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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
「獅子山」
視覺性與國族寓言
●

黎國威

摘要：香港電台電視劇《獅子山下》及其主題曲，再現了戰後香港人的日常生活，
成為香港流行文化的重要文本，於香港人身份認同建構中佔據重要地位。「獅子
山」作為符號，於流行文化中不斷再生產，建構香港人的文化認同。它本來只屬
文化符號，卻在各種意識形態爭逐下，慢慢從舊有的、符合政治權威需要的神話
解構，轉化為凝聚民間社會力量反抗政治權威的政治符號。本文通過對流行文化
文本及其視覺性的分析，指出「獅子山」作為政治符號，是國族論述及本土論述於
當下香港政治社會互相拉扯、爭奪領導權的縮影，同時亦是香港人的國族寓言。
關鍵詞：香港

獅子山

一

視覺性

領導權

國族寓言

指涉「香港」的符號：「獅子山」

蝦球問牛仔道：
「牛仔，你知道前面那座是甚麼山？」
牛仔道：
「不知道。」
蝦球道：
「是獅子山，我上去砍過柴。蘿蔔頭日本鬼在香港時，我爬山去
過新界。再走不遠就是中國地了。」
牛仔問：
「你到過中國地界嗎？」
蝦球道：
「沒有，我到過沙田。再走不遠就是中國，我現在想回中國去。」
——黃谷柳：
《蝦球傳》1
1947 年，香港文學界曾有過一場關於方言文學的論爭，黃谷柳所著小說
《蝦球傳》是當時其中一部重要作品。黃仲鳴將它歸類為跟純方言寫作相對的
「揉雜派」
，並提出後者與左翼文藝的密切關係 2。上述引文足見揉雜派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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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意識形態：蝦球想要回去中國，隱喻「在港『中國人』」或「香港」最終要回歸
「中國」
。至於中港如何劃界，答案是翻過獅子山 3。獅子山 4 位於九龍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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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界交界，即位處香港中南部，斷非蝦球所言「再走不遠就是中國」
。地理
距離既有物理面向，亦有文化心理面向。於蝦球（或黃谷柳）心目中，獅子山
以南是「香港」的地界，翻過獅子山後跟「中國」就很接近了。
如果小說中的「獅子山」是「南來文人」5 藉地理空間劃定「香港」的邊界
或屬地的想像，那麼香港電台於 1970 年代開始製作的電視劇《獅子山下》
，以
及顧嘉煇作曲、黃霑填詞、羅文演唱的劇集同名主題曲〈獅子山下〉6，則是
由香港人生產的流行文化文本，為「獅子山」作為「香港」的符號注入本土內
涵。
〈獅子山下〉歌詞訴諸人情，切中當時香港人資源匱乏但仍可憑努力向上
流動的社會現象，加上電視劇的播放，使「獅子山」往後成為代表「香港精神」
的符號。
「獅子山」自此被流行文化文本反覆引用，惟首度被挪用為政治修辭，當
始於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他在 2002 年宣讀財政預算案時，以〈獅子山下〉的
歌詞作結語，引來巨大迴響。
「獅子山」因而成為政府官員或親建制團體宣揚
「和諧社會」信息的符號。
「獅子山」之所以被如此挪用，跟電視劇和歌曲本身
的政治意識形態不無關係。香港電台於 2014 年重播《獅子山下》
，時任監製的
張少馨指電視劇於首播時有兩項功能：首先，電視劇以低下階層的生活處境
為題材，寫出小市民心聲及替他們吐苦水；其次，政府可以透過電視劇闡明
政策，增進官民溝通 7。這兩點說明了香港電台作為公營廣播機構的性質：
它不只為貧苦大眾提供消閒娛樂文本，還是穩定民心的政治工具。政治權威
如何操作國家機器以維持統治，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又譯阿爾都塞）有深
刻的分析，他把國家機器分為「強制性國家機器」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
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公營廣播機構正是後
者，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控制人民 8。論者如朱耀偉、陳銘匡，甚至歌詞原作
者黃霑，或多或少提及〈獅子山下〉跟香港人於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集體透過流
行文化建構本土意識相關 9，但未有述及流行文化文本的載體，即香港電台
本身具有的政治性質。香港流行文化跟香港人身份認同建構固然有密切關係，
本文旨在提出本土意識跟政治權威的隱密關聯，描繪流行文化文本呈現的香港
人身份認同以及其內部張力與矛盾，豐富我們對於香港本土意識的理解。
「獅子山」這符號乃由文字、歌曲、電視劇，甚至是地理景觀複合建構起
來的。
「當時大部分香港的徙置區、屋村以及木屋區的居民都居住在獅子山下
一帶，他們每天早晨起來，抬頭便看見那座仿似雄獅子般的獅山脈，精神煥
發地迎着朝陽，便鼓舞起他們逆境自存，奮鬥不息的精神。」bk 張少馨的說法
有兩點值得留意：首先，他道出獅子山地理景觀的視覺性潛藏的象徵意義，
以之連結香港人某種精神面貌；其次，儘管這種後設式解讀「獅子山」的象徵
意義不無摻雜個人的想像，但卻恰好說明「獅子山」可以任由作者、閱聽者建
構符號內涵的性質，以及人們如何記憶獅子山下的生活。記憶，是一套權力
關係。本文的核心問題在於探問「獅子山」於不同時段裏，如何建構香港人身
份認同？由此，衍生了以下問題：政治權威怎樣挪用「獅子山」這個符號來建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c161-201505024.indd 85

