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隨筆

前一段時間，香港本土社會學家

呂大樂在《明報》撰文指出，儘管近期

「香港撕裂論」大行其道，每日見諸報

端的，都是諸如「香港社會已出現撕

裂的狀態」、「這樣做會撕裂香港」、

「撕裂社會」、「社會撕裂」之類的字

句，但所謂的「社會撕裂」，卻難以辨

識出是一種甚麼形態的撕裂1：

是各佔5至10%代表性的左右兩端愈演

愈激動？是市民之間意見分歧，難以

產生所謂的共識？是（政府的及文化規

範意義上的）權威衰落，以至舊有秩

序、處事方式、言論，以至價值觀出

現明顯的轉變？還是情況已經嚴重到

一種狀態，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人都

需要表達出自己的政治立場、主張，

排斥異己？所謂的撕裂，是處於兩端

的社會人士各執一詞，要鬥個你死我

活？還是整個社會已分裂為兩塊，非

左即右，再沒有中間、「不知道」、「無

意見」、「對各種意見均不贊同」、中

立、未有態度呢？

對此，呂大樂進一步指出，從社

會整體的高度來看，現時香港社會

「還未真真正正地處於一種撕裂的狀

態」，以上種種不過是社會狀態的一

些極端化表現，並不能代表香港的大

多數。因此，「在作出香港社會出現

了一種撕裂狀態的結論之前，我們應

先思考一下，這個社會存在甚麼張

力、裂縫？（如果真的出現社會撕裂）

是一種甚麼形態的撕裂？」2

同樣作為一名社會學者，從實證

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的角度出發，

筆者很同意呂大樂對「社會撕裂」一詞

缺乏系統調查資料支援的判斷，但從

一些經驗的觀察來看卻不得不承認：

今日的香港，社會分化愈見明顯，政

治歸邊也愈加嚴重，尖銳對抗的局面

令所有人擔憂：香港社會事實上正在

趨向一種撕裂的狀態，而且這種趨向

存在Ø加速演化的可能性。

在任何形式的主義和制度下，社

會分歧都不可避免。不同的利益群

體對社會的政治或經濟資源分配有不

同的意見，就會產生紛爭。有了紛

爭，就好比拳擊運動員一般，必然會

在規則之下盡力擊倒對方，但在比賽

結束之後，獲勝者都會友好地和對

手抱拳以示敬意，這種文明有序的競

香港：這是一個撕裂的社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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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這是一個 121
撕裂的社會嗎？

