書（facebook）的報名人數很多，但也深知很多人會在報名後缺席，加上當
時陳景輝剛出了一篇有關「鬧爆文化」的文章，更與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扣連起來！我們便想大概也沒幾人會聽約翰‧羅爾斯了，所以我們預期講座的入
座率必定不高。誰不知原來大家都是戰意勃勃的，結果來了超過一百人。第二次
講座以民粹為題，也有差不多一百人參加。雖然首兩次的講座入座率也不錯，但
我們當然不會因為人數多少而沾沾自喜，但我們認為人數一定代表了些甚麼，有
可能是代表著社會意識到缺乏了一種重要知識，以應付／面對一場又一場的社會
運動。在現在這種所謂高度政治化的香港社會，究竟大家是怎樣思考的呢？又有
甚麼工具可以幫我們思考下去？所以，「在行動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動」便是想
透過過去參與運動的經驗，透過我們重新去閱讀和學習，思考這些問題，希望我
們對問題的思考不是空中樓閣，而是能在下一次運動中運用出來。無獨有偶，我
們共辦了大約十至十一次這樣的講座，當中就有六次遇上了反國民教育事件（下
簡稱反國教）。也是基於「在行動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動」的宗旨，我們乾脆把
這一系列講座暫時中止，好使我們能全身投入參與反國教運動的組織行列中。我
們的角色當然不是要去帶動甚麼，而是去擔當支援的角色。當時就引發了一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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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組織，參與反國教的支援工作。在那幾天的反國教佔領政府總部的行動中，這
些教師支援組也出了不少力。這些教師都不是大眾焦點的一群，但他們的幫助使
大會進行得更加流暢，如安排場務和清潔等。還有的是後來出現的一道牆，一道
掛滿絲帶、寫滿來參與集會人士的心聲、對學生的支持的一道牆，都是由這一班
教師構思、組織及實行出來的。反國教活動中，有不少雜務都是由大家共同分擔，
共同安排的，我們也有參與其中，一起去反省當中的問題，嘗試把知識回歸到行
動裏面。當然，現在假若要去為反國教進行任何判斷、反省或總結都可能是太早
了，但是我們就這樣投入地參與了這一場運動。後來反國教運動完結之後，我們
便把之前未完的任務繼續下去。

我們最後一次的講座是在去年的九月二十八日，在香港哮喘會（即活化廳旁）舉
行。當時也有幾十人參與。那次我們請了馬國明老師為我們整個系列作一個總
結。那次講座之後，我們非正式地多辦了一場講座，主題是「政治覺醒的危與機」
，
主要是回應一整年間，整個社會都十分燥動的狀態，以及思考下一步的去向。我
們一共舉辦了兩場論壇，第一場是「政治復興，社會沉寂」，另一場則是「民困
愁城，香港處境」。第一場是由陳景輝主講，找來了羅永生教授作回應；第二場
則是由我主講，陳劍青作回應。我們嘗試提出，在政治議題上或香港政治裏面的
可能性、局限性，以及我們可以如何思考這一個公民社會的問題。而另一個面向
則是從情感政治的角度出發，思考我們是否在情感角度的思考尚未足夠，或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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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思考上，在新界東北的民粹如此強烈的情況下，究竟該如何操作。

經過了以上種種後，八十後社會大學現在仍是去向未明，我們還沒想到是否會繼
續辦下去或如何辦下去。但是，如同其他民間辦學的團體一樣，我們都遇上了「沒
時間」的問題。在反國教運動完結後，隨之而來的大規模運動就是新界東北。陳
劍青是我們其中一位成員，但就被新界東北運動拉攏過去，他現在是傾盡全力地
參與該運動。此外，也有一些論戰及整理反國教的事務等，也驅使我們投入了一
點的資源，大家都很忙碌地為這些事情寫一些文章。我們留意到這些組織者都有
在各大報章上（如《明報》）持續出版一些文章。我們堅持在這書寫的平台上撰
寫文章，其目的都是思考該如何重新組織，以及檢視過去這一系列上，是否有甚
麼缺失、如何改善，或是否以這一種形式來繼續下一次的講座等等。我們並沒有
過分著緊，或是以一種焦點的方法思考，務求令八十後這一群人唇齒相依。我們
只是想令八十後這一群人能成為知識生產的一個群體，可以通過不同形式，如一
些講座，或一些小組的研討，令大家可以再做的好一點。

最後想補充的是，如果「八十後社會大學」可以被視為是民間辦學的其中一個形
式的話，當前我們是有未曾完成的使命，例如一整個解殖的課題、一整個有關本
土的思考，又例如現在所提到的本土等。天星皇后時所提出的本土現在似乎已被
騎劫掉了，雖然如此，有關本土的思考仍然是一個未完成的使命。我們都認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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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是可以有另外一些想法的，但是如何下去及如何表達？這都是我們需要去解決
的問題。一個城市空間的運動應該如何繼續發展下去？眼見當下這些運動及有關
本土的討論是有點沉寂下來，即使有大論述，也未必可吸引多少市民去關注，是
否時機未到？運動仍未發展至那地步，但面對這些問題，希望通過我們的思考，
可以繼續發展，或以不同的形式繼續發生下去，及引發出更多的討論。我們的目
標就是促進知識的生產，方法則是通過思考與行動的互動交流這一個形態來進
行。

馬國明：非常多謝余振雄分享了一些具體經驗。接下來，有請李達寧。大家都知
道李達寧是序言書室的負責人。序言書室……大家都是同行吧。不過，我早已退
隱了。我當年賣書便真的是賣書，並沒有辦其他範籌的活動，現在就請李達寧分
享一下，他到底是賣書，還是民間辦學？

李達寧：序言書室的緣起
李達寧：多謝，馬老闆（即馬國明）。我聽過剛才兩位嘉賓演講後有點害怕，因
為原來大家也很有理念，很認真地對待民間辦學，亦有很多理論支持著他們對社
會的分析。序言書室的緣起很簡單，那就是有幾個人在想：「畢業後沒甚麼可以
做，上班又不知有何意義，好像有點不知道自己在幹甚麼，不如找些自己覺得有
意思的事做吧！」但這個有意思並非「好吧！我們先提出一個理論，然後檢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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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然後作分析是否支持這個做法」。我們只有一個簡單、浪漫的想像，最初我
們甚至並非想開書店，而是去辦一些東西，有人會在那裏討論學術，充滿文化氣
息，好像法國那些咖啡店一樣。我們夢想開一間咖啡店，然後經常會有一位作家
到來，在這裏寫出一本驚世的巨著，在香港的歷史上留下一筆，將來有人讀這著
作時，可能也會提提我們吧。我們當時是有這種想法的。當然，經歷讓我們知道
香港的咖啡店（普遍）不是這樣，香港文學家亦非如此……至少我認識的文學家
都不會每天來我們的地方寫作。後來，我們想想，辦咖啡店不是太適合，不如開
設書店吧！如果想吸引一些關心文化、學術的人，我們辦書店，他們不就是會自
動自覺來嗎？

事實證明這個想法是可行的，的確有很多對學術、文化有興趣的人士來到我們書
室。有些人會很有趣地問：
「你是否認識馬老闆？」
，這令我十分尷尬，因為我從
未去過「曙光書店」
（馬國明之前辦的書店）
。後來認識了馬老闆，很感謝他在我
們辦書店時給了我們很多提點，讓我們之後可以順暢地辦起這書店來。早期階
段，我們得到馬老闆很多知識上的傳授。第一次見到馬老闆，是在牛棚書展的一
個活動，那時江瓊珠正在播一齣短片，內容是介紹和討論馬老闆的曙光書店。有
趣的是，馬老闆那時好像已有結束書店的打算，在講座中卻仍細心講解，如書要
到那裏入貨、將書運來香港要甚麼程序等，當時在場的人都有一點汗顏，不明所
以。坦白說，當天就像今天一樣，在座的各位，應該沒人真的想開辦書店，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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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場的聽眾，唯獨我們幾人聽到他的演講後，真的會把重點記錄下來，其他人
就呆呆的聽。很多人在活動過後問的問題，都跟辦書店無關，你就知道那些會眾
對辦書店不感興趣，而我們就是因為向馬老闆請教辦書店的心得而與他結緣。

現在大家應該知道，我們最初並非要辦民間學院，只是想辦一間書店。其實我聽
到蘇耀昌的分享後，我認同基大真的很有抱負和使命感，但我們完全不是這回
事，我們只是想：
「好吧，我們建立一個學術與民間的橋樑吧！」
，所謂民間，其
實都是知識份子，都是一個中產階級的想像來的。但我也不能完全視之為錯，因
為事實上，根據我們讀大學的經驗，大學裏根本無人談些有關知識與文化的東
西。事實上，現在大學裏討論學術和文化的氣氛已大有改善，十多年前，在我讀
大學的年代，根本沒有這種討論氣氛。我也不太清楚當時的大學生在想甚麼，玩
耍？睡覺？大學時代的歲月很容易被虛度了，畢業後便是要到社會找工作，然後
賺錢買房子，就是這樣簡單。但現在的社會氣氛，我相信已經轉變了很多，就如
一些大學生會來到書店，找一些與課程未必有關的書來看，而那些書是有關社會
運動，或者香港文化的。此外，以我觀察得知，香港近十年最暢銷，至少我書店
最暢銷的書，都是一些關於香港研究的書。香港研究這部分當然一直存在，很多
年前已有人提出「香港學」，不過不受人注意而已。但現在真的有一群學者出版
了一批談論香港的書籍。那些書當然主要是與社會、政治相關，但也不乏關於文
化和歷史的書。從前，三聯書局出版過很多這類形的書，當時好像是有一定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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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有這種香港情懷，但現在卻不同，如果現在出版一本關於大澳或者粉嶺
歷史研究的書，真的會有一些人很欣賞：「這個棒呀！我們就是要重新發現香港
歷史！」

李達寧：序言書室在民間學術的定位
在這個背景下，序言書室在民間學術的定位是甚麼？我最初真的完全沒想過辦民
間大學，我們的想法很簡單，便是想辦一間書店，然後將文化和學術推廣出去，
完全無階級意識在背後，因此我們鼓起勇氣，找了一些學者來舉辦一些文化和學
術活動。我們那時候是完全不認識那些學者的，例如呂大樂教授，但我們仍然去
找他：
「呂教授，來我們書店做一場講座吧！」
，誰知他就答應了，真奇怪！呂教
授在我們書店辦講座，吸引了一大批人來聽，當時我們完全不知怎樣應對，只在
面書開設了一個講座活動，當時也有二、三十人說要參加。剛才余振雄說他們的
講座有百多人參與，幸好當時沒有百多人來我們的講座，否則書店早已塌了，我
們書店最多也只能容納二十多人。之後，我們又辦了幾次講座，找了很多學者，
例如李歐梵。

究竟辦序言書室的過程教育了誰呢？至少教育了一個人，而那個人就是我。我從
此知道原來世界是很大的，很多關於學術和文化的事情正在進行，左翼理論也是
這樣。今天，如果大家再提起序言書室，可以很快想起一些較新潮的左翼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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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我們那兒可以買到齊澤克新的著作，我不是在宣傳，但當你想買這類書的
時候，可能也會想：「序言書室大概會有售吧。」又例如阿甘本的著作，即是一
些比較前緣一點，一些在西方比較新的知識分子所寫的新書。但這並非序言書室
一開始的面向，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對這些也不熟悉，認識的理論只有康德和黑格
爾，其他就不懂了。但開始經營書店以後，漸漸出現了一個群體，這群體會看一
些關於文化和學術的書籍，的而且確聚集了一些學術人和文化人在書店，他們的
讀書偏好，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序言書室的風格。

有一次鄧小樺看見序言書室裏的「全年暢銷書榜」後說：
「你們也太過政治了吧。」
我們才驚覺問題出現了。我們最初是懷著一個小資文化情懷，希望書店有讀詩
會，有文化沙龍，可以供人風花雪月一番，為何現在書店變得這麼政治性呢？到
底變化過程是怎樣的呢？首先，序言書室在建立時並無一份很強的理念去支撐它
我們只知道在香港沒甚麼地方、空間讓對學術和文化有興趣的人聚起來，當然，
早年有牛棚書院，但在我們辦書店的年代，不知原由，真的沒有一個文化聚腳點，
至少我們不知道。因此，我們要辦一間書店，用商業運作模式去維持這個場所的
營運，然後讓這個場所可以進行一些學術或者文化的交流，構成一個學術、文化
的群體。其後，如果我們真的要推廣學術和文化的話，可以以這個群體為基礎，
一步一步推廣出來。我們經常說笑說：「推廣學術和文化，難道只靠我們序言書
室三人嗎？不可能吧！」因此，我們希望吸引更多人來。以上所說的也算是真的

90

成功了，現在的而且確很多人認識了序言書室，很多人聚在書店，和做很多不同
的事情，當中的事情未必和我們相關，甚至不需要我們相關。例如在書店早期，
試過有一本詩刊，一本文學雜誌，是在序言書室構思而成的；又例如有一批準備
遊行的人士在序言書室完成了講座後，便起程遊行。這些古怪的事，為何會在序
言書室出現呢？不是應該在一些遊行地方辦講座嗎？不知為何，他們就是喜歡來
我們序言書室。我的解釋就是一種近乎道家的想像。道教裏有一種說法，就是說
如果你憑著一份理念做一件事，然後力圖催生事情，那就是你有意識地把它製造
出來。我認為香港其實有很多人，想催生一些事情出來，但礙於有某些條件限制，
而不能夠成事。因此，序言書室亦以這個立場出發，就是讓我們成為一個讓人催
生事情的地方。剛才馬老闆說：
「序言書室有十多項活動這麼多」
，這其實與我們
無關，「無關」的意思是指不是由我們主辦活動，不是我們聯絡學者或嘉賓，不
是我們聯絡某某環保團體，我們只是一個開放式的平台供人辦活動。這是序言書
室一直以來堅持的方針。當然，另一方面也是我們懶惰，很少主動構思，總而言
之，序言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如果說序言書室與民間辦學有關的話，那便可以多講一點。事實上，如 MCS 或
其他碩士課程，又或很多副學士課程，我也不清楚到底是民間還是學院，因為這
些很明顯是政府打小算盤下的產物──由政府負責學術資源資助，然後把課程拋
給民間，學生自費入讀，是一個政府推卸責任的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的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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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人會走出來，例如很多社區學院，就如八十後社會大學有很多的老師，在
社區學院裏也有教職，很多他們的學生就會走上來序言書室找書。這些人不只為
學業而來，他們很多時候在學業裏面受到一點啟發，令他們願意探究這些他們認
為重要的課題，就如剛才所說有關香港研究和香港歷史的課題。另外，一些碩士
課程令他們有機會接觸到一些民間無甚機會接觸的思想，例如文化研究，或者哲
學裏面的經典，初時實在想像不到除了學生之外會有人來買這類書籍，但現在書
店製造了一群這樣的人。坦白說，他們為我們造就了不少生意，另外，還有通識
教育，我認識的朋友對通識教育的出現也極為不滿，大罵：「這是一個亂來的教
育政策。」但以書店的立場來說，通識教育其實是一件好事，因為這的確為書店
增加了很多生意。很多中學生會無緣無故走來，或許是他們的通識老師到過我們
書店，便對學生說：
「單看通識課本是不足夠的，再找些通識書看吧」
，就指示了
學生到序言書室找書看。如果那些學生有心的話，亦會參加在書店內舉行的活
動，然後他們就會繼續投身這個知識網絡裏面。因此，這不是一間民間大學，但
有很多不同脈絡裏面我們也牽涉其中，這就是我們的角色。因此，我們不能說是
民間大學，但我們卻連結到很多不同方面的知識脈絡。