2017 年 6 月號

總第一六一期

17年6月2日 下午3:56

86 學術論文

構
「和諧社會」
？民間社會怎樣回應政治權威的
「獅子山」
神話？經歷
「雨傘運動」
後的「獅子山」政治符號，如何再次神話化，重新走進香港人的日常生活？
本文認為「獅子山」這個鎔鑄幾代香港人記憶的政治符號，借用政治理論
家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穆芙（Chantal Mouffe，又譯慕芙）吸納符號學、後
結構主義思想重構的領導權（hegemony）bl 理論來看的話，是香港人身份認同
得以產生的關節點（nodal point）
，即在特定的時空藉着認可某個特定符號，構
成暫時的共同體 bm。縱使「獅子山」的內容因時而異，但它長期作為代表香港
人的符號，有着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提出的「國族寓言」
（national allegory）
的性質。依其原來設想，國族寓言是一套共同體內部批判國民性的工具 bn。
「獅子山」於各種意識形態爭逐下，慢慢從舊有的、符合政治權威需要的神話
解構，轉化為凝聚民間社會力量反抗政治權威的符號。在重塑符號的記憶過
程中，香港人不再滿足於以舊有的內容被陳述，而是藉着連結政治運動予以
自我重造。

二

集體記憶：建構國族認同

經歷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打擊，以及美國步入經濟衰退期，香港經濟連
續幾年表現疲弱。據香港交易所 2001 年年度回顧，12 月份的失業率躍升至
6.1%，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繼續下滑，與去年同期比較下降 3.6%，當時經濟預
測估計，香港的全年本地生產總值（GDP）實質增長為零 bo。時任財政司司長
梁錦松於 2002 年 3 月 6 日發表任內首份財政預算案時，亦提到 2001 至 2002 年
度錄得赤字為 656 億港元，預料 2002 至 2003 年度的赤字為 452 億港元。這些
數字一再提醒當時的香港人：香港正處於艱難時期。面對如斯困局，梁錦松
提出一系列緊縮政策。為了爭取香港市民的支持，他於預算案的結語部分引
用〈獅子山下〉的歌詞，訴諸流行文化文本建構的集體記憶：
「放開彼此心中矛
盾 ∕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世〔誓〕相隨 ∕無畏更無懼 ∕同處海角天邊 ∕攜手踏平
崎嶇 ∕我地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 ∕那不朽香江名句」bp。
「集 體 記 憶」
（collective memory）最 先 由 社 會 學 家 哈 布 瓦 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他認為「過去」並不是客觀的存有，而是一種社會性建構，
人們如何建構和敍述過去，很大程度取決於當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 bq。梁
錦松的預算案結語，堪稱是「和諧論」的「獅子山下」版本，可稱之為「獅子山
和諧論」
。他在結語中，先回顧個人成長片段，鋪陳「香港是我家」的感覺。從
這種感覺出發，他暗中把個人情感轉化為香港人的集體情感，指香港人為了
「家」
，願意咬緊牙關捱過困難。困難總有希望跨過，全因「祖國」的強大。香
港不只是依賴於中國以走出難關，它還有自身的價值，即為中國擔任與世界
接軌的前鋒。1997 年主權移交後，人心回歸成為重要政治問題。
「香港是我
家」跟「中國是我國」是兩套對立的政治修辭，但他巧妙地把「家」和「國」的對
立轉化，呼籲香港人重新理解〈獅子山下〉早已明言的民間智慧。歌詞中「放開
彼此心中矛盾」的「矛盾」
，不只是香港社會內部的爭拗，更暗指中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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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指涉的「共濟」之處，不只是指香港走向更光明的未來，更暗指香港必
須認同國族論述框架，成為一座中國城市。他並非單純挪用「獅子山」為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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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背書，還試圖替「獅子山」的集體記憶添上新內容，將這個本土生產的符號
移植於國族論述框架內。
香港經濟在隨後兩年每況愈下，但這套政治修辭於民間社會仍有迴響。
長年在報章雜誌發表經濟評論的孫柏文、韋漢忠（Andrew Work）
、李兆富於
2004 年創辦的非政府組織、以智庫形式運作的「獅子山學會」
，主張香港政府
應該保持小政府、低稅率，盡量減少對企業和個人的干預，相信個人意志和
自由市場的價值觀為香港發展提供成功的基礎 br。縱使「獅子山學會」的政治
影響力成疑，惟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
「獅子山」即使依然象徵香港人的拼
搏精神，鼓吹個人努力，但它的指涉對象已經從奮發向上的低下階層，變成
在全球資本環境下努力保持競爭優勢的城市人；其次，
「獅子山學會」以非政
府組織的身份參與建構集體記憶，而且發起人大部分為沒有公職在身的市
民，足見民間社會亦有着自發的親建制力量，配合政治權威統治需要，調動
符號以生產意識形態。有關這一點在以下
「香港精神」
的例子中有更明確演繹。
「香港精神」是由劉鳴煒（富商劉鑾雄長子）
、陳仲尼（香港青年聯會前主
席）
、梁宏正（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之子）等建制人士於 2010 年開展的一項活動，
旨在「發掘和表揚能夠充份體現香港精神的人物和故事，延續永不放棄的信
念，建立積極樂觀的態度，感染每一個香港人」bs。每年，該活動主辦單位會
選出一些具備香港精神的人物為「香港精神大使」
。這活動看起來跟「獅子山」
無甚關係，然而「香港精神大使」的標誌正是圖像化的「獅子山」
（圖 1）
：銅色
線條勾勒獅子山外貌，山腳下是銀灰色高樓大廈剪影。這標誌表明香港精神
是一種城市人的精神，跟「獅子山學會」的理解暗合。
據「香港精神」網站聲稱，它們定義的「香港精神」乃參考自 2010 年香港
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特別進行的一項電話訪問調查列舉的七項香港
精神特質，包括：逆境自強、拼搏進取、靈活適應、勇於創新、積極樂觀、
刻苦奮鬥、關懷互助 bt。翻查當時新聞報導，卻稱香港亞太研究所「以電話
訪問 1,004 人，在 7 項『香港精神』特質中選出最具代表性、最值得保留及減
弱 程 度 最 多 的 項 目」ck。可 以 推 測，這 些 香 港 精 神 特 質 或 由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界定，並藉着模稜兩可的
言辭，為其聲稱賦予學術