爭是一個常態成熟社會的基本運作

邏輯。

現在的香港，情況卻有些改變。

「這個社會存在甚麼裂縫？」要回答這

一問題，至少要先詢問：香港社會之前

是否有過類似的裂縫出現？如果之前

沒有，為甚麼現在會出現？如果之前

有，那麼現在這個裂縫是否正在擴大，

是否又有發生從量變到質變的可能？

在筆者看來，今日的香港，甚至

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的香港，至少在

政黨和社群兩個維度上存在Ø社會撕

裂的傾向。

一　政治的分裂

在政黨層面，呼籲盡快落實普選

的泛民主派與維護政府、遵循循序漸

進實現民主的建制派之間，分歧的裂

痕愈撕愈大。雙方各不相讓，都覺得

對方是在趕盡殺絕，而這是在之前的

香港政治發展中從未出現過的局面。

本來香港人之間並沒有很多的矛盾，

民主化快一點、慢一點，對民主化的

認同也基本上沒有本質的分別，也並

未有甚麼敵我矛盾之說。可是在梁振

英政府上台以來，兩個陣營的政治對

立卻空前擴大，把每個人都歸邊到各

自的陣營，形成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有你冇我」的二元對立。中間派的理

性聲音被掩埋，雙方只問立場，不問

是非。在任何一個議題上，先劃線站

隊表明政治態度，如果不加入某一

邊，就會被另一邊人士攻擊。

這種互相否認、事事對決的政治

譜系，不僅表現在言語上的口號和對

罵，也在公共領域內上演街頭對峙，

例如激進建制派與激進泛民派最近在

旺角街頭的對峙（甚至兩派都出現了

更為狂躁的「戰鬥組織」）、特首梁振英

出訪天水圍及觀塘時兩派的衝突等，

而形成一種「弱政府，強社會，瘋政

黨」的奇特政治結構3。

兩派爭執的其中一個中心議題，

就是2017年的特首普選。建制派認

為，候選人「愛國愛港」是普選特首的

基本前提，在形式上也需先經過一道

如筲箕般篩選的程式4。在建制派看

來，民主派等同於賣港賊，唯恐天下

不亂，「反對派違法亂港的圖謀和行動

正在升級，他們以所謂爭取『真普選』

為藉口，不斷在社會上製造對立和挑

起紛爭，企圖進一步搞亂，從而渾水

摸魚、火中取栗，達到他們對抗中

央、去『一國』化的政治目的。」而導致

社會分裂的原因，「如果說近日社會確

有進一步分化、撕裂的傾向和危險，

那麼，責任完全不在建制一方。」5

而在泛民一派看來，因為沒有直

選，特區政府不是民主產生，沒有廣

大市民的認受，所以政府管治缺乏效

力，做甚麼都是不對的。在民主派的

眼þ，建制派等同於保皇黨，在肆無

忌憚地濫用手上的權力，「當持不同

意見政團及人士持續受到政府及執法

機關打壓時，原來的意見分歧迅速演

化為敵我矛盾，原來的嫌隙則惡化為

難以逾越的深溝，甚至連基本的溝

通、諒解也無法做到」。香港之所以

會形成分裂，是因為梁振英政府「對

撕裂社會不以為意，並且一而再、再

而三的在撕裂的傷口灑鹽，令社會陣

痛加劇」6。

生活在這樣一個以激鬥激的兩極

化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會很不舒服。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3年8月28日最新的民調報告顯

示，對於兩派陣營近期出現的互相指

罵甚至肢體衝突的情況，有57.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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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觀察．隨筆 受訪者擔心香港將經常出現這種情

況，而58.5%的受訪者甚至估計，這

種衝突在未來三年將會更加嚴重7。

如果兩大陣營繼續各走極端，彼此對

抗，不共同解決「2017普選」問題，則

必然會對香港未來的發展產生極為不

利的深遠影響。

二　社群的撕扯

在社群層面，近一兩年興起的中

港矛盾，因被注入了過去所沒有的政

治維度而迅速上升到社群間急促而尖

銳的對抗。從「蝗蟲論」、「自駕遊」、

「國民教育」、「雙非孕婦」、「奶粉荒」

到「反對本港大學濫收內地生」，任何

一個很小的矛盾都會被無限度地上綱

上線，作過度的泛政治化解讀。

2013年7月，筆者在南京做了一

場「你的南京，誰的香港」的主題講

座。講座期間，觀眾席上有一位母親

提問時，講述了她孩子在香港某大學

讀本科時所遭遇到的來自本地生的歧

視性言論，她的孩子覺得香港的學生

對他有不少因陌生而產生的成見，思

想上衝擊很大，似乎根本無法融入本

地生的圈子þ。相反，跟自己關係最

好的幾個朋友都同樣來自內地，只有

在內地生的小圈子þ才會找到歸屬

感。這位母親很困惑，為甚麼在香港

的大學þ本地和內地學生群體之間會

如此分化，又該如何幫助她孩子更好

地融入到香港這個社會中？這位母親

的困惑並不是一個單獨的特例，而是

今日中港矛盾之下兩地社群分歧擴大

中一個小小的縮影。

兩地之間存有矛盾，這並不是一

個今天才有的話題。1980年代，香港

經濟的成功轉型與騰飛，讓香港迅速

發展成為一座舉世矚目的國際化大都

會，而彼時內地還尚處於改革開放剛

剛起步的階段。在相對貧窮落後的內

地人面前，香港人在經濟上的優越感

自然成倍放大，「表叔」、「阿燦」、

「燦哥」、「燦妹」等嘲笑性用語，就構

成這一時期香港人對內地人的集體印

象與認識。

「表叔」、「阿燦」登門拜訪，嘲

諷的語氣雖說不好聽，但畢竟還是一

家人，並不會產生甚麼實質性的衝突

和傷害。一座羅湖橋將兩種制度區隔

開來，此時的矛盾，也僅僅停留在兩

地城市文化的疏離和社會經濟表現的

差異之上。可是今天，羅湖橋已不再

是一個界限分野，在強調兩地融合的

大框架之下，「表叔」成了「蝗蟲」，一

些激進的香港年輕人在街頭喊出「蝗蟲

滾回去」、「強國人襲地球」——中港

矛盾從未有像今天這般如此尖銳和對

立，充滿了濃重的政治色彩。

在筆者看來，有兩股力量在共同

拉扯Ø香港這個社會，把社群矛盾的

裂縫愈拉愈大。

一方面，從本土論述的角度出

發，「兩制」精神是否會被一種單一的

政治模式所取代，這樣的擔憂已經逐
反國民教育事件體現了中港社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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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演化為一種深度的焦慮。筆者常戲