李達寧：「實現會社」
讓我說說實現會社吧。實現會社是另一個新計劃，是一個以理念支持下做的計
劃。雖然說這計劃有理念，但與八十後社會大學與基大這些民間大學則相距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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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我們的想法是，序言書室已經達到我們所想的效果，一個售賣書籍，傳達知
識，讓願意傳播知識的人借助這空間做他們要做的事的地方，但我們認為還未足
夠。例如文藝的條件（電影、藝術）是不足夠的，不足的意思是指香港的確有很
多人看電影，亦有很多藝術畫廊，所以這裏特定所指的是有社會背景和政治面向
的文藝。因此，序言書室開始時，想到要做的是一些前衛藝術，或者前衛電影，
尤其是法國新浪潮以來的藝術。當這些東西不是太多人理會時，我們應否找個地
方放映這些電影呢？但現在的人看藝術電影，好像根本看不出電影的抗爭面向，
所以我們希望辦一些放映會，令人可以看到電影內的抗爭意識，例如杜魯福的電
影，他的電影不是純文藝，也有他的政治和社會意圖的。

在辦過放映會後，我們覺得還可以再主動些，因此，我們再做了另外一些事，例
如去年我們舉辦了「馬克斯節」。當時宣傳和其他準備也十分倉促，做得不是很
好，所以活動效果不大，但我們會再接再厲。今年七月我們會再辦馬克斯節，會
與「左翼廿一」合辦，以一連串活動來說馬克斯的思想。當然，我們明顯地背後
有一個立場去推動這件事情，但這是否跟民間大學一樣呢？坦白說，民間大學對
於我來說負擔太大，我總是聯想到法國那些非正統的民間大學，那些大學有如齊
澤克的學者去講課，雖然不會頒受正式學位，但會出版期刊。但在這個意義下，
我不會承認這兩間書店是民間大學，我們仍然會去辦一些認為重要的課題或者活
動，一直持續下去。

93

最近我們有些新嘗試，便是我們開始辦些收費項目。序言書室和實現會社一直以
來辦的活動都是免費的，因為我們認為收費會使人卻步。我們做了一試驗，找了
一個來自齊澤克學會的朋友，教授拉康的課程，共四課，學費港幣四百五十元。
如果你問我，我便不會報讀了，誰知真的有人來！我們真的很現實，當有人說要
報讀時，也不理其他，先收學費，報讀的人接二連三的來，用拉康的說法便是用
金錢來滿足他們的慾望了。別看我們常常開玩笑，我們還是真的希望繼續經營下
去。實現會社在經濟上的來源實際上是很匱乏，長遠而言，收費項目可以資助類
似的民間學院營運，如果不是長期經營便會很困難。這是我對於兩間書店，辦了
多年的小小分享。

馬國明：非常感謝李達寧的分享。他的而且確道出了序言書室和實現會社與基大
和八十後的一些分別。最後，我們有請二十多年前有份參與「天安門民主大學」
的劉健芝。

劉健芝：天安門民主大學
劉健芝：謝謝！首先要說明的是當年辦「天安門民主大學」並非我一個人的事，
只是許寶強今天請我來代大家講述一下。今天早上我重看了當年辦「天安門民主
大學」時編製的一本期刊──《天安門評論》
，共出版了六期四冊。我們的成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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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座的陳清僑、許寶強、羅永生、葉蔭聰、蘇耀昌、馬國明，也包括一些 MCS
的老師，如許兆麟等。我們除了辦雜誌外，還開設了很多課程，其中一個課程叫
「當代馬克思主義思潮巡禮」
，你們猜是誰任教呢？是陳清僑、馬國明、羅永生、
許兆麟、丘延亮和陸德泉。

話說回來，提到「天安門」，就知我們是立足香港談中國問題。天安門事件是一
個歷史產物，是當年八九民運的一個部分。香港當年參與的人，有的曾經在一九
八九年五月仍然走到天安門廣場上，如許寶強、羅永生等。在香港，自一九八八
年底開始醞釀很多民主運動，例如「四五行動」
；八九年初成立的「四五行動」，
原意是不成立組織（因為裏面有不少無政府主義者），只舉辦幾個行動，包括在
尖沙咀街頭做話劇演出，在香港大學辦論壇，還有在四月五日那天遊行。其中一
些參與者後來離開了「四五行動」，辦了「天安門民主大學」。

「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在天安門廣場上誕生，原因是學生當時佔領了廣場，佔
領廣場後不能終日無所事事，一些學生領袖與海外學者商議，廣場上應該有讀
書、思考、討論才行。沒有思想的行動，不能持久。我記得當時的計劃是早上請
人演講，下午進行小組討論。辦「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最初的構思，是等到六
月二十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雖然五月十九日政府宣佈戒嚴令，估計接著清
場，但市民動員支援，軍隊又未到場（可能是因為統治集團先要鞏固內部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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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每個軍區效忠等，所以在戒嚴令與清場之間拖了整整十數天時間），就在這
期間，有了「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的構想。我記得當時在香港接到北京來的要
求，要在廣場辦演講，讓我們去買擴音器運去北京，讓「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
可以開課。當時為何有這麼多想法做法呢？因為當時我們很年輕，二、三十多歲，
我們當時組織的團隊叫作「香港青年教師支援團」。我們的想法很天真，充滿理
想、激情，但是否不切實際，就難說了。

六月三日當晚接到消息，說軍隊會來鎮壓了，廣場上的學生領袖說，雖然鎮壓將
至，但要立此存照，宣佈「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成立，即使它的壽命只有數小
時。之後，一些朋友說，既然廣場大學未能在廣場上實現，就到海外延續它吧，
所以就辦了「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簡稱「天安門民主大
學」，顧問有 Stuart Hall, Marshall Sahlins, Terence Turner, John Comaroff,
Mark Seldon, Muto Ichiyo 等。細節我不多說了，大家可以上網看。但是這兩
天看到一則新聞，海外的余英時、楊力宇、鮑彤、嚴家其、徐文立、封從德等人，
宣佈他們要辦「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我看過他們的宣言，我想趁此
機會與他們劃清界線，因為我們與他們沒有聯繫，而且立場不同，下面再詳細說。

八九民運之後，香港有很多民主大學的組織，嶺南學院也有兩個，一個是社會科
學學院，王耀宗他們辦的「民主大學」
，另外是我們辦的「天安門民主大學」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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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還有很多以「大學」命名的團體，如「社工民主大學」。當時「民主大學」
這個名詞並非誰的專利，「民主」被想像是一個代表美好社會的詞語。我們那時
辦學用很民間的方法，資源很少，用兩千元在灣仔石水渠街租了一單位，約六百
平方呎，是一個舊手錶工場，找幾個朋友裝修一下，自己打造了一些檯，買了些
椅子，「天安門民主大學」便辦起來。開始辦學的時候，與馬國明和陳清僑等比
較骨幹的一批，一起設計怎樣辦學。我們「開門辦學」，誰要講課可以來講，誰
要報名來讀都可以上課。大家可以看看當時的課程，收在《天安門評論》裏，你
們會發現很多講者是熟識的名字。

我想談談「天安門民主大學」的社會背景和情緒。大家可想像，八九民運在香港
回歸藍圖已經敲定的時候發生，當時香港的普遍情緒是恐懼，出現了大移民潮。
事實上，我在一九八七年也計劃移民，已經落地澳洲了，不過發生八九民運之後，
覺得學生和市民為中國民主前途不惜犧牲，我也不該走，所以決定留在香港。八
零年代出現移民潮，那八九民運時，為何香港市民的參與這麼熱烈呢？百萬市民
擠滿香港島街道那情景，讓人難以忘懷。我覺得，除了恐懼外，大家還覺得有一
線希望，那一線希望是民主的中國，是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融合基礎。中英協商香
港前途時期，幾所大學的學生會，包括香港大學學生會和中文大學學生會，提出
未來的設想，認為香港是應該回歸的，不應保留為殖民地，但是需要一個民主的
回歸，而這個民主回歸建基於香港與大陸人民都有民主和民生權利。六四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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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嚴重的挫折感，但同時運動的感染還在，心裏的不甘和悲憤，除了表現在集
會遊行之外，有一些人還覺得運動要延續，認識中國、思考民主理論、參考國外
經驗，都是必需的。因此，參加「天安門民主大學」課程的講者和學員，挺熱烈
的。

回看「天安門民主大學」的課程是很有趣的。我們當時最熱門的科目──「認識
民主中國」，全場滿座，擠滿六、七十人。每個課程大概有八節課，每星期同一
個時間上課，逢星期一至五，每晚兩門課，星期六三門，星期日三門，連續一年
半未停歇過。我們辦學的宗旨是，只要有人願講、有人願聽，便開課，只有三人
報名也開，每次課堂有錄音，任何人可借錄音回家複制。不過，早年這些錄音帶
全都發霉了，不知道有否複製的錄音散落在民間呢？

課程大概分為四類：一是中國問題，例如中國的民主運動、政治發展、經濟狀況。
二是香港問題，我們受到大陸民運的啟發，重新關注香港問題，尤其是關注基層
問題、工人狀況、婦女運動等。三是蘇東問題，那時有很多關於蘇聯和東歐變動
的情況；為何要特別看蘇聯和東歐呢？是因為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可能有很多可借
鑒的地方。第四就是理論，關於公民社會、公民抗命、馬克思主義思潮等。

我當時在「天安門民主大學」除了講課外，也負責聯繫講者、編課程、印刷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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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上派單張、收生、做錄音、打掃場地等。我們低成本營運，後來租金加到六
千元，我們只能放棄那個地方。當時我在嶺南執教，還算精力充沛，但每個星期
有十多門課，星期一至五晚上六時開始第一門課，八時是第二門課，下課後打掃，
每晚十一時多回家。星期六、日也是密密麻麻的課程。一周七天呆在「天安門民
主大學」裏，一年半之後，除了感到精疲力盡外，也覺得需要時間讀書思考，所
以便停辦了課程。

我們接著以出版報章的形式繼續進行討論，辦了《民間抗爭》和《基進論壇》等。
當年出版六千份《民間抗爭》報紙，陳清僑是我們的「高級司機」，早上六時駕
車幫忙從北角的印刷廠提取報章，然後走遍全香港派發給各大學學生會，這種情
況持續了一段時間。後期，我們辦了《基進論壇》，再後來，推出了《文化社會
譯叢》。

當年我們辦「天安門民主大學」，並不體制化，只是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靠很少
的物質資源自立辦課程、辦工作坊、辦雜誌，建立一個活躍辯論的平臺。我們面
對的大問題，是怎樣看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香
港，存在很多恐懼，加上坦克鎮壓，便更加恐懼了。但恐懼伴隨的，是中國整個
社會的變化，主色調是自由主義的變化。八九民運被鎮壓之後，不單是政治民主
聲音被壓下去，更重要的是，在社會底層的批判和反抗被削弱後，社會急速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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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例如國有企業破產法的執行，導致幾十年的全民積累，落入少數人手上。我
們嘗試處理的問題，不只是泛民主或人權的問題，而是實在的影響大眾民生的經
濟問題。中國的問題並非只是一黨專政，而是在一黨專政之下，用政治權力保證
新權貴利益集團壟斷得益，因此，急劇的社會轉變如何發生？誰是受益者？誰是
受害者？為何我說要與最近宣佈成立的「海外復校計畫」劃清界線呢？因為他們
說，唯有民主憲政，才能救民族於水火，他們說要推動的人權、民主、法治、憲
政，叫普世價值，實際上是以歐美為典範的模式，是資本主義的模式，恰恰是中
國今天嘗試推動回歸到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所謂民主憲政是順應而不是抗拒資
本主義的發展。一九八九年後，我們要思考的是，香港與中國的前景不可分割的
時候，中國的前景會怎樣？可以有怎樣的前景？如何結成底層民眾的聯合，推進
公平公義的社會？如果我們不將香港和中國的狀況納入資本主義全球化來看，不
可能看到前景。

今天香港主流怎樣看中國大陸？就像許寶強所說，基本上是民粹和反智的。二零
零八年後，全球經濟危機讓我們見到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病入膏肓了，無論是
氣候暖化問題，或是能源問題。但是，中國的主流想像仍然是走西方模式，西方
已經有佔領華爾街、批判金融資本，中國的未來想像又怎麼樣呢？香港可以有很
多討論上的貢獻。猶如我們當年辦「天安門民主大學」，嘗試從實踐、從理論方
面尋求出路。我覺得，我們在香港，今天同時要處理的，是以「本土」為名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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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排外情緒，以中國大陸人為敵人，把視線從社會的貧富分化和民生困境轉移開
去。我們必須重建以底層大眾立場出發、聯繫香港和大陸同胞的未來前景。

最後談的是我們在大陸的民間運動有一句話是我很喜歡的：「聚是一團火，散是
滿天星。」聚少散多，但是我希望，散是滿天星，不是一堆灰，灰飛煙滅。回看
當年「天安門民主大學」的參與成員，或多或少仍聚在一起，在所謂的體制之內
辦 MCS，在體制外參與社會運動。所謂的「民間辦學」
，是擺脫國家和財團的左
右，不懈尋求對未來社會的想像，這個需要我們有信心、有勇氣去自我改造，不
斷認識到自己和群體的問題，不斷付諸實踐，不問卑微的努力有多少成效。