圖 1 「香港精神大使」標誌

權威。無論這猜想是否成
立，
「獅子山」由本來一首
歌曲或電視劇生產的文
化記憶，為梁錦松挪用為
政治修辭而被重提，再先
後為「獅子山學會」和「香
港精神」填充新內容，成
為「獅子山和諧論」的重要
符號。

c161-201505024.indd 87

資料來源：香港精神網站，www.hkspirit.org。

17年6月2日 下午3:56

圖 2 〈香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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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精神：
〈香港精神

撐起七百萬人〉片段一

撐起七百萬人〉
（2010 年 9 月 13 日）
，www.youtube.com/watch?v=d7Ykg_

vNKrI。

此外，
「香港精神」其中一條宣傳片〈香港精神

撐起七百萬人〉
（下稱〈撐

起〉）
，示範了如何把日常生活記憶政治化。
〈撐起〉經常運用柔焦鏡頭，營造
光明、溫暖的效果，配合影片「父女情」和「家國情」兩個敍事主題需要的溫情
感覺。
〈撐起〉的敍事主線是敍事者阿兒與父親的關係，暗線則是阿兒到中國
偏遠地區做義工的國族敍事。父女情部分着意調度廣為香港人熟悉的事物 ∕符
號，例如「熱奶茶」
、
「菠蘿油」
、
「茶餐廳」
、
「電車」等，召喚受眾的認同感之
餘 cl，暗地裏把敍事者對香港的情感轉喻為女兒對父親的情感，
「香港情」給
過渡為「親情」
。如果阿兒把早餐（熱奶茶和菠蘿油）交給父親，表示縱使忙碌
也不忘親情的舉措（圖 2）
，電車則作為一個回憶空間，用以鋪陳父女情。父親
以電車司機的身份登場，由頭到尾沒有一句對白，連口部動作也幾乎不見，堪
稱為無語的主體。然而，這無語的主體卻非沒有權力的主體，相反在不斷被言
說的過程中一再確認其中心位置。阿兒稱父親不喜歡說話，畫面特寫電車車
廂內「嚴禁與司機談話」的標語。兩代人沒有對話，本來是下一代成長經驗的
缺失，但換個角度看卻是上一代敬業樂業精神的彰顯。這使得阿兒送早餐的舉
動，不無在長大成人後理解到父親的苦衷，主動向上一代提出和解的意味。
〈撐起〉另一條敍事線是阿兒的遊歷回顧。開首阿兒獨白：
「小時候，我好
希望到處遊歷，長大後到過很多地方，才知道最想念的是香港。」整段影片除
藉着她和一些小朋友的合照（圖 3）交代她到過中國之外，沒有明言她的其他遊
歷經驗。她見識過的世界是「世界」還是「中國」
，實在頗堪玩味。她忙裏偷閒
時，看着跟小朋友合照回憶過去的微笑，足見她相當珍視那段到訪中國鄉村
的經歷。她的情感投射並非單向，從鏡頭着意突出以簡體字書寫的字條（「樂
兒姐姐，謝謝您給 ……」）
，足見雙方有着情感交流。這段情節象徵地再現香
港人與中國人之間的情感紐帶，可說是建構國族認同的暗線。
「香港精神大使」活動始於 2010 年下半年，2009 年下半年至 2010 年初，適
值反高鐵運動鬧得火熱。運動主力正是被籠統稱為「80 後」的香港年輕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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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香港精神

資料來源：香港精神：
〈香港精神

撐起七百萬人〉片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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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起七百萬人〉
（2010 年 9 月 13 日）
，www.youtube.com/watch?v=d7Ykg_

vNKrI。

李月蓮觀察，傳媒賦予「80 後」的負面標籤蓋過了正面評價 cm，而「香港精神」
其他宣傳片，包括「香港精神大使」獲選者、評審者等受訪片段，或多或少提
到「香港精神大使」足以成為年輕人的榜樣，希望年輕人能向獲得嘉許者學
習。同樣地，
〈撐起〉的女主角阿兒是虛構出來的年輕人榜樣。這榜樣的作用
是言說一套將國族與家庭嫁接的論述：阿兒遊歷了多個地方後，領悟到「家」
才是最可貴的。而令她學懂珍惜身邊人的契機，是她曾探訪中國的貧困兒
童。阿兒與貧窮兒童的合照中，不見其他成年人，暗示後者無父無母。這情
景與影片後段阿兒向父親送早餐對照，不無以受助者的缺憾提醒自己要珍惜
家人之意。換句話說，國族認同有助完善家庭價值；國族認同和家庭價值為
一體兩面。
無論是梁錦松抑或親建制團體如「獅子山學會」
、
「香港精神」等創作的「獅
子山」
，都是藉着本土符號夾帶關乎國族的情感，以情感言說政治。儘管這些
視覺文本有再多的本土元素，包裝得再本土，都是香港人國族身份認同的詢
喚（interpellation）
，從而建構中國現有政權及其在港代理人的政治正當性。