言，觀察香港有三重境界：第一層境

界，香港是個購物天堂；第二層境界，

相比於內地，香港是很自由的地方；

第三層境界，香港已經不再那麼自由

了。香港首任行政長官就曾發表過類

似的聲明：在治理香港這塊領土時，

「中國價值」（Chinese values）必須被予

以考慮，亦即「珍惜重視多數，但不

允許公開的對抗；力爭自由，但不是

以犧牲法治作為代價；尊重少數者的

意見，但關切更廣泛的利益；保護個

人的自由，但也擔負集體的責任」8。

在香港逐漸走向「大陸化」，變成「中

國大陸的一座城市」的趨勢之下9，體

制的失守，會導致更多激進的聲音將

政治的問題延伸到民間，將對北京一

黨制政府的敵意無限拓展到對內地普

通民眾的仇恨之上。例如2013年7月

底，內地一位來港探親的大學生被一

位為情自殺的跳樓女子砸中身亡。悲

劇發生之後，本港的一些聲音不是對

受害者表示同情，反而不斷辱罵不幸

者為「大陸狗」，「死掉算做了件好事」，

並連帶Ø抨擊其他在港讀書的內地

生，「內地生搶佔資源死得活該」。對

此，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提出，「這個年

輕生命在香港灰飛煙滅之後被咒罵，

暴露香港社會的扭曲心態，也帶來巨

大的警示：香港是否變成了一個冷血

的社會？」bk

同時，特區政府因為缺乏民意的

認受性，所以在任何公共政策上，比

如「限外令」（提高內地人在港買樓印

花稅）、「限奶令」（限制內地水客購買

奶粉數量）等，都會主動地模糊政治

背景，而選擇偏向於本地人的福祉利

益，希望藉此可以提高政府的管治威

望。但結果卻適得其反，特區政府的

威望因非普選產生這一政治死結的存

在而並未得到明顯改善，而這一系列

政策又間接放大了民眾在強大的外力

面前因畏縮而自保的心態——保公立

醫院的`位、保香港寶寶的奶源、保

本地生入學和就業的名額，其結果

是，民粹主義開始興起，並發展成為

排外的本地主義思潮。

另一方面，在內地的一些公共討

論上，也少見理性的思維和有遠見的

反思，反而是一些貼標籤式的歧視性

言論層出不窮，讓人心寒。畢竟，一

個撕扯的社會，並不會僅僅只由一種

力量單方面加壓形成。當兩方都採用

一種極度不理智的方式互相攻擊的時

候，只會愈發加深裂痕。「蝗蟲論」的

爭端起源於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一句

「香港人是狗」的辱罵，這之後很多中

港矛盾都在內地被添油加醋地挑動。

典型的有在發出限奶令時，某財經雜

誌主編辱罵香港人是「無良豬腦」bl，

以及前不久某主流媒體指責香港「殖民

地文化沒有歸屬感」bm。

如果說內地的這些雜音來自於對

香港這個社會的不了解，來自於地域

文化上的差異，那麼很多在香港學習

工作的內地優秀人才，他們每日都在

與香港社會進行互動，與香港七百萬

人一起呼吸生活，理論上應該對這座

城市有Ø更多的投入和感情。但遺憾

的是，這一批香港「中生代」（在中國

大陸出生、在香港生活）卻主動選擇

與本土社會做出切割。而這一點，在

很多香港本土學者關於中港矛盾成因

的分析中都被忽略了。

「主動」有兩種表現。一種是消極

將自己隔閡在門檻之外，採取一種避

讓的心態，認為自己永遠只是香港的

過客。他們只會把精力圈定在固定的

活動空間（比如金鐘、中環）和人際網

絡（比如「港漂圈」）之內，極少踏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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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觀察．隨筆 水�、新界，更不用說被標籤為「悲情

城市」的天水圍這樣的地方；而在人際

交往方面，港漂會定期組織內部的聚

會或者聯誼活動，甚至舉辦「非誠勿

擾」之類的內地在港人士相親活動。

無論是現在如火如荼進行中的「佔領

中環」運動還是城市保育抗爭，香港

的這些風風雨雨他們都懶得理會，更

不會投入時間和精力去提升香港的品

質，只圖貪享香港身份所賦予的種種

便利。另一種則是主動將自己與香港

本土社會對立起來，永遠秉持高高在

上的大中華心態，或者所謂的「中國天

朝主義」心態bn，用一套狹窄、閉塞甚

至敵意的思維方式去看待本土主義的

崛起；在微博、在臉書（facebook）、

在任何的網絡空間上，都去抨擊那些

讚譽香港制度性優勢的人和言論。筆

者的好幾位朋友都曾遭遇過這樣的口

水討伐，似乎難以跨越這條相互誤讀

的鴻溝。

三　危機四伏的未來？

這是一個撕裂的社會嗎？至少在

目前，筆者未敢言樂觀。2017年的特

首普選，的確是香港政治發展進程中

的一個關鍵節點，香港精英以及中央

政府顯然都知道這一點。但對於這一

點，北京是不是有智慧放行，香港是

不是還有耐心等待？這個社會在未來

是否能夠頂住外部的壓力而變成其他

城市效仿的典範，還是陷入更為糟糕

的政黨內耗以及民粹化的激進局面？

香港當然需要改變，但是改變需要來

自於兩股力量的共同發力：本土人士

應該走出恐懼和憤怒，繼續堅守香港

的核心價值，法治、文明和理性不應

該在一個強大的政權面前變得扭曲；

內地的在港精英也應視香港為家，關

心現實，參與公共事務，積極投入到

這場改變歷史的書寫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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