「天安門民主大學」的網址是：www.tiananmen-u.net

馬國明：總結
馬國明：四位講者各自道出他們的經驗，但有何共通點呢？若果逐一評論，不外
是把以上都覆述一次而已，幸好我也想到一個共通點，那就是當時他們都年輕，
包括劉建芝，因為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而且，在座的都是一些年青的學者和
知識分子，他們很想在香港，特別在思想領域上做一些事，而這個是我可以總結
到的一個共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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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剛完成教授一個新的 MCS 科目，讓我在這裏稍為推銷一下。科目內容是關
於文化研究和文學政治的。其中有一個重點，就是談俄羅斯的文學，尤其是十九
世紀俄羅斯文學。我為何要提這件事？除了自我宣傳外，我想起我們現時香港的
情況與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有少許相似。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他們在一九二五年十
二月起了革命後，基本上在政治上和社會上是無出路的。說回香港，雖然我們還
有言論自由，但是大家都知道，除了電視、電台還有甚麼可看呢？不就只是
CCTVB，或者中央十台，對吧？在報章方面，有的是新聞娛樂化，嘩眾取寵；
有的是自我審查；有的極度虛偽。我每天也有少許都是被逼地看一份嘩眾取寵的
報章，以及看一份極度虛偽的報章，這就是香港所謂的言論自由。最近的新聞也
不用我多說吧，例如那海難的報告，我一直以為香港的公務員效率很高，但原來
海事處所謂的檢測船隻根本信不過，最要命的是他們如今還不肯承擔責任，做錯
了還要辯駁。我們以前經常說：
「幸好香港有廉政公署」
，但是現在還可以這樣說
嗎？還有，現在的警察真的越來越過分，一名男警察竟然膽敢熊抱一名示威的少
女，簡直太過分。我不想用「禮崩樂壞」來形容，因為在孔子那個年代才有禮崩
樂壞，應該說是我們一直以為很堅固的制度，原來不是這回事。在十九世紀的俄
羅斯，那些年青人因為政治上處於一個窒息的狀態，從而激發他們有很多種不同
思想上的交鋒，甚至乎很極端的虛無主義，都有人提出，而且很受歡迎。在文學
上就更像一個宇宙大爆炸般，出現了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果
戈里等文學家，就是一部《戰爭與和平》已經可抵上十多二十部小說。他們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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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紀的俄羅斯，面對令人窒息的政治壓迫，以致他們的思想領域，有一種
大爆發出現。

我認為現在的香港處境和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也是差不多，我們也面對著的一個令
人窒息的環境，因此我相信民間辦學就是想在思想領域，甚至乎好像李達寧說他
辦實現會社一樣，是想除了理論和思想領域外，在文藝和藝術方面都是可以有一
種表現的。這是一條正路來的，特別若我們拿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作對比，我想香
港也應該朝著這方向發展的。政治上是這樣的窒息，但是在思想領域、文藝、藝
術方面是無法壓制，我們更希望能夠表達多一點。我期待香港和十九世紀的俄羅
斯一樣，在思想上以至文藝上有這個大爆發的。

「民間辦學」對談
馬國明：現在邀請我們四位講者，可能作些補充，或一些對話。

劉健芝：讓我回應一下剛才說關於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情況吧。俄羅斯的「黑暗年
代」，很多活躍的知識份子尋求出路，所以出現了很多偉大的文學作品，有強大
的思想衝擊。我今早翻看《天安門評論》，發現許寶強當時寫的文章是關於中國
農村經濟問題，而我寫的文章則是關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到訪蘇聯後的報告。原
來當時我採訪了左翼綠黨、婦女團體、勞工團體等，其中有一個組織叫「民意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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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很有趣。
「民意調查」在一九九一年底作了一個民意調查，訪問了一個工人
區，約二百人，主要是問工人怎樣看私有化，怎樣看土地問題，以及「最為關注」
的問題是甚麼。回覆是，百分之四十的受訪者說工廠不能賣給外國人；一半人認
為社會上不應有任何人失業；百分之七十的受訪者「最為關注」的是村落和社區
的重生與復興；只有百分之一的受訪者「最為關注」政治與多黨制。當時與會者
聽到工人們最不關心的是民主和政治多黨制，一片嘩然。重看工人區訪問的時
候，感受到工人有很強的感情，認為工廠、土地和國家資源是不能賣給外國人的。
但是，主流傳媒關於蘇聯崩潰的報導裏，根本沒有這種底層的聲音。所以我想指
出，海外復校計畫談政治、民主和憲政時，幾乎沒有經濟和民生的訴求。所以我
們要警惕主流政治的想像，只強調泛政治化的說法。例如最近香港「奶粉事件」
等流行的情緒，仍然是泛政治的立場，儘管貌似與民生（奶粉）相關。

我認為重點並非在於是否民間辦學，亦非分辨是知識分子還是基層參與，而是探
究我們對社會的分析和對未來的想像。

蘇耀昌：我認為對於強國人、自由行，以至對於本地的新移民偏見，也是同一個
問題來的。我想很多學科也應該會探討這些問題，這我相信是未來十年最令人頭
痛的問題。中產階級在過去對新移民、對外傭的態度是比較寬鬆的，反而基層對
這些問題的反彈力是最強。回到劉健芝剛才提過的問題，社會上經常有兩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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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其一是市民認為強國人是來搶我們的東西，是蝗蟲，這是一個很大的偏見。
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政治言論說他們就是法西斯主義，就是納粹主義，這就是歧
視。其實我認為後者的說法未能把問題解釋清楚。問題是，難道中產階級在價值
問題必然是比較開放的嗎？為何他們過去對這問題比較寬容，而基層則較為敏
感？而中產階級彷似也從過去的寬容，慢慢變成敏感的一群。基層直接面對的就
是那些最基層的新來港人士，在社會最底層中浮沉，直接受到威脅。當然，這威
脅是有點放大了的，實際上他們同樣受到制度分化和操控。若果把基層排擠新移
民的情緒，簡單化表述為一個偏見，相信這個問題永遠不能解決。所以究竟我們
對於文化應該怎樣去理解呢？這個文化不只是我們看電影的文化和消費的文
化，還包括我們基層社會的文化，我們應該怎樣去拆解這個問卷調查，使得以改
變呢？我本人對文化研究是有些期望的，我認為文化研究的傳統是能夠解決這個
問題，而不是簡單從一種民粹主義走向一個道德高地，將問題淹沒。

我們雖然也是在民間辦學，但我們的腦海有時也會很空洞，需要進修。相信嶺南
大學的老師一定會說：
「來報讀文化研究碩士吧！」
。我認為剛是報讀課程是不足
的。因為我在街工有幾位同事已經是嶺南文化研究碩士課程的在學學生，但課程
對他們來說好像沒甚幫助。我認為文化研究在體制內外的結合，不是沒有成果，
只是「革命尚未成功」。或許我這樣說，他們在讀文化研究碩士課程的時候，並
未能把學到的知識用在工作層面上。我相信若果這「結合」做得更好的話，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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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運動有很大幫助的。對於 MCS 裏面的活躍份子，他們會在這裏得到思想的
衝擊，好像馬老師剛才說的「宇宙大爆炸」，在基層運動裏製造更多火花。

馬國明：讓我談談完成文化研究碩士課程後是否能夠對工作有幫助吧。我經常也
對同學說，其實你們讀的東西是沒實質用途的，但卻可以帶領大家去思考問題，
可以說是啟發，這才是課程最大的作用。我們其實一直在思考香港的問題，以龍
應台這位明星級的人物為例，她曾經來香港，她說的話相當有份量，當時她說了
一句：「請你用文明來說服我。」我也不記得她當年是在甚麼場合說這話了，她
這句說話是針對國內的，她當時說這句說話很受用，很多香港人也十分認同這句
說話。我想香港是真的需要有一套獨特的見解，所謂的核心價值，是否真是我們
自己的見解呢？這個問題羅永生已經說過很多次了，其實是虛擬而已。很多我們
以為是香港社會基石的東西，其實也是不穩固的。這套見解的迫切性相當高，特
別是關於我們對香港未來一套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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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反客為主，還劇於民的劇場革命
張雅琳

根據香港藝術發展局（下簡稱藝發局）《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報告二零零九至
一零年度》顯示， 1 二零零九至一零年間獲政府資助的劇目共五百零四齣，場
次更高達二千五百四十五場。其中四百零一齣是話劇，而音樂劇則佔了八十九
席。看似百花齊放的劇界理應能夠將戲劇普及於市民大眾，然而，二零零九年
至一零年間，僅有百分之六的戲劇演出的最高票價介乎於港幣一元至七十元，
較最高票價訂為港幣四百二十元以上的百分之七點九比率更少。戲劇，似乎只
是屬於一小撮人的藝術。

（圖片來源：http://www.facebook.com/HKREP）

在傳統的戲劇世界裏，戲劇本來就是一種為貴族，甚至統治者服務的工具。在
1

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報告 2009/10》
http://www.hkadc.org.hk/UserFiles/ResourcesCentre/Report/20120531_HKAAS/Full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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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士多德的悲劇體系中，悲劇英雄的英勇事跡只是一小撮人的貴族式事跡，
那種高貴的情操，傑出的表現似乎只是少數人的標準，非凡人的典範。從哲學
層面來說，阿里士多德一直很強調階級，他認為所謂的公正（Just）就是公平
（Equal）。他認為平等的人就應該接受平等的待遇，而不平等的人就應該接
受不公平的待遇。主人絕不會跟奴隸在待遇上看齊，而男人就應處於優勢，女
人則是注定生於劣勢當中。他完全不關切「轉變既存的不公平狀態」的可能性，
而是完全接受它們。 2亞里士多德認為正義是比例制的，其分配標準就是根據每
個城市的政治制度，即所謂的法律，然而這些法律由誰來訂立的呢？那當然是
富有的權貴 和自由的男人，而絕不會是奴隸和女人。

希臘悲劇模仿了人類追求幸福時的理性靈魂，而最高層次的幸福就是表現出德
善的行為而不求回報。德善就好比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就是避免一切極端
的行為，而它的終極表現就是憲法。亞里士多德認為德善的行為習慣是自小養
成的，年輕人不可輕易行使政治，而是要先獲取長輩的教導，這種教導就好比
立法者教導公民一般。然而，這樣的憲法就一定是「好」的嗎？亞里士多德似
乎從不關注或懷疑這點，因為他代表的，正是擁有權力，並制定憲法的統治階
級。

2

Augusto Boal 著，賴淑雅譯：《被壓迫者劇場》
，揚智文化，2009，P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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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www.hi-check.com/art/2012/05/）

希臘悲劇如何透過戲劇的呈現方式進一步對觀眾進行政治上的控制呢？亞里士
多德指出，「悲劇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引發淨化（Catharsis）。」 3淨化這個詞
語含有糾正的意味，這是一個醫學隱喻，好比醫生利用藥物發揮醫療作用一般，
而阿里士多德的悲劇則是透過劇場將人民的靈魂進行洗滌。悲劇英雄的塑造就
是這個淨化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在希臘悲劇中，由缺乏而起的悲劇英
雄往往因著一個性格上的弱點或極度性的行為，使其在攀上幸福之路後，人生
遭逢一大逆轉，繼而進入一個不幸的災難當中。希臘劇場就是透過英雄人物的
遭遇煽動在場觀眾的情緒，這些人物往往都是在大部分的情況下表現出德善，
而只有一個地方出現了瑕疵，而這樣的瑕疵是可以被觀眾所諒解的，亦因如此，
觀眾才能對這個並非大奸大惡的悲劇英雄寄予同情，產生移情（empathy）的
效果。在遇上災難後的悲劇英雄會順著劇情步向第二階段，就是承認自己的錯
誤，此時對角色產生了同情，並早已把自己代入了角色當中的觀眾，亦會跟著
3

Augusto Boal 著，賴淑雅譯：《被壓迫者劇場》
，揚智文化，2009，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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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英雄一同承認自己的錯誤，承認那些悲劇性的弱點和違反憲法的行為。當
角色承認錯誤後，戲劇的發展亦隨即步入第三階段，就是大災難，悲劇主角往
往會將自己的生命結束，或親眼目睹心愛的人死去，為自己的行為負上後果。
例如在《伊狄帕斯王》中，充滿智慧、孝順、專一、熱愛家庭，並且勵精圖治
的伊狄帕斯王卻因為驕傲而最終遭遇到弒父娶母，太太（母親）上吊以及親手
將自己雙眼挖盲的命運。此時觀眾會被這樣的大災難所驚嚇，繼而把自己的弱
點洗滌，透過悲劇演員這隻代替觀眾負上代價的「替死鬼」達到了淨化的後果。

「憐憫的產生是由於不應得的不幸事件所產生，而恐懼的產生則因為悲劇人物
像是我們自己。」

4

在劇場內，觀眾的情緒被動地隨著角色的愛恨起伏，對其所面對的遭遇身同感
受。一個善良以及無懈可撃的角色所帶來的美滿結局不會令觀眾有所畏懼。而
一個超級大壞蛋所面對的大災難亦不能令觀眾對其產生半點同情。希臘悲劇透
過一個讓觀眾代入成自己的角色，藉著觀眾所產生的憐憫和畏懼，讓人民銷毀
一切的邪惡、錯誤和軟弱，亦即是違反憲法的行為，達到統治者的政治目的。

「憐憫和恐懼只是驅逐的機制之一，不是目的。而悲劇的政治意義正在於
此。」 5

獲得財閥資助的劇場有著協助國家壓制人民的政治目的，而悲劇演員則是國家
4
5

Augusto Boal 著，賴淑雅譯：《被壓迫者劇場》，揚智文化，2009，P39。
Augusto Boal 著，賴淑雅譯：《被壓迫者劇場》，揚智文化，2009，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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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的執行者。他們受著國家的俸祿，絕不會做出一些有違統治階級或國家利
益的事情。

回到香港的劇壇，現時獲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簡稱康文署）直接資助的九
大藝團中，劇團佔了三席，包括香港話劇團、中英劇團以及進念．二十面體。
先談香港話劇團，二零零九年至一零年獲政府的資助金額為二千九百九十五萬，
金額佔劇團年度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四， 6於九大藝團中排行第三位，亦是獲得
最多資助金額的本地劇團。二零零一年，劇團更是全數直接獲得政府資助的本
地藝團之一。查看劇團的現任理事會名單，大家都不難發現劇團跟統治者及財
閥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香港話劇團現任的理事會主席胡偉民，現職迪奧國際建業有限公司董事長，並
為香港房地產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委
員。而第一副主席伍翠瑤現職馬素加信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更是中國國情研習促進會（香港）創會會長、廣東省廣州市海外聯誼會常務副
會長、廣州市政協委員及深圳市羅湖區政協常委以及香港房地產協會副會長。
兩人簡直就是地產霸權與左派勢力的象徵。而香港話劇團理事會中，最為香港
人所熟悉的可說是現任立法會議員，最強大的保皇黨民建聯成員之一的鍾樹根，
而他竟然是劇團理事會的司庫。 7