三

爭奪領導權：去國族的本土符號

本土與國族未必是對立二元，但觀乎近年的香港政治現實，
「本土」卻是
民間社會反建制力量用以對抗政治權威的論述。政治權威的修辭、親建制團
體的符號挪用，卻將「香港」置於國族論述框架下，跟嘗試以「本土」重新定義
「香港」的香港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想像，後者甚至企圖與政治權威或「獅
子山和諧論」爭奪詮釋「獅子山」的權力，其重要實踐為 2014 年雨傘運動期間
「香港蜘蛛仔」的「獅子頭上掛 Banner」行動 cn。整個行動堪稱是拉克勞和穆芙
領導權理論的實際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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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勞和穆芙從語言政治角度理解社會現象。在他們的理論中，抽象的
個別符號隱喻社會中的個別主體，個別符號集合而成的符號共同體則是話語
（discourse）或話語形態（discursive formation）
。透過在不同符號間建立某種關
係以形成符號共同體的實踐，就叫做「接合」
（articulation）
。符號共同體內各個
符號的意義都是浮動的，但透過某個具統攝力的符號，就能把社會上不同的
主體或論述暫時接合，產生某些暫時的意義。能夠帶來暫時性穩定意義的符
號，被稱為「關節點」co。在這個意義上，
「獅子山」就是香港共同體的關節
點。領導權並非單由政治權威壟斷，而是開放予不同群體爭奪。
「獅子頭上掛
Banner」為雨傘運動期間的政治宣示實踐，它誘發其他人或拍攝相片，或以相
片編輯軟件製作改圖與海報，或製作實景模型，或將新聞片段剪輯成紀錄短
片，衍生一系列二次創作，為「獅子山」填充新的內容，是民間社會向政治權
威爭奪領導權的例證。
「香港蜘蛛仔」為「獅子山」填充的新內容，主要見諸兩段先後在 YouTube
發布的短片：
〈獅子山為基層撐起雨傘〉和〈「香港蜘蛛仔」
：獅子山上的海闊天
空〉cp。前一段為行動理念的宣示，後一段則是行動的過程花絮，結合起來構
築了一整套改寫「獅子山」符號意義的話語。
顧名思義，第一條短片的重點在於「為基層」
。敍事者一身蛛蜘俠打扮，
並以其招牌動作登場，但他沒有自命為超級英雄，反而一開口便說自己是普
通香港市民。他的蜘蛛俠裝扮，只為說明其技能與蜘蛛俠相似，都是擅長爬
牆攀壁；而自稱為普通市民，目的是與權貴作對比。這番對照更以香港的山
頭為喻：位於香港島的太平山代表權貴，獅子山則代表窮等人家，說明香港
政治現狀，即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只會關照有錢人，卻無視獅子山下的窮
人。敍事者還藉着重構「獅子山」
，把階級利益提升至更高層次的價值判斷，
指「獅子山精神」不應只是談經濟，更不是不談政治，為公義才是真正的「獅子
山精神」
。第二條短片展示了行動過程，給予觀看者「在場目擊」事發經過的感
覺，強化其情感 —— 作為抗爭主體的「香港人」認同。短片貫徹其匿名性質，
主要拍攝行動者的背部，偶有展現行動者的容貌，但全都經過鏡頭處理。無
面目既暗合大眾的性質，更接合雨傘運動人人以其所長貢獻力量的去中心式
自發參與特點。
除了藉着兩條短片作政治宣傳外，他們還利用傳統媒體為信息發布源。
《蘋果日報》刊載了幾篇報導，訪問中有些「補充觀點」
（《蘋果日報》本身也可
被視為中介，即「香港蛛蛛仔」的說法可能經過重組、改寫甚至扭曲）
，頗堪玩
味。他們說：
「希望香港有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有自己選特首的權利，讓不
同階級有向上流動機會，重現真正獅子山精神。」cq 政治權利的指向，不是
為了抽象的公義，而是為了公平競爭；換個角度說，公義的具體落實，關乎
社會能否促進階級流動。這跟過去香港社會的向上流動神話不無接通處，
不過近年香港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愈趨嚴重，使原有的神話自行幻滅。換
言之，其重構神話的嘗試有着相當保守的意識形態。但與此同時，由於行動
的訴求有着對抗國家機器的面向，或多或少為「獅子山」的符號賦予去國族的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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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上「我要真普選」直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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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Lam Yik Fei/Getty Images。參見林亦非（Lam Yik Fei）的Facebook，2014年10月23日，www.facebook.
com/photo.php?fbid=10152551117059332&set=a.490847139331.268764.573204331&type=3&theater。

「獅子頭上掛 Banner」的視覺性及感染力，在於其別出心裁的展示方式：
本是地理景觀的獅子山變成展示政治信息的舞台，人們可以遠距離或登山觀
看，亦可以藉着各種視覺再現瀏覽影像。在這裏，視覺性既是贏得支持和掌
聲的緣由，更是雨傘運動的支持者以重新建構的「獅子山」想像香港共同體的
關鍵。視覺性有多重要，需要一些較為技術的視覺觀視分析。以自由攝影師
林亦非拍攝的相片（圖 4）為例，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我要真普選」的直幡懸掛
在獅子山，或者曾到過獅子山的話，單單看這一堆怪石，觀看者未必能確切
認出這幅相片拍攝的是獅子山，而不是一個怪石嶙峋的不知名山頭。獅子山
之名，源於人們於遠距離或從南望向北，或從北望向南，山的外形跟獅子相
像。作為地理景觀的獅子山，是一種特定觀看距離產生的聯想（或錯覺）
。觀
看的角度和距離，跟影像成像以至聯想得以成立有着密切關係。另一方面，
觀看這幅相片的人如果懂得中文字，或看清楚山頭上黃色的部分是一條寫着
標語的布條，大概可以猜度這是一項政治宣示行為，然而，假如觀看者不認識
作為符號的「獅子山」
，或不太清楚雨傘運動經過的話，他們大概未必能夠讀取
相片的隱藏信息。借用巴特（Roland Barthes）的說法，這是因為觀看者缺乏「知
面」
（studium）—— 即有助於解讀文本的知識，無法讀取相片的文化內容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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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星流迹

資料來源：參見梁威恆（Schindler Leung）的 Facebook，2014 年 10 月 23 日，www.facebook.com/photo.php?f
bid=10152720358067200&set=a.277503857199.143118.501392199&type=3&theater。

攝影是一套技術化觀視
（the technologized visuality）
，要解讀其產物
（相片）
的意義，除了必須具備「知面」外，也不能忽略一些跟影像成像有關的生產技
術。以攝影師梁威恆的「獅子山星流迹」
（圖 5）為例，相片於夜間拍攝，在缺
乏光線的情況下要如此成像，必須長時間曝光，不然只能照出一片漆黑，無
可能看到掛在獅子山上的「我要真普選」直幡。相對而言，肉眼亦無可能在自
然環境下看到相片呈現的影像。據報導，梁威恆前後拍攝了一百多張相片，
每張曝光長達 20 秒，最後揀選了其中三十八張重疊起來，並以圖片編輯軟件
調整 cs。也就是說，觀看者看到的一張相片，其實是三十八張相片；觀看者
看到的「原相」
，實際上是後期製作的成品。憑着後期製作技術介入，肉眼本
來不能看到的景觀得以透過相片再現。這種做法的政治意義，可參照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的討論。他指出隨着機械複製技術興起，令藝術品於傳統、
宗教儀式的價值消退，故藝術的發展將以政治實踐為本。為對抗政治權威（當
時的法西斯主義）把政治美學化，即利用種種美學手段替政治人物做公關、鼓
吹領袖崇拜等，應該把藝術政治化 ct。
「獅子山星流迹」正是將藝術政治化的
例子，把一套政治宣言以攝影藝術方式再現，訴諸觀看者的美感經驗，重新
省思日常生活。
縱使「我要真普選」直幡在懸掛一天後便給拆除，但符號再生產機制隨即
啟動。香港人用圖像編輯程式將各種跟「獅子山」類似或有關的圖像，包括
「貓」
、
「小白獅」
、
「金剛戰神」
、
「獅身人面像」
、
「索斯機械獸」
、
「獅子座黃金
聖鬥士」等，跟直幡拼貼成各式各樣圖像在網絡上傳播。直幡還化為實體貼
紙，成為抗爭者在街頭派發的抗爭標記。後現代式拼貼，使「香港蜘蛛仔」原
本的政治宣傳或重構神話內容變得不再重要，令人記起的只是「獅子山」跟「我
要真普選」的（暫時性）符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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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的語言政治分析，政治權威及建制勢力長年累月參與書寫「獅子
山」這符號，使它成為構成香港社會集體想像的關節點。換句話說，
「獅子山」

獅子山：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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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香港人產生一套關於香港社會的集體的、具同一性的想像。然而，正如拉
克勞和穆芙分析，關節點無法永遠固定意義，它永遠受到「他者」的暗中破
壞，
「香港蜘蛛仔」就是破壞「獅子山」符號原有的「同一性」的「他者」
。在這案
例中，
「他者」重寫符號的過程就是「香港蜘蛛仔」在獅子山上掛直幡的行動，
亦是拉克勞和穆芙所指稱的「對抗」
（antagonism）dk。
「香港蜘珠仔」重新書寫「獅子山」的符號意義，一方面有其保守的意識形
態，但另一方面確實為詮釋「獅子山」帶來新的可能；這種新的可能更藉着各
種集體參與的二次或多次創作得以成就。經歷雨傘運動的「獅子山」
，成為一
個揉合抗爭與保守意識，但以本土為歸屬的政治符號。有趣的是，香港的資
本主義特性再度將這符號吸收，使符號得以再生產。

四

後雨傘時代：不再同舟各自登山

最近一個以獅子山精神為主題的廣告引起坊間不少回響。片首以年
輕人「我哋呢代有夢想無希望」開始，介紹從上世紀二十年代至 2000 年後
出生的歷代香港人物。他們來自不同行業、有不同理想，各有成就。廣
告片以「香港條路從來都唔易行，但每一代人都有他的獅子山精神」這句
話終結。……
香港條路從來都唔易行，但再分黃藍就更加難行。我們可否倡議不
分黃藍，接受對民主有不同意見，但堅持維護港人權益和港式法治及自
由，追求社會公義的新獅子山精神？
—— 王永平：
〈獅子山精神不應分黃藍〉dl
雨傘運動使香港社會分裂為「黃絲帶」和「藍絲帶」兩大陣營 dm，
「獅子頭
上掛 Banner」事件發生後，
「獅子山」成為「黃絲帶」的符號。幸福醫藥有限公
司的 Facebook 專頁分享前政府高官王永平文章時，特意引用以上文字 dn。跟
很多大型企業一樣，幸福醫藥於銷售產品的資訊性廣告以外，亦致力製作文
中提及的企業形象廣告。
〈獅子山精神〉為一系列廣告（下稱「系列廣告」）
，以
「香港人」為主角，建構企業品牌跟香港人和香港的關係 do。系列廣告先有一
段約一分鐘的點題廣告（下稱「點題廣告」）dp，然後好幾位在點題廣告出現的
敍事者 ∕角色，各自有一段約一分半鐘的訪問片段（下稱「訪問廣告」）
。
「每一代人，都有佢嘅
〔他的〕
獅子山精神」
，是點題廣告的旁白獨白
（圖 6）
。
它說明了系列廣告的主題：
「獅子山精神」有不同的版本，版本之分在於世代
差異。自呂大樂《香港四代人》一書出版後，世代問題成為了公民社會的重要
議題 dq。縱然呂大樂以階級流動解釋第四代香港人（即「80 後」
、
「90 後」）的困
局及其反建制心理惹來爭議 dr，但世代問題無疑相當具滲透性 —— 就連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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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醫藥 Facebook 專頁封面相片