6

《九大藝團收入 資助佔逾五成 議員倡政府加強參與管理》明報通識網：
http://life.mingpao.com/cfm/reports3.cfm?File=20090505/rptaa07e/gdb1.txt ，2009 年 12 月 22 日。
7 香港話劇團網頁：http://www.hkrep.com/the-council-administration-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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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左）：www.pixelbread.hk；（右）：www.jetso.com.hk）

至於另一劇團中英劇團藝術總監古天農不僅為梁振英陣營成員之一，於較早前
的文化局風波中更與文化界大唱反調，力挺曾觀賞其劇團演出的許曉暉出任局
長一職，幸好梁振英成立文化局的如意算盤最終並未能打響。而二零零七年才
成為政府直接資助藝團的進念．二十面體，曾經以演出《東宮西宮》等政治諷
刺劇而廣為市民所認識，表面上看似非常反叛的進念．二十面體，於八、九十
年代比現在可謂反叛得多，劇團於一九九九年被政府所招安，獲得藝發局的資
助。劇團由藝發局轄下的「三資團」，到及後表演藝術委員會建議把當時藝發
局的「三資團」納入康文署資助藝團之列，以方便整合資源，進念．二十面體
因而成為了政府的九大藝團之一。而所謂的政治劇《東宮西宮》亦只是一種純
粹的政治呈現（representation politics），一點都不夠反叛。進念．二十面
體的藝術總監榮念曾更是上海四大家族之後，跟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
有著不錯的關係，榮氏更協助梁振英撰寫選舉時期所發表的文化政綱。三大資
助藝團與當權者的關係充分體現了前文所提及「他們受著國家的俸祿，絕不會
做出一些有違統治階級或國家利益的事情」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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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左）：www.pixelbread.hk；（右）：dowhat.com.hk）

至於在劇目和演出內容上，時至今日希臘悲劇在本地及國際的主流劇壇上仍然
具有一個非常崇高的地位。《伊狄帕斯王》、《美狄亞》等劇目亦經常於香港
及世界各地上演。除了希臘悲劇對現今傳統主流戲劇影響甚深外，還有聞名於
世的英 國劇作 家莎 士 比亞，他代表著當時另一種的新興力量 ─ ─布爾喬亞
（bourgeoisie）。布爾喬亞階級強調自己的權力是用金錢、開創事業的進取
心、努力工作以及冷靜理性的生活態度所換來的，他們的出身背景並沒有賦予
他們絲毫的特權，他們並不會從自己的宿命和命運中得到任何思惠。布爾喬亞
認為「德善」與「務實」就是他們的踏腳石。他們的藝術正正是創造出一些所
謂有血有肉、活生生，和充滿「德善」的角色。聲稱沒有權利的布爾喬亞最終
透過金錢取得了權力，而表面上代表布爾喬亞的莎士比亞，面對一群贊助他創
作而且仍然擁有政治權力的貴族們，其實依舊要卑躬屈膝。雖然莎士比亞是第
一個布爾喬亞劇作家，他能夠將布爾喬亞這種新興階級的「德善」與「務實」

113

的特質完整地描繪出來，但除了《威尼斯商人》及《安東尼與克麗歐佩特拉》
兩個劇目外，他並沒有公然將布爾喬亞描繪成英雄人物，莎士比亞大部分的角
色仍然是昔日的貴族，他的劇場證明了封建餘孽依舊存在，在他筆下的一般平
民講的是索然無味的散文，而貴族人士卻是高雅的韻文。 8 另一方面，布爾喬
亞的冒起，除了衝擊著傳統的貴族外，他的身份更是透過榨取勞工的剩餘價值
所得來的。布爾喬亞只是代表了社會上的另一鼓欺壓人民的新勢力，莎士比亞
的戲劇仍然是為當權者服務，他根本從不關心普通的民眾。

從另一哲學層面分析傳統戲劇，傳統戲劇體現了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主體性角色
的自由思想，「事件的出現不是發生自外在環境，而是出於個人的意志與特
質。」 9

黑格爾認為每位戲劇的主角都擁有絕對的自由，這種自由並不是在肉體上，而
是在思想心靈上。以希臘故事普羅米修斯為例，即使主角普羅米修斯被宙斯困
於山上，無力躲避烏鴉每天飛來侵食他的肝臟，但他的思想仍是自由的，他可
以選擇向宙斯認錯以換取結束這種痛苦的命運。然而他並沒有選擇向這位眾神
之主懺悔，反而堅毅不屈地忍耐下去，直至得到赫拉克勒斯的相助。黑格爾對
角色人物絕對主體的想法，就好像把一切的問題責任都變得個人化。黑格爾認
為戲劇精神狀態創造了戲劇行為，這種思想被近代德國戲劇家，同時亦是一位
馬克斯主義者的布萊希特形容為「戲劇性形式」（唯心論詩學）。傳統戲劇中，
擁有絕對自由的角色犯下了一個悲劇性的錯誤，觀眾透過角色及劇情產生了移
8
9

Augusto Boal 著，賴淑雅譯：《被壓迫者劇場》
，揚智文化，2009，P89-91。
Augusto Boal 著，賴淑雅譯：《被壓迫者劇場》，揚智文化，2009，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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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並在劇終時心靈獲得淨化，移除與角色人物一樣的錯誤行為。這種戲劇的
呈現模式，除了在古希臘戲劇，我們亦能夠從一些本地創作的戲劇作品中，找
到悲劇的特質。我嘗試大膽地以本地著名編劇杜國威為例，他的代表作《南海
十三郎》所描繪的主角江譽鏐才華橫溢，善良而又對愛情專一，可惜他為人恃
才傲物，最後遭逢災難性的遭遇，在創作事業如日方中之時，遭受愛情與事業
的打擊，以至最生活潦倒，甚至變得瘋癲，最後在青山醫院病逝。 10 南海十三
郎有如一貫的悲劇人物，並不是完全的大奸角，除了驕傲任性外，其他的部分
都是值得欣賞的，這樣才能令觀眾又愛又恨，對他的際遇感到同情，產生移情
的作用，而在故事的結尾時觀眾亦會以南海十三郎的悲慘結局為鑑，避免自身
出現過份驕傲的行為。

（圖片來源：http://msn.ent.ynet.com/）

10

杜國威：《南海十三郎》，次文化堂，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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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布萊希特的「史詩式形式」（馬克斯主義詩學）則認為創造戲劇行為的並不
是黑格爾所指的精神狀態，而是社會關係。他認為角色人物只是一個客體，他
們都只是經濟及社會力量的代言人。人的本質並不存在，沒有人是天生如此的。
例如甘迺迪入侵豬邏灣，真正的主體並非美國總統甘迺迪本人，而是其背後的
龐大經濟力量。布萊希特認為，悲劇性的錯誤（hamartia）阻止了角色人物對
社會進行改造，而這正是戲劇行為的根本起源。另一方面，戲劇性形式透過觀
眾的情緒性妥協來製造移情作用，剝奪了觀眾行動的可能性。 11 馬克斯主義的
唯物論認為，戲劇不是要淨化觀眾心靈，以及改變他們，劇場真正要針對的應
該是社會，戲劇應該是詮釋世界，甚至改變世界，讓世界更適於人民生存，而
不是承認個人的錯誤，正當化既存的社會。布萊希特打破傳統戲劇的框框，發
展出「疏離（alienation）的劇場理念，往往在戲劇進行中，由演員跳出扮演
的角色來陳述含意，目的即在打破觀眾過於投入的執迷（即移情）。 12

「他主張『史詩劇場』（Epic Theatre），在舞台上敘述事件，讓觀眾抽離成
為『觀察者』，利用歌曲、幻燈片、影片及獨特的表演風格達至『陌生化效果』
（Verfremdungseffekt），打破傳統的劇場幻覺。」 13

布萊希特希望觀眾能夠於劇場中變得理性而抽離，對每個戲劇行為的理由有更
清楚的了解。他其實並不反對情緒，他認為觀眾可以在劇場內哭，但並不是因
為主角的悲慘命運而哭，而是其背後的社會，例如對戰爭的悲憤。

11

Augusto Boal 著，賴淑雅譯：《被壓迫者劇場》，揚智文化，2009，P134-135。
陳建忠：解放的美學──讀奧古斯都‧波瓦的《被壓迫者 劇場》，
http://www.ycrc.com.tw/blurb/blurb002.php
13
陳恆輝：《淺談羅伯特‧威爾遜及布萊希特的戲劇風格》， http://www.douban.com/note/13549005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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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希特的導演手法跟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訓練沿用的史氏體系是相排斥的，史
坦尼斯拉夫斯基強調演員必須精於觀察事實，揣摩真實生活中的行動，同時應
有相當的心理學訓練，能想像角色的心理狀態，並能通過頻繁的排演，從而在
舞台上投射出真實生活。史氏著重心理過程，並演員以及觀眾的投入，但布萊
希特戲劇體系卻剛好相反，布氏希望觀眾抽離處境，以外在的第三者角度觀看
事件，對故事背後的社會作出批判和反思。布萊希特的戲劇結束時所帶出的效
果被非淨化，而是催化改革。

「一個企圖對社會改革者進行改造的劇場，絕不能在平靜的結局中收
場。」 14

布萊希特認為劇場應揭發真理，暴露矛盾，以及提出改革。

「布萊希特主張作因為一位大眾藝術家必須放棄大都會的廟堂舞臺、走進鄰里
社區，因為只有在那裏他才會發現真正有興趣改變社會的人們；在鄰里的社區
裏，藝術家應該把他看到的種種社會生活景象，呈現在那些有興趣改變既有社
會的勞工面前，因為他們是它的受害者。」 15

布萊希特打破了戲劇自古以來為權貴服務的傳統，他將戲劇帶進人群當中，認
為藝術是應該普遍存在於所有人的身上，而並非少數被圈選的一群。布萊希特

14
15

Augusto Boal 著，賴淑雅譯：《被壓迫者劇場》，揚智文化，2009，P146。
Augusto Boal 著，賴淑雅譯：《被壓迫者劇場》，揚智文化，2009，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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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戲劇的歷史締造了一個革命性的突破，而布氏體系亦是當今三大戲劇體系之
一。

可是創立受壓迫者劇場的巴西戲劇工作者奧古斯都‧波瓦從認為在這樣的劇場
中扮演思想展示者，只是由原本的主角換成演員自己，劇場仍是由劇作家透過
角色、評論在表現思想。換言之，觀眾依然是被動的接受啟蒙。布萊希特的理
論未能真正地推倒劇場的「第四面牆」，台上台下的形式未破，演員與觀眾之
間的權利關係對立和矛盾依然存在。 16

「劇場完本是狂歡的酒神歌舞祭……後來統治階級掌控了劇場並築起高牆。首
先，他們區隔人們，將演員與觀眾分開︰分成演戲的人與觀戲的人──歡樂的慶
典於是消失了！其次，他們自演員之中，將主角從群眾裏抽離，壓制性的馴化
於是誕生！」 17

在傳統劇場裏，擁有權力的是獲得主動權的演員，而觀眾只是一群被馴服、教
化的受壓者。他們不僅被演員所壓迫，更是被演員背後所代表著的統治者所欺
壓。

「被壓迫者的詩學強調的是行為本身：觀賞者未將他們的權力委任給角色人物
（或演員），任其依自己的角度來演出或思考；相反的，他自己扮演了主角的
角色、改變了戲劇行為、嘗試各種可能的解決辦法、討論出各種改變的策略。

16
17

邱禮濤：《我所知被壓迫者劇場的二三事》，http://www.hermanyau.com/cArticleTO.htm
Augusto Boal 著，賴淑雅譯：《被壓迫者劇場》，揚智文化，2009，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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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說，就是訓練自己從事真實的行動。」 18

奧古斯都‧波瓦的解放美學目的是讓劇場本身成為一項「革命的預演」（a
rehearsal for the revolution），而觀眾則成為被解放的「觀演者」（SpectActor）。他堅信真正的革命性團體都應該將戲劇的生產媒介轉化給人民，人
民可以運用劇場成為自己對抗壓迫的真正武器。

回到香港的脈絡，香港的主流劇場要不是前文所提及到，與政府有著千絲萬
縷關係的受資助劇團，就是那些以明星掛帥，將戲劇商品化，以及將演出變
為純粹娛樂的商業劇團。進入劇場的觀眾，從不會思考自己在劇場內所扮演
的角色，他們理所當然地接受了自己被動的身份，從不會反思自己與演員之
間的對立關係，他們甚至不介意劇場內存在著「第四面牆」。回應本文開首
的《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報告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能夠負擔到高昂的戲
劇票價的，絕對不會是社會上最邊緣的一群。香港的社會正正就更需要奧古
斯都‧波瓦的受壓迫者劇場，令戲劇能夠走進社區，深入民眾，並將戲劇這種
對抗壓迫的人民武器帶給民眾。讓香港劇壇在主流以外，能夠有更多不同的
元素，同時亦能夠協助一群受壓迫的弱勢社群，例如少數族裔或殘疾人士能
夠透過劇場，為自己生活進行一場預演，使他們能夠開拓出更多面對壓迫的
對抗方法，令這場劇場革命能夠跳出劇場，成為真正的社會革命，方為民眾
劇場的精粹所在。

18

Augusto Boal 著，賴淑雅譯：《被壓迫者劇場》，揚智文化，2009，P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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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可以被任何人所使用，不論是否具有藝術天分。」 19

在這個彌漫著精英主意的香港社會裏，政府審批藝術資助的準則往往是劇團表
演者的資歷、市場價值以及其行政技巧。這樣的前設往往扼殺了很多戲劇的可
能性，亦讓一般沒有戲劇認知的市民有所卻步，進一步鞏固了演員與觀察之間
的圍牆。現時推動受壓迫者劇場的香港藝術團體主要有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以及好戲量，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香港能夠有更多民眾認
識奧古斯都‧波瓦的受壓迫者劇場，並共同推動這場反客為主，還劇於民的劇
場革命。

戲劇，從來都是屬於人民的。

19

Augusto Boal 著，賴淑雅譯：《被壓迫者劇場》
，揚智文化，2009，P165-166。

120

參考資料：
1.

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報告 2009/10》

2.

Augusto Boal 著，賴淑雅譯，《被壓迫者劇場》，揚智文化，2009。

3.

《九大藝團收入 資助佔逾五成 議員倡政府加強參與管理》明報通識網，
獨立專題──藝術，2009 年 12 月 22 日。

4.

香 港 話 劇 團 網 頁 ： http://www.hkrep.com/the-counciladministration-staff/

5.

杜國威：《南海十三郎》，次文化堂，1999。

6.

陳建忠：解放的美學－－讀奧古斯都‧波瓦的《被壓迫者劇場》。

7.

陳恆輝：〈淺談羅伯特‧威爾遜及布萊希特的戲劇風格〉。

8.

邱禮濤：〈我所知被壓迫者劇場的二三事〉。

121

女の反叛：
論《全職殺手》／《公主復仇記》的女性顛覆意識
胡世君

前言
本文以「女之反叛」為題，是基於筆者相信文章所探討的兩齣電影──《全職殺
手》和《公主復仇記》都存有一份女性「顛覆」意識。女性主義者
（feminists）以「父權主義」（patriarchy）的概念解釋世界的不公和兩性權
力關係的不平等。在這麼一個父權社會中，男人高高在上，女人只能置身於從
屬地位。故此，若她們要對世界進行「顛覆」，便必須先從過往的「從屬」地
位中「反叛」過來。文章題目的定立，由此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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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左）：www.eslite.com；（右）：writingcity.blogspot.com）

彭浩翔曾憑著電影《大丈夫》（二零零三）勇奪二零零四年度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新導演」、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二零零三年度「推薦電影」、台灣金馬獎
四項提名（包括「最佳導演」及「最佳編劇」）等多項大獎和提名。 1電影以男
女相異的思想模式與心理攻防作為主調，用黑色幽默的手法探討「男女大不
同」。隨著影片叫好叫座， 2 「彭浩翔」這名字跟其帶給觀眾無窮驚喜的作
品， 3 迅即在觀眾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其實早於一九九四年彭浩翔已加入傳
媒，並先後出版多部長、中、短篇小說。 4其首本長篇小說《全職殺手》（一九
九九）單單在本港便已銷越十萬冊， 5其後更被搬上大銀幕，由杜琪峯、韋家輝
執導拍成電影《全職殺手》（二零零一）。

杜琪峯、韋家輝二人（以前者為主）曾拍攝多部剛陽味極濃，講述手足情，或
雙雄鬥智鬥力的電影，包括《暗花》（一九九八）、《真心英雄》（一九九
八）、《暗戰》（一九九九）（杜琪峯執導）、《暗戰II》（二零零一）（杜琪
峯、羅永昌執導）、《PTU》（二零零三）（杜琪峰執導）等等。當中女角不
僅戲份少，而且常被置於甘為男主角犧牲的「附屬品」位置。然而，在《全職
殺手》（電影版）中，女主角Chin（林熙蕾飾）卻「在一片陽剛中有種女性的

1

劇本由彭浩翔、葉念琛和李敏三人合編。
電影票房收入越一千萬港元。資料來源﹕Film Society, CCSU, SPACE, HKU.
http://filmsoc.net/tc/info/story.asp?ContentRecordID=197
3
陳詩媚(2004)。〈彭浩翔﹕「創作其實是『講故事』。」〉。請參閱其個人網頁﹕
http://www.panghocheung.com/index_c.html
4
他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為《進攻女生宿舍》(1994)，由「壹出版」出版。關他的作品目錄，可參
閱其個人網頁﹕http://www.panghocheung.com/index_c.html
5
資料來源﹕Film Society, CCSU, SPACE, HKU.
http://filmsoc.net/tc/info/story.asp?ContentRecordID=19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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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性……她的被動原來也是一種主動，她個性逐漸揭起，我們會驚訝兩大殺手
其實都成了她的獵物」。 6筆者認為Chin這角色較諸其他杜、韋電影中的女角形
象，有著如暗湧般的變更。後來當筆者看過彭浩翔集編導於一身的《公主復仇
記》（二零零四）後， 7發覺兩片的女主角在某程度上頗為相近，引起筆者的好
奇，希望對這兩齣電影作更進一步的探索。事實上，兩齣電影的性別意識豐
富，十分適合作為「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的研討素材。除電影本身
外，電影的原著和改編小說均會用作參考之用，以助更細緻地理解某些情節的
背後含意和創作原意。

理論框架
筆 者 試 把 上 述 兩 齣 電 影 作 為 文 本 （ text ） 進 行 「 文 本 分 析 」 （ textual
analysis ） ， 深 入 淺 出 地 理 解 ， 並 勾 畫 它 們 潛 藏 著 的 女 性 「 主 體 性 」
（subjectivity）和「能動性」（agency），以及對父權主義的抗拒和顛覆意
識。在進行分析之時，筆者將主要以「女性主義」（feminisms）及佛洛依德
（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為探討和評論電影性
別意識的進路。基於時間、篇幅、知識等限制，筆者只能對文本作初步和精簡
的探討，討論範圍亦只集中在文本的精華部分。若有百密一疏、顧此失彼也實
在情非得意。而更詳盡與周密的研究，將留待各方有興趣之士再行發掘與深
研。

6

蒲鋒(2001)。〈闖出亞洲的殺手傳奇〉，《2001 香港電影回顧》。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P. 120-121。
7
故事由黃詠詩合編，二人憑此劇本取得 2004 年度金紫荊獎「最佳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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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義的女性主義觀點而言，女性都普遍受著父權的（patriarchal）社會所壓
迫。她們的聲音往往被隱沒在一片男性的（masculine）社會建制、價值觀、
論述、話語等當中。有的基進女性主義者（radical feminists）更視「女性受壓
迫是最根本、最基礎的壓迫形式」。 8而電影作為一項滲透性強勁、影響力巨大
的大眾傳播媒介，它亦「順理成章」地成了父權主義的「再現」
（ representation ） ，

9

並同時散播著壓迫女性的「意識形態」

（ideology）。 10 接下來，筆者準備先嘗試尋求探索上述兩齣電影中的主流父
權意識，再追尋當中的女性顛覆意識。

女主角的「好女人」形象

（圖片來源：http://suling213.blogspot.hk/2010/08/3012.html）
在《全職殺手》中，女主角Chin先被描述成一個生活平淡、枯燥乏味的女孩
子，每天就是上班、下班：「無聊死了﹗」 11 如此安排為她日後甘於周旋在兩
大殺手之間，過著徘徊於生死，卻又刺激無限的生活留下伏筆和理性基礎。在

8

佟恩，羅思瑪莉 (1996﹕123)
Mulvey(1975; 1989)
10
請參閱﹕Freeland, Cynthia A.(2002). Feminist Film theory as Ideology Critique.和 Shaw,
Daniel(2002). It’s All Ideology, Isn’t It? 二文均刊在 Stoehr, Kevin L.(ed.)(2002) Film and knowledge:
essays on the integration of images and ideas.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11
引用自《全職殺手》中 Chin 的對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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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之前，她有著不少被認為是屬於「好女人」的性格與形象。她擁有一把長長
秀髮、臉上架著眼鏡、穿裙子，外表斯文大方兼且待人有禮。當Chin卸下外
衣，她一身樸素的白色胸罩和內褲，象徵著她的「純潔」，示意（signifies）
了她的「好女人」身份。在父權主義論述之下，女性常被二元（dual）劃分為
「好女人」和「壞女人」。前者擁有純潔的內心及品行，服膺於婚姻制度之
下，是安份守己的賢妻良母；後者雖然逃離主流論述的規範，卻成為男性的玩
物，就如性工作者。除了影碟店的工作外，Chin每星期還有三個晚上於O（反
町隆史飾）的「家」打理家務。她跟已死去的女性朋友Nancy同時以家務助理
身份出現在O的家中，某程度上再現了女性作為「家務勞動者」的性別定型
（stereotype）觀念。據香港政府統計處（二零零一）資料顯示，女性參與家
務及照顧家人的比率不僅較男性高出近兩成，在承擔繁重家務的人士當中，更
有百分之八十二為女性， 12可見家務勞動的性別定型在港依然存在。

（圖片來源：big5.xinhuanet.com）

12

香港政府統計處(2001)。《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十四號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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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Chin一樣，在影片前段安守於「好女人」本份的，還有《公主復仇記》中的
貞（鍾欣桐飾）。作為教師，她穿著素色衫裙，外表大方得體。她的眼鏡除了
讓她顯更加溫文外，也象徵著女教師的「專業」（professional）知識份子地
位。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開山鼻祖涂爾幹（Emile Durkheim）指出，
學校是「社教化」（socialization）的重要基地。故此，女教師作為傳遞男性
中產價值觀的社教化執行者，她們早已宿命地被賦予道德高尚、男女關係檢
點、為人榜樣的好女人典範形象。當貞的裸照於網上流傳後，其「好女人」形
象立時蕩然無存，校方自然必須辭退她。返回電影開首一幕，我們看到貞對男
朋友Ken（吳彥祖飾）的欲拒還迎。面對Ken靠近，她默不作聲、垂下頭、沒有
正視他，用手摟著自己，彷彿不想和Ken有更進一步的接觸。可是，她關燈的
動作卻完全出賣了自己。最後，她示意Ken把房門關上才安心與他歡好。短短
一兩分鐘之間，她以動作、表情和眼神交代劇情，充份演繹出女教師和好女人
的「應有姿態」。若參看《公主復仇記》（二零零四）的小說版本，她的「外
表斯文，內心開放」 13更清晰可見﹕

「其實我不是迴避，只是刻意顯出女性的矜持，令親熱的過程受到一點阻礙，
使得他更加心癢」。

筆者需強調一點，Chin 和貞所飾演的「好女人」角色，都是在父權主義論述下
建構而成的。而她二人的「角色扮演」，表示她們都順服於父權主義之下。但
隨著劇情發展，她倆開展了「變天」的歷程。對此，下文將作進一步交代。可

13

引用自《公主復仇記》的對白。貞一位女同事在看到她的裸照後，對貞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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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此之前，筆者希望先根據蘿拉‧莫薇（Laura Mulvey）的經典文章‘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的「精神分析」觀點，以及「女性主義」批
判角度，論說電影中的父權意識，以及男主角對女主角的操控。

男性凝視與閹割恐懼
莫薇指出觀眾（audience）在觀看電影時可以獲得快感（pleasure），而快感
的其中一個來源便是「看」（looking）。在一片黑漆漆的電影院中，觀眾都紛
紛隱藏在黑暗裏，加上光亮的銀幕與漆黑觀眾席的極端對比，讓各人能從「觀
看一個私人世界的幻想」 14 中取得有如偷窺般的快感。除此以外，在看電影過
程中，觀眾不僅在觀賞戲中人的演出和電影情節，大伙兒同時在把被觀看者
「物化」（objectification）﹕

「雖然本能（instinct）受其他因素改變，但在獨特的本我（ego）建構中，它
不斷為把其他人看成客體（object）的快感提供性慾基礎……瞥伯（Peeping
Toms ） 的 性 滿 足 只 能 來 自 他 以 主 動 控 制 的 感 知 去 監 視 已 物 化 的 他 人
（objectified other）。」 15

觀眾於看電影時所得的快感，是來自「凝視」（gaze）他人，並把之物化的本
能，但這「凝視」卻非男女均直接適用的。莫薇指出，在男女不平等的世界
中 ， 男 性 的 凝 視 （ male gaze ） 往 往 會 主 動 （ active ） 地 作 用 於 被 動
（passive）的女性身體上。換言之，在男性眼底下，女性不僅被「物化」，更

14
15

Mulvey (1975; 1989: 17)
Mulvey(1975; 198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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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他們視為滿足自身性慾的工具。舉一較極端的例子——日本的色情電影。在
這些電影中，觀眾並不經常看到男角的樣貌。反之，你我卻能跟隨主觀鏡頭的
運用，把女角身體每一部分盡收眼簾，並從觀賞女角賣弄風情及其身體的過程
中獲取快感和性滿足。若以安德烈．鐸金（Andrea Dworkin）及凱薩琳．麥金
儂（Catherine MacKinnon）等基進女性主義者的角度觀之，此等「污衊」女
性的色情電影，對女性造成莫大的壓迫，故此毫無疑問，必須被取替。 16 本文
討論的電影雖未有如色情電影般的裸露鏡頭，但在《全職殺手》中，卻出現男
主角凝視女主角的片段。

《全職殺手》中的O曾先後聘請Nancy和Chin替他用作「掩護」的單位打掃，
而他自己則藏身於對面大廈，以望遠鏡對該單位進行監視，以便接洽生意和躲
開敵人。每當O進行監視時，他身處的屋子都是漆黑一片的，而Chin卻在明亮
的燈光下工作，O彷如莫薇所述的電影院觀眾，「偷窺」著Chin的一舉一動。
另一方面，O不時會看到Chin於窗前換衣服，但他卻未有迴避，反而依舊盯著
望遠鏡繼續監視。電影未有明言O此時的心理狀況，而這亦份屬正常。試問作
為導演，他們又豈會讓自己一手建立的冷峻帥哥殺手形象，因為好色而自毀長
城呢？但若參考《全職殺手》原著小說，我們可見O常於這監視過程中自瀆，
顯示他從對Chin的凝視中取得快感和性滿足。彭浩翔亦曾自言學生時代的他，
喜愛看著《YES》雜誌中「城市驚喜」的短裙少女自瀆。 17O對Chin的窺視，再
現了男主動／看，以及女被動／被看的二元論述，就如一般的主流電影中的男
女角色定位。若從女性主義的角度觀之，O對Chin的凝視和物化，已經是一種

16
17

佟恩，羅思瑪莉(1996﹕196-199)
彭浩翔為林一峰(2004)的《音樂．旅．情》寫序時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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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身體的剝削。不過，當劇情發展下來，Chin的主體性卻逐漸浮現，她並
非是被物化的客體，反而主動地掌管著自己的生命。筆者將於文章後半部交代
這主張的理據。

筆者在上一段以精神分析的進路解讀O在偷窺和凝視Chin的過程中，取得快感
和性滿足。然而，若我們同樣以精神分析的視點切入，解讀《公主復仇記》中
Ken的舉動，卻有不同的方向和結果。事實上，Ken個子高大、俊朗、深諳甜言
蜜語，加上是一名雄糾糾的消防員，讓他輕易地贏取了貞和蘭（陶虹飾）的芳
心，以及眾多女孩子的裸照。傳統上，消防員是男性職業，香港消防處於一九
九三年才首次招聘女消防隊長。 18 至二零零五年，在全港八千多名消防員及救
護員中，僅有八名女性。消防員的形象總與強壯、勇敢、果斷、奮不顧身等男
性特質（masculinities）掛勾。消防員不單被視為「救人英雄」，它同時是一
種父權的象徵。上述情況同時在「警察」這職業中呈現，而在司法制度支持
下，警員更掌握著主導的男性（dominant male）權力， 19可對女性（如性工
作者） 20 和其他男性進行壓迫，但在「泡妞」成功的背後，Ken卻隱隱然洩露
了「閹割恐懼」（castration anxiety）的蛛絲馬跡。