資料來源：幸福醫藥 Facebook 專頁，2015 年 3 月 30 日，www.facebook.com/Fortune.Pharmacal/photos/a.462
321150447463.111384.457259547620290/990336894312550/?type=1&theater。

「佔領中環」運動的「佔中三子」
（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指參與者必須年滿
十八歲，都被學生組織（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民思潮）質疑這種抗爭想像是
否「家長式思維」ds。
雨傘運動的主體給設想為「學生」
，旺角佔領區初期受到反佔領人士暴力
騷擾，支持群眾高呼的口號就是「保護學生」
。
「學生」是否運動的主要參與者
不無疑問 dt，但不能否認的是，
「學生」延續這些年來香港關於世代問題的爭
議。運動裏生產的符號或話語，很多都將下一代與上一代對立起來 ——「獅子
山」亦不例外，正如點題廣告以「我哋呢代〔我們這一代〕
，有夢想，無希望」
這一句獨白為起首語。不過，廣告藉着廣納不同階層、年齡的受訪者，包括
何藝之（學生）
、謝曬皮（插畫師）
、深水埗明哥（「良心飯堂」老闆）
、達哥（手
機遊戲開發商副總裁）
、王志本（會計師）等，把「獅子山」由「80 後」
、
「90 後」
等年輕人的抗爭符號，拉回更廣大的「香港」社會脈絡。點題廣告把「獅子山精
神」視為一套應對「難關」的精神面貌，由於每個人的命運、際遇、故事各有不
同，使得「獅子山精神」可以有不同的詮釋。同時，點題廣告嘗試重新論述「獅
子山」是香港人的共同符號，即儘管各人對「獅子山」各有詮釋，但總有一些共
同分享的元素。
對應於視覺文本，各人於訪問廣告裏將自己所擁有的東西連結上「獅子
山」
。例如〈明哥．舊衫．獅子山〉以其身上一式多件的衣服，展示其節儉性
格 ek；
〈謝曬皮．面膜．獅子山〉則回溯她的發迹史 —— 在 Facebook 打響名堂
的漫畫，就是以自己敷面膜為題材 el。如果訪問廣告較為詳細道明眾人如何
理解心目中的「獅子山」或「獅子山精神」
，則點題廣告便是嘗試把眾人的故
事歸結為一個關於個人奮鬥的故事。策劃此系列廣告的密達美渡傳播（M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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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創辦人及策略創意總監李孔仁接受傳媒訪問時，稱「獅子山
精神」
縱有不同定義，但都包含毅力及堅持 em，於廣告中轉化為
「搏盡」
（盡力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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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口語。
當社會因政治爭議撕裂為黃、藍兩大主要陣營，其重要徵狀是世代差
異，則療救良方莫過於讓雙方有機會坦誠溝通。訪問廣告的其中一部分，受
訪者分別向與他們不同世代的「50 後」或「90 後」說一些話，顯然有「大和解」
的意味。而各受訪者亦相當「配合」
，沒有說一些太過偏激或觸怒他人的話（或
不太想到有甚麼好說，譬如詠春師傅葉準〔圖 7〕en）
，令整個廣告尚算維持「和
諧」的調子。廣告中各種意識形態都有其表述空間，符合社會對於多元及尊重
他人的想像。

圖7

幸福醫藥〈獅子山精神〉廣告片段一

資料來源：幸福醫藥：
〈獅子山精神〉
（2015）
，www.youtube.com/watch?v=D9IIoRTJ9l0&index=1&list=PLNAi
ZoJ7pEwiVl9c7T3r0ACHAPKkfmKmo。

跟之前建制人士或親建制團體應用「獅子山」不同，系列廣告容許各種意
識形態的聲音發言，一方面使得它看起來更為包容，切合「大和解」的用心，
但另一方面由於需要表達一些年輕人的「心聲」
，使得點題廣告的「獅子山」無
可避免地跟過去的「獅子山」分道揚鑣。過去的「獅子山精神」帶着樂觀的許
諾，告訴人們只要努力奮鬥，自然能夠擺脫當前的困難，但系列廣告卻不無
悲觀的味道，例如點題廣告的獨白者着意描述當下的困境（「明知會輸」
、
「香
港條路〔的道路〕
，從來都唔易行〔不易走〕」）以及訴諸堅強意志（「我哋都一
定要贏」）
，多於承諾之後一定能迎來美好的未來。如梁錦松般強調「同舟共
濟」
、集體身份的過去已一去不復返，個人與秩序之間的衝突、分裂已是不能
否定的社會現實。
系列廣告如何將這些論述裂隙重新縫合，令「獅子山」重新成為關於香港
的神話？答案是：藉着視覺性指涉一些香港人共同分享的性格或精神特質，
而不是一些美好前程的空泛諾言。並讀系列廣告的文案及其視覺性，可見多
元與複合的聲音，藉着統一的視覺性重新（暫時）縫合；至於經過改寫的「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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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或「新獅子山精神」
，則成為引起香港人共鳴的符號 ∕關節點。以點題廣告
為例，其色彩調配明顯花過一番心思。
要理解色彩於視覺文本的符號形構，可以借助巴特的神話學分析。他以
一幅圖表說明神話的結構（圖 8）
：