18

香港首位女消防員是胡麗芳，她於 1989 年入讀羅富國教育學院，主修體育，後於 1993
年投考消防隊長職位，成為本港 125 年來首位女消防隊長。請參閱﹕

http://www.alumni.ied.edu.hk/eng/Issue%206%20eversion/html/main2.htm
19
Mulvey(1975; 1989: 23)
20
請參閱﹕紫藤 —— 性工作者關注組網頁。最後更新﹕2/12/2004。
http://www.ziteng.org.hk/news_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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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eweekly.atmovies.com.tw）

佛洛依德指出，男性天生擁有陽（penis），是完整的人，較諸只有陰核的次等
人 （ 女 性 ） 優 越 （ superior ） 。 然 而 ， 在 「 伊 底 帕 斯 情 結 」 （ Oedipus
complex）影響下，男性卻時刻害怕被女性閹割，因為失去陽具，亦等同即失
去男性的優越和權力。故此，男性會透過對女性進行嚴密監控，來掌握和保護
自己的「男兒身」。「如此說來伊底帕斯情結乃是男性統治或父權體制的根本
源由」。 21 而在男性先天優於女性的前題下，造就了男性對女性進行壓迫的
「合理」社會。回到電影中，當貞私自配製了Ken家中的門匙後，Ken不僅迅速

21

佟恩，羅思瑪莉(1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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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她分手，並把門鎖換掉以絕後患。長條形的門匙和有洞的門鎖，可被理解為
「陽具」和「陰道」的隱喻（metaphor）。影片曾刻意用近觀鏡細緻地拍攝
打磨門匙的過程，強調著「門匙」的重要性。當門匙屬Ken專有（陽具）時，
他可以自由選擇何時開門（插入），和讓何人進入他的家及房間（與何人做愛
和拍裸照）。但當門匙落入貞手中後，他隨即失去開啟門鎖（陰道）的獨有權
力，因她經已向他「奪權」（取回對自己陰道的自主權，以及限制Ken插入其
他陰道），把他「閹割」掉。在閹割恐懼作祟下，與她分手並替換門鎖，便成
為Ken保守男性權力的不二法門（他取回陽具）。

女性主體性／能動性／顛覆意識
筆者在上文中簡述了兩齣電影的父權意識，以及男主角對女主角的壓迫，旨在
說明電影中雖存在著不少主流父權電影的內容和意識，但影片中卻不乏女性顛
覆意識。接下來，筆者將直接討論 Chin 怎樣展現其主體性、能動性，以及貞
和蘭聯手催毀 Ken 這「混蛋」的父權王國的來龍去脈。

在《全職殺手》中，Chin 起初彷彿被 O 和托爾牽著鼻子走，她不僅為 O 打掃
和受其凝視而不自知，並彷彿對托爾千依百順。托爾說看戲便看戲、牽手便牽
手，對於做「殺手的女人」，她亦顯得不懂拒絕。然而，這不代表她缺乏思考
能力，而她更沒有被二人玩弄於股掌之中。Chin 本身已對循規蹈矩的好女人生
活感到厭倦，二人來臨，帶給她改變的契機，但決定權卻仍然在自己手中。當
托爾邀請 Chin 看戲時，Chin 其實早已對托爾那藏在克林頓面具下「可能長得
很好看吧」的臉孔深感興趣。後來托爾兩度詢問 Chin 會當殺手的女人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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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中沒有一絲強逼或哄騙成份（托爾早已表明自己是一名殺手）。Chin 對托爾
的殺手身份顯然並不害怕，她反而在被托爾戲弄後追打他，以及向他訴說自己
「可能」另有心上人。在 Chin 知道 O 也是殺手後，她更自願並主動地拿起手
槍與他一起殺出警方重圍。觀眾於影片後段時更得知 O 聘請 Chin 這回事，也
是 Chin 刻意安排的。如此種種，均可體現她的能動性。一切，都是自願、樂
意和積極的。在 O 從敵人手上救出 Chin 後，O 給她自己真正的家的門匙，而
Chin 亦真的開門內進。若以上文精神分析的觀點審視這一幕，Chin 就如貞般
奪去了男人的權力，不同的是，Chin 的門匙是 O 主動給她的。Chin 更以昔日
O 凝視自己時所用的望遠鏡，望回當天自己受到凝視時的地方。筆者認為這動
作的象徵意義頗大，她於當刻由被動的客體（被凝視），轉換成主動的主體
（得到了觀看的權力）。事實上，當他／她們與警方搏火，且戰且走的衝破封
鎖時，二人並非處於一般英雄電影中男保護女的位置，也有別於之前 O 拼死營
救 Chin 的情節。反之，他／她們成了並肩作戰的「拍檔」，她不單為 O 而戰
也是為自己而戰。Chin 的主體性在此亦得到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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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uling213.blogspot.hk/2010/08/3012.html）

殺出重圍後，Chin向O訴說自己兩年來的種種感受，但在說話途中，O卻把她
一擁入懷。若在一般的愛情或英雄電影公式中，女主角或許已順服在男主角強
勁的臂彎裏，而此刻亦可能成為片中最溫馨、浪漫和甜蜜的時光，並為「大團
圓」結局的凱歌預備前奏。可是Chin卻未有領受O的「聖恩」，反而勉力把他
推開，高呼﹕「聽我說完﹗」電影中一般是由男主角領導故事發展的， 22 然而
Chin卻一反傳統，力爭故事的敍事權。她後來更協助李警探（任達華飾）完成
那關於O和托爾的書，把被「魔鬼」托爾纏繞著的他釋放開來，拯救了這勇悍
的 警 探 。 也 許 ， Chin 找 李 警 探 的 舉 動 是 O 所 指 派 的 （ O 在 事 後 駕 車 接 走
Chin），但在說故事的過程中，Chin卻擁有絕對的自由，無人能控制其內容和
當中真假成分的比例。她說甚麼，李警探便聽甚麼。李警探雖曾對Chin的話有
所懷疑，但他最後還是按Chin所說的完成了結局──完成了兩名曾被認為對
Chin作出操控、充滿著男子氣概、亞洲頂尖殺手的故事。Chin的主體性和能動
性不斷浮現，最後更反過來控制了這剛陽味極濃的殺手故事的敍事權和結局。

Chin改寫了杜琪峯電影，以至於一般英雄電影的女角定位。可是，若論女性顛
覆的意味，《公主復仇記》中的貞和蘭兩位女子的「所作所為」，更能不留餘
地地顯現出這思想。當貞被Ken甩掉後，她便著手策劃「復仇」大計。雖然蘭
也是其復仇對象之一，但二人在合作過程中，漸漸建立一份奇妙的女性情誼，
最後更化敵為友。Ken由（過去）二人的最愛，被換置成共同的敵人，就如女

22

Mulvey(1975; 198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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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於父權意識形態下醒覺後，連成一線向男人「宣戰」般。約於一九六零至一
九七零年間，「第二波」（second wave）女性主義運動席捲全球，女性主義
者都以改變男女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為己任展開抗爭。「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personal is political），成為當時女性主義者提升大眾女性主義意識的中心
思想和口號。「……女人獨自承受的個人問題，迅速地被認知，成為所有在組群
中的女人共同經歷過的問題。」 23 蘭最初並不相信Ken把裸照發佈網上一事，
亦未認知自己也有可能身受其害，直至她瀏覽過貞的裸照後才決定和貞合作。
接下來貞不斷用計謀讓蘭更相信Ken的可恥，提升她的反抗意識。在過程中雙
方更分享不少相同／近的經歷，如被拍下裸照、被逼於梯間做愛、被Ken同一
句甜言蜜語所騙、同樣遇過很糟糕的「雙子座」男朋友、男人的自私……二女相
濡以沫、同仇敵慨，她們亦被這份「姊妹情深」（sisterhood）團結起來，更
明瞭共同所受的壓迫。她們不僅體驗到「個人的就是政治的」，並聯手對父權
（以Ken為代表人物）進行顛覆。

（圖片來源：safariunderground.net）

23

Hallows(2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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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段，貞因不遵守交通規則橫過馬路而被警察截停，被嘮嘮叨叨一番，她
不單出言頂撞，更在被懷疑偷竊時拔足狂奔，逃脫警察的追捕。既然「警察」
是「父權」的象徵，貞的逃走，不正正傳遞了女性逃離父權的意味嗎？貞在中
學時期曾經是田徑好手，後因怕男朋友嫌棄自己「腳粗」才放棄訓練，女性的
潛能在父權意識下被壓止了。她甩掉那警察，顯示女性能力不比男性差。後來
貞和蘭在超級市場內左閃右避，不斷閃躲 Ken 的視線和找尋對方身影，筆者相
信這幕起了「過渡」的喻意，代表蘭正從父權的宰制中，轉投女性主義意識的
懷抱。而若要脫離父權主義，她們便必須從被壓迫的源頭中得到開脫。基進女
性主義者認為「性」是男女能否達致平等的關鍵，只有把性重新理解、重新建
構，亦即把男性主導／佔優的「性」加以改正，女性才有可能從不平等的男女
關係中抬頭。蘭與貞都曾被 Ken 拍下裸照，並收藏在他的個人電腦內，這代表
了 Ken 控制了她們的「性」。因此，只有取回／銷毀裸照，她們方能從 Ken 的
枷鎖中釋放。後來她們成功潛入 Ken 房間，把房間作翻天覆地的破壞，亦即把
父權主義徹底顛覆。最後二人更把自拍照傳送給 Ken，向他宣示主權獨立，亦
即是「勝利了﹗」

除上述外，電影同時顛覆了傳統的異性戀愛情故事。Ken 不時向女孩子訴說自
己英勇救人的事跡，甚致把自己借代為「王子」，不會令「公主」（貞）傷
心。公主、王子式的戀愛故事，堪稱父權主義異性戀愛情故事的完美結晶。不
管是「白雪公主」、「灰姑娘」、「睡公主」、「青蛙王子」、「美女與野
獸」……結局都必然是一男一女排除萬難結合一起，然後「幸福快樂」地生活。
過程中，公主都在等待王子（或英雄／勇士）拯救解放，或需為王子自我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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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然而，《公主復仇記》的結局竟是﹕「世界沒有公主和王子，只有巫婆和
混蛋」。復仇者直奔異性戀霸權堡壘，手起刀落，把「偽公主」及「偽王子」
斬首示眾，真面目頃刻血淺當場！在公主與王子的故事中，主角都總是美麗的
（青蛙王子與野獸本都是俊男），而電影起用公認的俊男吳彥祖，跟「萬人
迷」鍾欣桐演出，正正迎合了這方程式，令公主王子的童話被解構得更加體無
完膚，撕破了主流異性戀電影的神話。

總結
Chin、貞和蘭原都在父權主義之下「安份守己」，受著男性（O、托爾與
Ken）剝削及壓迫。然而，她們都不甘受制於人，因而一步步進行反擊，最後
把這男性世界顛覆了。在《全職殺手》中，Chin 在兩大殺手的包圍下，由被動
變主動，身體力行地說明自己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並最終取得這充滿
陽剛氣息的殺手故事的敍事權，為它畫上句號。至於《公主復仇記》的貞與蘭
更直達父權中心，合力把 Ken 收藏的女孩裸照及其房間毀掉，代表著一個父權
王國的終結。她們把「王子、公主」的浪漫故事，解構成「混蛋、巫婆」的人
間色樣，更令主流愛情電影頓變謊話一堆。電影反叛了主流電影公式，以女性
意識顛覆了父權主義。

這兩齣電影所包含的性別意識豐富，實值得再作進一步了解和探討。但基於實
際環境所限，筆者暫只能對此作出窄狹而精簡的討論，就此擱筆。事實上，本
文亦無意對此題目作出大型研究，只希望為其他同樣對本題目感興趣之人士，
作一研究方向之參考，並收拋磚引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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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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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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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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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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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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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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不同的群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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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歲村民拒遷：除非派人抬我走〉
，明報，2010 年 1 月 18 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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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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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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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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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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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菜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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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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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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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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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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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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參照美國新右派的「情感犬儒政治」對照香港政治現象
陳家儀

從去政治化到政治犬儒的產生
美國文化硏究學者高士柏（Lawrence Grossberg）從觀察近年美國新右派的興
起中，發現社會中運作著一種對政治冷漠及濫情政治的狀態，他質疑為甚麼保
守主義會是冷戰終結的主導角色，追本索源，他從美國政治發展的歷史和過程
找出脈絡，分析政治犬儒是如何產生。筆者嘗試參照他的脈絡線索和論述，將
香港近年的政治狀況以非線性時序並排反照和比較一下。

尋找身份
美國人的身份建基於多種文化和種族混雜，內部和外在都包括著不同差異和文
化歷史，如要呈現一種獨有的美國人身份，便常要以一些混雜的外在概念來形
容。相對於英國，由於受到當時首相戴卓爾（Thatcher）新右派的「英國化」
過程，將英國人身份進行「淨化」，強調要建立由內（民族、道德）到外（社
會及文化習性）的傳統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形象的框架，將外來移民和其他
民族排除於框架之外，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稱之為威權民粹主義
（authoritarian populism）。雖然美國新右派當時亦受戴卓爾主義的影響，
但在本土實踐上有些困難，因為美國右翼本身亦不能處理統一性的問題，社會
普遍價值因自由主義而失去信仰，令新右派轉移策略，重點爭取市民在情感上
的支持，或利用情感來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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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身份問題亦經常被正式或非正式地在各種論述中提及，於四十年代末
至五十年代初，因為政治因素，很多內地人也南來到港，他們來自中國不同省
縣，帶著不同文化背景和歷史來到香港（以當時的觀念來說香港是一個屬於英
國殖民地的地方，與中國生活和文化有很大的差別）。如果他們一直留在香港
生活到今天的話，他們必被稱為「老香港」或「老街坊」，大家都忘記了當年
他們是如何被排斥（例如被用上海話稱「老兄」以表明彼此的差異），或因陌
生感而形成孤獨和苦悶等，當時的香港並未發展到像今天的多元化。 1 而且由
於香港是開放的港口，很多不同國籍的外國人也會從海路而來，到這裏落地生
根。因此，在香港居住七年能得到香港身份證和「三粒星」的認可香港人也不
只限於本地出生的人，這使本地出生的香港人亦漸漸接受不同種族的加入，這
可算是政府政策協助了多元文化的基礎得以孕育。

(圖片來源：www.picturechina.com.cn)

直至九七回歸後，政權的改變令香港人身份再出現另一次重要的反思。有否留

1

盧瑋鑾「『南來作家』淺說」，《香港故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pp1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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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常會有調查員隨機作電話問卷調查？他們會問你認為自己是香港人，還是
中國人或是其他，這種調查是由政府政策推動進行的，調查結果製造了關於香
港人身份認同的指標，而政府亦會按此指標推論下一步應加強的政策內容（例
如應否增加國民教育，和使之更廣泛，以令更多人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
等）。此外，香港人的身份亦常被隱性分類（即香港人代表獨立自主，而中國
人代表愛國團結等壟統隱喻）的狀態中，政黨因應這種隱性分類對號入座，所
謂泛民派或保皇派都是為了「具體化」香港人和中國人的差異，從而量化能掌
握的選票，用以作為與政府交涉斡旋的籌碼。市民亦認為不必，亦不需了解政
府和政黨的政策細節，將有關政治的事情交由政黨及官員處理，而政黨使用的
手法亦類似美國右派一樣，無須交待詳細論述和政綱，只要討好選民（例如定
期舉辦蛇宴及特惠旅行團等），及間中向政府提出一些「空洞」的訴求（如成
功爭取「俾多條路我行」）， 2與選民保持良好關係之餘亦要突顯地位的不同，
這除了能在「政績」清單上贏得市民讚賞外，更以充裕而可量化的資源確立在
社會擁有特殊階級的位置。

媒體策略，推廣虛無
高士柏亦提到美國新右派為爭取人民的情感支持，利用媒體的技巧將情感有效
地表現（或表演）出來，將政治政策融合於大眾文化之中，用大眾推銷宣傳產
品的技術和特質，將政治角色包裝成品牌形象，製作感動和煽情的消息和廣
告，以感官刺激吸引大眾注意，宣傳後現代虛無快感的內容。

2

網上資料：香港網絡大典
http://evchk.wikia.com/wiki/%E6%B0%91%E5%BB%BA%E8%81%AF%E6%88%90%E5%8A%9F
%E7%88%AD%E5%8F%96#cite_ref-16

156

香港近年亦明顯地大量使用媒體策略，前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上任後，聘任一
些傳媒界別人士進入其智囊團隊，更有政治化妝師及公關公司為他（即政府）
設計形象，企圖透過不同媒介廣泛發放政府形象和口號以爭取認同。此方法成
功與否要依靠政治化妝師和公關公司對政治策略的技巧有多認識，和呈現的方
式能否與對象（即市民）的日常認知接軌。以廣告銷售的方式推廣政治意念的
難度跟推銷產品有所不同，因為要具體化或視象化一種虛無的意念需找到準確
的符號（sign）來引申，符號帶著社會意涵，（symbolic meaning）傳送到接
收者的思想時，能否呈現同一訊息是非常重要的關鍵，輕率誤用便會引起誤解
誤 讀 ， 最 終 變 成 錯 解 ， 甚 至 空 洞 無 物 ， 即 符 號 學 的 「 空 洞 能 指 」 (empty
signifier)。以政府於二零一零年的口號──「起錨」為例，「起錨」的原意是船
隻停泊時要先將船上的錨放到海床下，使錨上的鈎抓住海床，船隻便能固定在
海面的指定位置，方便上落船隻及讓船主休息時，船隻不會隨波逐流以致迷失
在大海中。當船隻要再次航行時便要先將錨升起，才能啟動馬達起行，從海床
升起錨的動作便稱為「起錨」。以次序排列是要先拋錨（船隻不動的狀況），
才能有起錨的動作跟隨在後。而廣東俚語及江湖術語使用起錨的意思等同「走
投」、「走人」、「鬆人」、「散水」， 3都隱藏離開現場遠走高飛的意思。政
府以「起錨」作為廣告及宣傳片主題，呼籲市民支持二零一二年的政改方案，
即被各方批評用詞不當，犯了嚴重的符號意涵錯置。不只如此，令筆者更感不
安的是政府呼籲市民起錨的時候，卻沒有告訴大家下一步是往哪裏去！筆者當
然想天天起錨前往新方向，這是積極的人生想法，大海茫茫，要往前走是因為
有夢想和理想（或稱精神支柱）驅動之下，才有動力起行。香港政府的口號就
3

東方日報，2010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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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缺了令市民願意起錨前進的方向，亦即是政改方案的內容是甚麼？方案的長
遠目標是甚麼？這通通都沒有在宣傳廣告內展現出來，廣告片有三個版本，主
題分別是男女合跳社交舞、母親為女兒做裙，以及幾位行政會議成員呼籲市民
支持政改的說話，跟一般產品宣傳廣告一樣，不斷以視覺和聽覺效果營造和諧
氣氛，把政改方案內容完全掩蓋，還有密集式的播放頻率，足以在觀眾腦袋製
造殘餘影像和幻聽。筆者曾有一段時間腦海裏會出現「起錨」字體的紅藍色影
像（標誌上的主色），或耳邊無顧聽到「起錨」的聲音（政府去年聖誕節更製
作了音樂錄像）。對普羅市民來說，「起錨」的新意涵是借用來取笑一份內容
空洞的政改方案，這種效果只會令市民疏遠政治，感到政治都是一些空話，無
論支持與否都只在乎外表的包裝，亦不理會語言（符號）是否用得恰當，依高
士柏的分析，令市民疏離政治也是政府管治策略的一種。

（圖片來源：ecentre-chan.blogspot.com）
情感決定選擇，沒有選擇的選擇
高士柏指出傳媒的滲透力能將某種價值觀廣泛地植入市民的情感空間內
（affective space），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一種普遍的常識，令普遍人認為情感
比知識更重要。在美國出現的情況就是市民透過電視媒介和巨型廣告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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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共同價值和歷史事件，形成一種內嵌記憶（entrapping memories），更
常以中產階級的男性白人為主流普遍價值參數，推廣大量空洞能指和被扭曲的
事實使理性討論失效，使情感投資（emotional investment）凌駕客觀理性，
新保守主義更以相對關係（表面和諧包容）來掩飾犬儒態度。這與搖滾樂的形
成過程一樣，一邊攻擊建制的腐敗，又同時依靠建制的存在來肯定自我的意
義，這種態度沒有帶來具體的政治意識或目標，只流於情緒上的抒發，但不能
形成真正的社會能動力，純粹是動員情緒的策略，亦沒有為改善狀況找到任何
積極出路的選擇。

這個情況跟香港政黨的一些行為很類似，譬如在二零零三年的七一遊行前，社
會上出現很多對政府政策不滿和二元分化的訴求，各泛民主派政黨以「董建華
下台」為口號的空洞能指， 4統合市民的不滿情緒上街遊行，形成大量（五十萬
人）情感投資，雖然最終董建華下台成了事實，而二十三條亦沒有即時立法，
但特首選舉方法應如何改善，如何令政府得到更多民意認受性的深層討論卻逐
漸冷卻，市民的目光和情感已被傳媒的報導帶到另一個話題上，對需要普選的
要求逐漸淡化。後來加上第二任特首選舉的假戲假做（公民黨梁家傑帶著不可
能勝出的態度參與特首選舉），將政治辯論變成政治化妝師的比拼，雙方都迴
避政治論述，連串空洞能指再次令市民跌入情感犬儒政治，所謂「有得揀就係
老闆」的空話，令整個社會假裝參與了一場（不能改變結果的）特首選舉。

4

許寶強〈民粹政治批判──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告別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

機》，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pp 13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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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ww.mingjingnews.com）

被植入潛意識的冷漠犬儒，放棄政治
當代犬儒於近十五至二十年在美國產生的原因，除了是因為新右派大量運用媒
體宣傳外，新保守主義的支持者及學者亦利用媒體不斷否定政治制度對社會的
影響，亦有很多以政治為題材的電影，彷彿真實地揭露著政治的不理性，甚至
是污穢和醜惡的事情。社會缺乏深層資料理解之下，市民對政治的認知在真實
和虛構中充滿非理性的矛盾，這種植入意識到達不自覺的潛意識後變成冷漠犬
儒，更把政治是以情感支配的思想合理化。高士柏再進一步分析出犬儒主義之
中的反諷犬儒分成兩種派別：一、表面抗拒或反對現有建制，但又不自覺地依
遁建制辦事和生活，他們會以情感投入參與政治抗爭運動，更會對抗「虛擬敵
人」；二、完全服從於建制內的邏輯，不想亦不能與建制對抗，只對自己私人
領域內的事情有興趣，做好「份內事」，浪費「寶貴」生命來改變世界是無益
處的，自由的選擇應包括拒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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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利用自由主義思想口號的犬儒主義在香港也有出現，最明顯的例子應是進
行已經超過十年的教育改革（從一九九八年母語教學起）。政府政策本身的空
洞感，令人難以掌握政策的真正目標，就算充滿內部矛盾仍假戲真做，執行者
和使用者在實踐時或有發現，或完全不發現建制的結構問題，但在犬儒觀念下
最好是接受和配合現有的邏輯，因為自覺感到「渺小」的老師和學生是不能對
「龐大」的政府教育機制作出挑戰，就算反抗亦只會徒勞無功，大家只好「審
慎樂觀」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經過十多年的「犬儒培訓計劃」，政府真的是
教育了很多自願放棄政治（包括關心和參與）的新一代犬儒族群，正如高士柏
的分類，有表面抗拒和情感主導的，也有完全服從的，兩者都使建制更鞏固地
將錯就錯下去。

「去政治化」，更要去認真
延續下去，高士柏認為政治在美國市民心目中已不能用來解決問題，而是用來
管理人口和他們的生活，左右派的分野和取向都基於情感的偏向，新保守派已
不是跟政治對抗，而是抗拒涉及政治，社會上的各種事情都不應牽涉政治，提
出嚴肅認真的問題的人是夢想家和沉悶的人，「正確」的觀念應投向對人類有
效益的事情，例如環保（另一個空洞能指），只要情感上相信是美好的事情便
應支持，不需要執著細節。

這種現象在香港政府官員和保皇黨的話語中常會聽到，例如二零一一年臨時撥
款議案在立法會被否決，財政司司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回應傳媒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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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來的態度非常不悅（情緒化表現），將被否決的責任歸究於泛民派的失
責，但卻沒有追究保皇黨的議員不出席會議（沒有履行議員應做的工作）。特
首翌日更透過傳媒報導表示傷感（情緒政治），他衷心希望議員不要把個人和
政黨的利益凌駕於普羅大眾利益之上。 5從傳媒消息中，市民聽到「普羅大眾利
益」被干擾必會特別留意，直覺地認為自己必定是特首提及的普羅大眾之一，
將撥款被否決的「惡行」無限放大。回到會議廳，傳媒亦沒有報道在會議過程
中，議案被否決的原因，只提及有議員要求補充資料，但最後卻沒有收到，至
於是甚麼確實資料令議員投反對票呢？沒有人追問，亦沒有積極地去了解。可
見各式各樣的犬儒角色在政治舞台（political arena）上演出，所有角色已早有
對白，只要演員投入演出，將角色性格由外至內，再由內至外演好便是最佳演
員，誰在乎故事發展是否合乎邏輯，反正只是一場戲罷了，市民將政治新聞當
作連續劇來看，又何需認真呢？

最後筆者由高士柏對美國政治觀察的分析，聯想到政治本是甚麼的追索，找到
阿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學》（《Politics》），書中有他著名的論述
「人本質上是政治的動物」，雖然此著作以城邦的結構分析為主，但他指出的
政治構想是一種生物性的存在，而非機械性。他詳細分析社會中每個位置（包
括官員、市民和法律等）都會對整個政治體制産生影響，每個市民是天然地有
責任和義務來共同建構社會體系。如以高士柏的描述方法來看今天香港的政治
狀況，將不同事件和時間脈絡累積觀察和分析後，眼見政治處處被刻意扭曲和
掩飾，如仍然犬儒畏縮的話，只會消極地將本身應有的權利無條件地自願放
5

明報〈否決臨時撥款 曾蔭權傷感〉，2011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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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

參考文章：
1. Grossberg, L. 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Chapter 10, pp 263-279
2. Grossberg, L.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Chapter 9, pp 219-248
3. 許寶強〈民粹政治批判──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告別犬儒──香港自由
主義的危機》，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pp 13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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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教育
馬國明

「博雅教育」的理念來自古希臘，作用是讓古希臘的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例
如參與公開辯論，擔任陪審員或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等。古希臘推行「博雅教育」
的實際內容是學習文法、修辭學及邏輯，很明顯這三科學科都有助公民參與公共
事務。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臘是奴隸社會，古希臘的公民只限於不是奴隸的自由
人。「博雅教育」的理念也是為了讓自由的人充份體現自己的自由，積極參與公
共事務。當然在不同年代，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要求會有所分別，所以在歐洲中
世紀，
「博雅教育」的實質內容由古希臘的三科擴充至七科，新加入算術、幾何、
天文學和音樂。如果人們奇怪為何要加入音樂，須知道歐洲中世紀，宗教主導社
會，當時大多數的宗教禮儀都全是詠唱，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當然要學音樂。到了
文藝復興，當時的人本主義者將「博雅教育」的學科統稱做「人文學科」，並且
加入歷史、倫理、希臘文和詩，但剔除邏輯。既然有算術和幾何，剔除邏輯可以
理解。詩原本附屬修辭學，獨立成科無非突顯人本主義，當人人都能夠作詩，人
的地位更顯貴。換言之，到文藝復興時，「博雅教育」由原本自由的人充份發揮
自由，變成要突顯人的尊貴。

以上簡單描述「博雅教育」的起源及變遷，一方面可以見到「博雅教育」的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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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一直因應時代變遷而有所增減，積極回應時代的需要。另一方面，學科增減
之餘，「博雅教育」的理念——讓自由的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卻一直維
持。「博雅教育」的譯名亦因而須要商榷，同樣是翻譯，英文 Liberal Arts
Education 一方面較能表達自由的人充份體現自己的自由，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
意思；另一方面亦準確地傳達了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期間在學科上的增減，音樂和
詩當然隸屬藝術範疇。但增加音樂和把詩獨立成科卻不是要人變得「文雅」或「高
雅」
，而是配合當時的時代需要而已。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除了接受政府委任擔任公職，更要敢於挑戰不公平的制度。在香港擔任公職早已
成了小圈子的特權，坊間甚至有「公職王」的稱號。「涼粉」通街平賣則是梁振
英政府的特色。嶺南大學新任校長表明不贊同學生參與違法的活動，刻下社會上
熱烈討論的「和平佔領中環」行動有可能觸犯嚴苛的「公安條例」。新校長負責
推行「博雅教育」，他反對學生參與違法的行動，那麼他怎樣向學生解釋，除了
得到政府委任，擔任公職，香港還有甚麼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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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雙腳做學問──溫鐵軍
溫博