圖8

{{

語言（Language）
神話（MYTH）

神話的結構

1. 能指 ∕符徵

2. 所指 ∕符指

（Signifier）

（Signified）

3. 符號（Sign）
I 能指 ∕符徵

II 所指 ∕符指

III 符號

資料來源：參見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 trans. Ri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Laver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13), 224。

於語言層面，能指（文字或聲音）與所指（意義）結合，就成為了符號。符號於
神話層面，則變成了能指，跟其象徵意義即所指，結合成為另一個符號。譬
如玫瑰在語言層面，能指是「玫瑰」這詞彙，所指則是「玫瑰」這種花卉；於神
話層面，能指是
「玫瑰」
這種花卉，所指則是
「美麗」
、
「高貴」
、
「熱情」
等象徵。
巴特的神話學從語言學方法分析符號，史特肯（Marita Sturken）
、卡萊特
（Lisa Cartwright）則從視覺文化研究的角度，豐富了巴特於神話的第一層結構
裏，原本只集中於語言學範疇的設想：即能指不只是文字和語言，還包括了
影像和聲音等不同視覺語言（圖 9）
：

圖9

視覺文化的神話結構

影像 ∕聲音 ∕文字 → 能指 ∕符徵（Signifier）
------------------------------------------------------意義 → 所指 ∕符指（Signified）

符號（Symbol）

資料來源：參見史特肯（Marita Sturken）
、卡萊特（Lisa Cartwright）著，陳品秀譯：
《觀看的實
踐：給所有影像世代的視覺文化導論》
（台北：臉譜出版，2009）
，頁 49。

影像再現重視的不只是情節、對白等文字和語言層面的元素，色彩、明暗等
視覺語言也是重要的中介。史特肯和卡萊特提醒人們視覺語言之於傳達信息
的重要性，有助於分析影像時挖掘言外之意。
以上述幸福醫藥的點題廣告為例，從畫面的色調、明暗，可以看到它致
力營造怎樣的氣氛，以及跟它要表達的信息有甚麼關係。整個廣告要麼是黑
白色調，要麼是偏藍冷色調。廣告末段鏡頭以高角度拍攝一名男子在山道上
行走，鏡頭一轉就是他回首看着來時路。他的容貌於鏡頭接鏡頭之間無法分
明，恰好以模糊面目把其身份對應於大眾。旁白剛說完「明知會輸，我哋都一
定要贏」
，接着的鏡頭便是先前曾出現過的一眾敍事者 ∕角色以快速跳接的定
格相片登場，然後就是最後一句旁白：
「香港條路，從來都唔易行，但每一代

c161-201505024.indd 96

17年6月2日 下午3:56

圖 10

幸福醫藥〈獅子山精神〉廣告片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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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幸福醫藥：
〈獅子山精神〉
（2015）
，www.youtube.com/watch?v=D9IIoRTJ9l0&index=1&list=PLNAi
ZoJ7pEwiVl9c7T3r0ACHAPKkfmKmo。

人，都有佢嘅獅子山精神」
。此時鏡頭一轉為晨光下獅子山遠景，畫面色調也
轉為偏黃橙的暖色系（圖 10）
。
廣告畫面的色調、旁白都是視覺文本的能指，亦即其聲音或文字。至於
它的所指跟藉語言構成的論述大相逕庭。以黑白色調或偏藍冷色調統一呈現
各角色的形象，就算未有交代眾敍事者 ∕角色的故事，已予人沉重、困悶的感
覺。這一方面暗喻眾人的人生路途同樣面對着困難，另一方面卻將眾人莫衷
一是的論述或面對困難的心境，巧妙地轉化為相同的結構，即同樣表現得沉
穩、堅忍。從廣告開首到有人登山的畫面，色調是一片黑白灰，惟末段的獅
子山遠景卻是晨光曦微，色調轉為讓人感覺溫暖的橘黃色。當登山畫面以冷
色調象徵艱辛的過程，獅子山遠景則以暖色調象徵美滿的成功。登山的過程
被忽略，更沒有明言到底登山者最終能否攀登至山頂。這種開放式結局，其
實又一次回到過去「獅子山」予人的樂觀許諾：跨過重重難關，就可以看到美
好的風景，並享受到成功的喜悅。不過，它不像以往「獅子山精神」般告訴人
們
「一定」
能跨過難關，而且畫面只有一名登山者，暗示他只能獨自面對困難，
再沒有「同舟共濟」的夥伴。
於語言層次，色調作為能指，與畫面的所指結合，構成了一些關於登山者
的性格特質，或面對困難的心情，例如「堅持」
、
「毅力」
。進入神話層次，
「堅
持」
、
「毅力」成為能指，
「香港人的特質」則是其所指，兩者結合就是系列廣告
嘗試重新定義的「新獅子山精神」
，亦即是它嘗試創製的後雨傘時代的神話。
由於系列廣告將克服困難的關鍵轉化為個人的性格特質，並隱去構成各
人困難的特殊政治經濟處境，是故這套「新獅子山精神」不無去政治化之嫌。
幸福醫藥嘗試挪用「獅子山」塑造其品牌形象，恰好說明香港的商業社會性
質，跟民間社會的進步力量互相拉扯，構成香港主體性的複雜多樣：既有解
放的欲望，亦有因循的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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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香港人的國族寓言