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副院長、
鄉村建設中心主任、中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國家環保部、商務
部、林業總局、福建省和北京市等特聘專家和顧問；以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
評議組成員、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有十一年基層工農兵經歷、十一年政策
研究經歷，和十一年依靠民間力量的鄉村建設試驗區經歷；因復興「鄉村建設」
而曾在二零零三年獲「CCTV 年度經濟人物獎」，頒獎詞為：「培訓農民，用行
動關注農村建設。走遍鄉村，十八年求解三農難題。一個低調的知識份子，只用
雙腳做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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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腳做學問的學者
還在十六、七歲的時候，溫鐵軍就成了千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其中一員，
還被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指定為山西汾陽峪道河大隊的知青隊
長，可能那時候他比較「聽話」
，會按照上級的部署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但是另外一些插隊的朋友卻不那麼認為。有一次，他帶隊進山「搞副業」，給大
家搞點活錢，結果人還沒有回來，批鬥會已經準備好了。而批鬥會正要動手的時
候，當地的大隊幹部覺得那樣不合適，就把溫鐵軍給保出來了，那就使他完全跟
當地的農民們在一起了。

「那一年回家探親，碰到了一個同學，邀我一塊去當兵。當時也沒多想，就跟著
去部隊了。當兵也無非是爭取做個好戰士，學好技術之類。當了五年兵之後，又
當了三年工人。反正就是一個認真做事、老老實實聽話的人。我就這樣在社會的
底層『滾一身泥巴』，不再是一個傳統讀書人家出身的知識份子。至少，我懂得
了農民，懂得了士兵和工人」。

恢復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簡稱高考）之後，溫鐵軍上了大學，正趕上教
育部長提出「全面恢復十七年（指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教育體系）」
，而他們這樣從
下層摸爬滾打了十幾年的「老三屆」學生，對書本上的那一套東西完全不習慣。
不過，幸好高校領導和老師大都經歷過文革洗禮，當時官僚化和教條主義沒那麼
嚴重，學術氣氛還是自由的。溫鐵軍有一必修課的結業論文需要用英文作答，老
師只要求再給一個中文摘要；還有一門選修課，他交上去的文章觀點跟教科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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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老師給了不及格，於是他便去跟老師協商：「道不同，頂多不給學分，算我
沒選你的課」，老師竟也同意了。

就業之後，溫鐵軍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央政府從事政策調研，「根本沒想過計算付
出與得到的」
。大家比拼的不是收入和地位，而是調查研究的功夫。
「當時我們那
裏誰要是沒有一點觀點，沒有一點調查的真功夫，就要被邊緣化。」

一九八五年的中國人顯得「厚積薄發」，溫鐵軍發動組織了一個記者團，駕駛著
摩托車沿著黃河考察了八個省，和四十多個市縣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那是四個
多月沿著黃河二萬里的櫛風沐雨、大開眼界的經歷。回到北京後，他幾乎不能再
適應大城市的繁華喧囂……

「一九八零年代是那樣一個特殊的時代，我去的又是一個沒有自身利益的特殊機
構，沒有誰敢官僚主義，沒有誰敢貪污腐化。我現在想，當時得益於兩個人。一
是杜潤生老先生，我們這批人都覺得是跟他做研究生的。他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成員，沒有甚麼架子，無論是誰從基層調研回來見他，連秘書都不用找，推門便
可以進。二是我的頂頭上司，因為我英語較好，就被他打破常規直接安排到美國
密執安大學，去學習研究設計和抽樣調查，再到世界銀行去做後續培訓。回國之
後有五年直接操作世界銀行政策貸款項目，使我算得上是改革早期的洋務派。」

在十一年政策調研過程中，溫鐵軍說他經歷了一件終生難忘的事——蘇東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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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蘇東解體的時候，他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很多人都說：「下一個便
是中國（Next is China!）」；他回答說：「沒門兒！（No way!）」但是，他只是
相信中國會穩定發展，卻不能說清楚中國和蘇東的分別。因此，他就自己背著包
到蘇東考察。他坦言自己「臉皮比較厚」，他乘火車到了當地，然後找了一家小
咖啡館便大聲問：「誰懂英文，願意跟我聊聊嗎？」聊過後便要求住在老百姓那
兒，跟他在當地的親友做訪問。通過這種「搭訕」方法可以直接觀察去做研究。
「接觸第一手的資料，而不是看一點甚麼外國人寫的材料，吃別人嚼過的饃對我
來說是吃不出味兒來的。」

走遍了七個處於戰火和動亂中的蘇東國家後，溫鐵軍說：「四十天民間調研，我
被打暈過，也被偷過。我親眼看到了利益集團借混亂牟利，卻給老百姓帶來苦難。
所以現在我不怕別人說我保守，因為我親眼看過激進改革給老百姓造成的代價。
後來提出『成本轉嫁論』，主要來自我用腳一步一步走出來的經驗，當你走進去
親眼看到那一切的時候，你就會知道甚麼是社會成本，甚麼是轉型代價，那是老
百姓的苦難。」

《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一九四九至二零零九》
溫鐵軍在他二零一三年出版的新書裏強調，在人們過去普遍接受的意識形態化的
教科書中，幾乎從未討論過周期性經濟危機。其實，新中國自建國以來的六十年
間，已經發生了八次經濟危機，均與國家工業化階段性特徵有關：在「城鄉」二
元對立的基本體制矛盾約束下，工業化、城鎮化以及整個體制的改革所產生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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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成本均向「三農」轉嫁，因而城市的產業資本便可以實現「軟著陸」，原有體
制得以維持，而不能直接向農村轉嫁的危機，就導致產業資本在城市「硬著陸」，
引發政府財稅金融，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

首先要有幾個經驗性的歸納。大多數後發國家因要進入發展主義的現代化，首先
遭遇到的就是資本要素的絕對稀缺。我們作了「國家比較研究」，發現不管是何
種主義、何種體制、何種政府，也不管誰當領袖，都有一個共性，只要遭遇資本
絕對稀缺，主流便會採行「親資本」的政策體系。如中國五十年代獲得蘇東資本，
主流就是親蘇東。到七十年代，美國解除對華封鎖之後，又使海外西方資本流入，
那以後主流就改為親西方。但還有一個相對而言比較「親勞動」的年代，那是屬
於前提條件改變造成的，就是都被蘇東和西方封鎖。例如，中國六十年代被兩個
超級大國封鎖，政府就不能親資本，只好親勞工、親社會。實際上，當代中國只
有六十年代這段時間沒有海外資本，且完全被封鎖，這時候，可以叫做「去依附」
（de-linking）。因此整個六十年代，也勢必是中國最強調自力更生，強調艱苦
奮鬥的年代。同時期，也是政府大範圍地動員勞動力，以勞動力替代資本延續國
家工業化的年代。所以，現在的主流說那段時間是極左路線，而如果以完全客觀
的工業化發展的經驗過程來看，「勞動替代資本」談不上對錯。中國正處在工業
化必須的資本不斷增密的機制作用下，卻突然遭遇外部封鎖，資本沒了，只能改
為「親勞動」。如果願意這麼看，就等於「去意識形態化」地瞭解一個經濟體的
整個發展經驗過程，規律便有跡可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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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角度來說，二戰前的多個工業化國家的列強紛爭，可以叫做「多次博
弈」，但戰後造成兩個超級大國掌控世界，經濟學上看就是雙寡頭壟斷。而雙寡
頭壟斷下的地緣控制，就是要重新按雙寡頭的利益來重新瓜分世界。於是，就形
成一個新的戰後發展趨勢──雙寡頭分割勢力範圍，而在這個趨勢下，就出現了
冷戰條件下的「雙雁陣產業轉移」。

美國戰後通過產業轉移，基本完成了對兩個大洋的海權控制。同時，戰後西歐工
業復興了，日本也復興了，都在六十年代基本上重建了原來被摧毀的工業體系，
但是蘇聯的產業轉移卻沒有完成陸權控制。一方面，蘇聯對東歐的產業轉移和地
緣控制相對順暢，因為在戰爭中它佔領了東歐；但另一方面，麻煩的地方在於它
對中國難以實現戰略控制。因為，中國人於一九五五年便意識到全盤蘇化對中國
主權的影響，於是毛澤東親自主持討論如何改出全盤蘇化。接著到一九五六年蘇
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簡稱蘇共二十大），兩黨之間的矛盾發生，同期是
中國按照條約收回旅順口、大連特區和中長鐵路的控制權，在接收的過程中還有
很多其他問題，以造成一九五七年蘇聯中止了對中國援助性戰略投資，兩國矛盾
隨之公開化。一九五零年代，國家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的代價是爆發了一九六
零年的大危機，使中國改為「勞動替代資本」……

《解構現代化》
愈是經濟結構高度現代化的國家，貧富分化程度愈嚴重。經濟現代化不能解決貧
困兩極分化。先以美國為例，她以金融為中心的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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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高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且有些年份的基尼系數高於中國，特別是最近四
年，不得溫飽的貧困人口從原來的百分之九左右，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左右，這也
是美國發生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主要原因之一。再以印度為例，她的服務業佔本地
生產總值高達百分之五十六的發展中大國，同時也是貧困人口最多的「世界最大
民主國家」，農村中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口屬於無地農民。這也是印度大約三分
之二的邦都有農民遊擊隊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把所謂的工業化、城市化成為現代化的主要內涵，那就意味著農村要承擔巨大
的制度代價。這個代價到底是甚麼？主要有兩方面。第一、三農領域中三要素的
長期大幅度「淨流出」。人們都看到勞動力、土地和資金更多地被產業化和城市
化佔用。其實，任何經濟領域三要素大幅度流出都會衰敗。主流鼓勵農民外出掙
現錢，似乎不錯，但從社會角度來看，農村勞動力資本存量最高的年齡階段，即
十六、七歲到二十六、七歲都去貢獻他們的勞動剩餘給城市資本了。城市人佔了
他們創造的勞動剩餘，卻沒有給農村草根社會必要的回報。因此，現在三農問題
的嚴重性就在於農村三要素的長期淨流出，繼續被親資本主流強行推進。

第二，當資本過度集中在城市時，也就同步地過度集中風險。城市資本和風險集
中，而周期性爆發是必然的規律性現象，於是政府就要想辦法實現危機軟著陸，
向三農轉嫁危機代價。以往城市資本風險爆發凡是發生硬著陸，一定是危機代價
轉移不出去。那麼，硬著陸在城裏砸出來的是甚麼呢？以前叫「調整」，現在叫
「改革」，所以說調整與改革只不過是危機在城市硬著陸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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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便會有以下兩個判斷：其一、任何資本，不論國有和私有，都不過是人類在
資本主義階段製造的反過來異化於人類自身的異化物。其二、任何政府也是人類
製造的另一個異化物。在人類資本主義歷史階段的一般情況下，政府服務於資
本，而在資本原始積累的特殊情況下，政府與資本直接結合，政府即資本、資本
即政府。在資本內化於政府的時候，就出現「政府公司化」體制，其特點在於節
省了政府和資本間的交易費用。但是，強大政府的權力和資本權力共生時，也強
化了資本對資源做資本化佔有的能力。然而，沒有被資本化的資源，原來就在民
生之中。因此，只有內化於政府的資本，才能順暢地推進資源轉化為資本的過程，
並順暢地甩掉制度成本。

中國工業化之所以能夠短期完成了原始積累和高速擴張，最為關鍵的是政府公司
化體制下的資源資本化，就是因資本內化於政府，因而能更順暢地將資源轉化成
資本，並且甩掉了更多因資本集中而造成的風險，也就是轉嫁了代價。比方說在
一九六零年爆發大危機的時候，中國是把城市中不能就業的過剩勞動力以上山下
鄉的形式轉移出去了，於是中國有了第一波上山下鄉運動。一九六零年之所以有
大規模的失業，是由於五十年代為了支援城市工業化建議，政府動員了大批青、
壯年農民進城挖土方、搞基本建設。後來蘇聯援助性的大規模投資突然停了，這
兩千多萬被動員進城的農民就得送回家鄉。客觀上是鄉土社會的村社經濟，承載
了被城市危機甩出來，不能就業人口的社會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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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鄉運動，都是中國城市產業資本遭遇危機的客觀
結果。危機來了，政府把城市青年送到農村去，於是城市的危機就軟著陸了。城
市化事實上就是資本集中的過程，同時也就是風險集中的過程，於是一定會因風
險集中而爆發危機。由此可見，危機一般會爆發在城裏。於是，像中國這樣的國
家，在城市和鄉村二元對立的體制條件下，會出現城市周期性爆發的危機轉嫁代
價給農村。不過，這沒有甚麼對錯好壞，中國之所以成了工業化大國，憑的是向
鄉土社會轉嫁大量城市資本和與生俱來的制度代價，因此才有嚴重的三農問題。

溫鐵軍強調「三農」問題不是「農業、農村、農民」，而是應該將順序調換過來，
即「農民、農村、農業」問題，「農民在『三農』問題中是第一位的」。「這並
不是我個人的獨創。在二十世紀，中國兩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和毛澤東都
說過：『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是他們最先發現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中農民問
題的極端重要性。眾所周知，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充分調
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我今天這樣說，只不過是補充了一點，那就是二十世紀的農
民問題是土地問題，二十一世紀的農民問題主要是就業問題。這是我個人在基層
調查研究和向農民學習的體會。」中國政府已經認識「三農」問題對整個國民經
濟的重要作用，於是在二零零五年把新農村建設作為國家戰略，連續增加數萬億
投資以吸納數千萬「非農」就業的舉措，最後成功地應對了二零零九年全球經濟
危機，實現了「軟著陸」。

博學、思路清晰、隨和、平易近人——這是筆者對溫鐵軍的印象。儘管多年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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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農村政策調研，為政府出謀劃策，甚至影響著中國農業政策的走向，但溫鐵軍
更願意把自己說成是「一個農村問題的普通調研員或實驗者」。他說：「形成正
確決策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廣泛的調查研究，聚思廣益，才能形成的，而不是少數
幾個人捏出來的。」多年的農村研究給他留下的理念是：「深入基層試驗所得到
的感性經驗，比書本上那些精確漂亮的理論模型更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

這些年來，只要看他著作的題目——《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解構現代化》、
《我們到底要甚麼》、《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解讀蘇南》、《八次危機》
等等，便可以感到這些都是用腳「寫」出來的，既有具體例證，又有抽樣調查的
確鑿資料；既有深刻的理論，又有通俗的說服力。只有在基層沉下身子，才能有
對中國問題更深刻體悟。二十多年的田野經歷，讓溫鐵軍對於這個世界的要義和
民眾的處境有了超乎尋常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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