上述討論「獅子山」怎樣被不斷改寫，展現不同版本的「香港故事」
，其政
治涵義可借用詹明信的「國族寓言」闡明。以下先從史書美與彭麗君的相關討
論作為切入點：史書美討論導演陳果的電影時，將詹明信一大段原文湊成一
句短句：
「所有第三世界文本都必定是 …… 國族寓言」
，聲稱「國族寓言」是在
第三世界找尋在第一世界（美國）已失去的懷舊產物，故此是一種對自我過去
的懷舊。為批評這種懷舊方式，史書美以陳果的「香港三部曲」
（《香港製造》
〔1997〕
；
《去年煙花特別多》
〔1998〕
；
《細路祥》
〔1999〕）為例，指幾部電影藉
着描繪邊緣群體或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展示無論是懷舊或跟國族情感相關的
事件，於香港人心目中普通不過，與日常生活無關 eo。但由於陳果把電影投
進獨立電影市場，使它們以「政治電影」的姿態廣受海內外觀眾、評論者歡
迎，容許人們作國族寓言式解讀，
「香港三部曲」的獨特性正在於以雙聲道揭
露國族寓言的局限 ep。國族寓言於她的閱讀裏，是第一世界理論家生產的權
力話語，而陳果的電影卻以平凡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mundane）
，擺脫國族、
國族寓言、後殖民性等大論述 eq。
基於這種書寫策略，彭麗君指陳果於史書美的書寫中，雖然代表香港發
言，但並非傳達一個統一的「香港故事」er。國族寓言並不是史書美的主要分
析框架 —— 縱使她承認「香港三部曲」表達了「近似於國族的憧憬」es —— 她
的重心毋寧如其篇章標題「國族寓言之後」所示，重點是在「之後」
。這「之後」
就是她打算論證的「香港性」
（Hong Kongness）
。史書美指香港性是「一個與它
的殖民地過去和中國性所進行的複雜的談判過程」
，亦是「在殖民 — 後殖民 —
新殖民的連結上，不確定的位置（positionality）」et。彭麗君認為史書美的解讀
縱然建基於「否定」
，但其否定換個角度看也是某種「定型」
，陳果卻是拒絕任
何定型。這種對於自由的渴望，恰恰是其電影以至他走進國際市場的策略所
呈現的香港性 fk。
綜合兩人觀點，
「香港三部曲」於言說香港故事時包藏着兩面性，史書美
聚焦於「否定」
，彭麗君則把目光放於「非否定」
。一方面，
「香港三部曲」不能
或無意於言說一種「統一的」
「香港故事」
；但另一方面，似乎陳果更無意於言
說甚麼「香港故事」
，反而他如何走進國際市場的操作本身，更能呈現一種「香
港故事」
。兩人各走極端的解讀，莫不預設陳果能夠 ∕有資格「代表」香港發
言。問題是，陳果的電影或「香港三部曲」是否應該視為香港人的國族寓言？
本文梳理由梁錦松至雨傘運動後各種書寫「獅子山」作為香港精神符號的實
踐，說明除以陳果電影為呈現香港性的視覺文本外，亦可以考慮在地生產的
符號即「獅子山」
，尤其是後者有着前者沒有的國族寓言性質。
張歷君稱要理解國族寓言 fl，不能不注意「臣屬」
（subalternity）這個源自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概念。他指出詹明信期望藉着重提此概念，重構
馬克思傳統中的「文化革命」
，從而解釋「文學作品可以是政治行動」
。
「臣屬」
指專制體制下人們的卑下智力及順服習慣的品質，而國族寓言就是一套批判
臣屬的工具 fm。史書美之於國族寓言的後殖民式閱讀，未有注意詹明信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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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國族寓言，是一套關於第三世界人民或受壓迫者的自我解放計劃，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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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獅子山」是政治權威用以說服人們接受現實，
「同舟共濟」
、
「放開彼
此心中矛盾」以面對當前困局的政治修辭，建構一套訴諸個人努力、不談社會
公義、不問政治權威責任的社會意識形態，塑造和諧社會。從詹明信理論的
角度看，此操作是為製造臣屬。然而，
「獅子頭上掛 Banner」及各種相關的二
次創作，演練的正是一套對抗政治權威和批判臣屬的符號再生產政治，為社
會變革提供想像力及可能性。換句話說，
「獅子山」的符號重寫，指向的正是
香港性內含的臣屬面向。
「臣屬」這概念恰好能與「領導權」對舉：藉着文化上
的話語爭奪，為從政治權威的意識形態宰制下尋求解放提供文化及理論武
器，建立主體性。
要理解這種主體性，不能忽略其時間面向。如果說「香港三部曲」的時間
隱喻，在於不固定過去或未來，亦不將現在當成過去和未來的連接，香港自
有一套時間規律，不為英國或中國左右或定義 fn，那麼從「獅子山」作為符號
及其連帶的身份認同演變，可見從政治記憶的角度看，過去、現在、未來於
同一時間點互相滲透、交錯。
「獅子山」於雨傘運動的重寫，因着視覺文本的
互文性，過去（視覺文化文本）給帶到現在（作為二次創作的素材）
；作為抗爭
符號，它追尋的是原本在《基本法》白紙黑字寫下的民主承諾，要求政治權威
依言落實承諾，未來是現在行動的欲望根據。至於「獅子山」於後雨傘時代
的再生產，包括本文提到的幸福醫藥系列廣告，以至未有提及的一些網絡創
作 fo，表明「獅子山」符號於不同年代都會因應一些政治事件或環境，被不同
的集團或人們（包括政治權威、親建制團體、民間社會等）挪用為意識形態再
生產的原材料。從符號的「歷史」或其演變過程，可見「獅子山」徘徊於政治化
及再 ∕去政治化之間，時而成為政治權威製造臣屬的工具，時而成為民間社會
批判臣屬的利器。後雨傘時代討論香港人的主體性，政治勢力如何建構香港
人的國族寓言以爭奪領導權，大概是不能迴避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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