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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回顾了香港学术界对香港人文化认同的讨论和后殖民批评 ,
透过香港知识分子对香港人 、香港历史和香港特性的表述来探寻殖民主义 、
民族主义和香港本地意识在香港人近 30 年的文化认同建构过程中的冲突 、
并存与混合关系 , 显示回归前后香港社会意识形态如何围绕全球性 、民族性
和地方性三个不同主题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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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至今 ,香港学术界和社会舆论对香港人的文化认同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直接促成这一讨论的因素是“九七”回归。对知识分子

来说 ,西方学术界流行的关于全球化 、文化对话 、后现代主义的讨论 ,与

香港的历史时空相结合 , 激发了对殖民(colonial)与后殖民(post-

colonial)香港的讨论;对香港民众来说 ,由于管治权的转移 ,回归前后中

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对香港居民国籍身份的确认做出了一系列安排 ,

这些安排 ,以及对不同安排的选择迫使香港人自问:我是谁 ?我过去是

谁 、将来是谁? 身份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份证明文件 ,还包含身

份所涉及的国家和族裔文化认同。虽然在英文当中身份和认同使用同

一个单词:Identity ,但一个人的身份并不一定与他的文化认同相一致 。

例如许多海外华人华侨持有居住国的居民身份证 ,却认同自己为炎黄

子孙;相反的情况也不乏其例。文化认同是在族裔或群体存在状态的

变化过程中不断建构和重构的 ,是族裔或群体历史的写照 。在香港这

个特定的空间里 , “香港人”这个群体的历史就是迁移与扎根 、被殖民与

去殖民(de-colonial)的历史 ,因此 ,在香港人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讨论当

中始终贯穿着殖民 、反殖民和后殖民政治与文化批评的主题。本文回

顾了迄今为止香港学术界对后殖民与香港人文化认同的讨论 ,通过学

术界的争论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 20世纪以来香港社会意识形态

如何围绕全球性 、民族性和地方性三个不同主题在发生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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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后殖民与文化认同

　　在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 ,后殖民有两层终结含义 ,一是关乎时间

的 ,指殖民控制已经结束;二是关乎意识形态的 ,指殖民主义已经被取

代。第一种终结比较容易理解 ,香港和澳门被称为“世界上最后的殖民

地” ,随着港澳回归祖国 ,外国在港澳地区的直接管治也终结了。第二

种终结就比较复杂。殖民化表现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国家

在经济上进行资本垄断 、在社会和文化上进行“西化”的渗透 ,移植西方

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习俗 ,从而弱化和瓦解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伴随

着全球化过程 ,殖民者在殖民地有意识地实行现代化 ,发展当地的经济

和技术 ,训练当地人成为西方经济及文化的代理人 。因此 ,后殖民讨论

所关注的问题是驱除殖民意识并寻找自己的文化特质。弗朗兹·范农

分别于 1952和 1961年提出 ,曾经遭受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不仅要争

取民族的独立形式 ,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去除心灵上的殖民状态(张京

媛 ,1999:6)。后殖民批评因赛义德的《东方学》而成为学界流行话题 ,

赛义德集中分析了殖民话语创作 ,西方通过各种文本形式对东方国家 ,

特别是那些受殖民主义控制的地区文化所进行的知识编码和制造 ,不

但创造了相对于西方知识体系而存在 、以相同于西方知识的逻辑构成

的东方学(Orientalism),而且创造了一批自觉运用西方话语的东方知识

精英 ,并影响了东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赛义德 ,1999:375)。东方国家人

民在后殖民时代对身份的再寻求 、对自身文化和社会特性的反思是去

除意识形态中的殖民性的重要步骤 。

影响文化认同的因素很多 ,一般因素有种族 、阶级 、性别 、地理位置

等。在香港 ,影响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还有具体的群体历史 、特定的社

会 、文化与政治 。在英殖民管治时期 ,香港人的中国文化特性 、民族意

识受到压制 ,导致“文化原质失真” ;1949年以后 ,中国政府确立对香港

“长期打算 ,充分利用”的工作方针 ,香港与内地分隔 ,分别由不同政府

管治 ,从此香港人与内地人不再经历相同的民族历史 ,不再分享共同的

集体记忆 。与此同时 ,香港也是一个移民社会 ,大部分人口于抗日战争

以后因战争或政治的原因陆续从内地迁去 ,这种迁移多属于自我选择

的结果 ,而不是像非洲黑人一样由外力造成 ,这样 ,香港人的文化认同

包含“从何处而来”和“身在何处”两个答案不一致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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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香港殖民性与后殖民性讨论的学者并不限于香港本地 ,还有

不少旅居海外的香港人 ,以及从西方国家前往香港从事研究或教学的

学者 。本文的讨论尽量选取在香港出生 、并长时间生活于香港的本地

学者的有代表性的观点 ,原因是后殖民讨论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批评 ,即

第三世界学者在与西方学者对话或作出后殖民批评时 ,必须反省自己

的意识和身份 ,避免借用自己的边缘身份 ,通过对殖民主义发起批评的

策略来获取西方学术中心的权力(王宁 ,1998:122),本文只把香港本地

学者的意见视为欧洲中心话语中“他者”的声音 ,试图避免王宁所指出

的讨论困境 ,同时能够更清晰地显示出这些观点与香港社会意识的

关系 。

二 、香港人

　　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在于两者并不一定是一致的 。通过具体

的生活实践 ,一个人的身份可以由自我和他人辨认出来 ,而文化认同却

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判断及情感所系;如果说前者具有较多可

观的成分 ,则后者具有较多主观成分 。但是文化认同绝不是臆想出来

的 ,而是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相观察和审视之中逐步形成的

(Mead ,1934)。香港人的身份和文化认同是在“谁是我们”和“谁是他

者”的不断界定之中形成的。

王赓武认为 ,现代“香港人”与传统的海外华人不同 ,他们不会把自

己称为“唐人”。“从文化和历史角度来看 ,香港人是中国人 。这种对国

家的认同感 ,今天比以往更加强烈 。但是 ,不少香港人却自认为是有不

同意识的中国人 。他们拒绝殖民地中国人的概念 ,对这种`反面形象'

已经反感了几十年”(王赓武 ,1997:860)。王赓武认为香港人是指那些

即使不公开反对殖民统治 ,但至少与少数欣赏英国统治的人截然不同

的人们 ,但也不等同于具有中国大陆或台湾的当代主流意识。香港人

的认同意识产生于 1970年代 。1997年 ,香港人将成为特别行政区里的

中国人。许多香港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特别历史环境中所形成的优势

和缺点 ———香港成为中国和区域内其他城市和口岸的样板(王赓武 ,

1997:860-865)。王赓武是海外华人研究的代表人物 ,他把香港人同

内地的中国人 、台湾的中国人和海外的中国人区分开来 ,其依据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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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认同英国殖民者 ,但他们也不完全认同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及其

他海外华人社区 ,他们具有自己的地方认同观念。也就是说 ,香港人对

家与国的观念不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相对于台湾和其他海外华人社区 ,

香港人更少分离主义的倾向。刘兆佳于 1995年所做的一项问卷调查

也反映出香港人家与国两种观念的不一致的特点 ,刘兆佳分别以“香港

人”和“中国人”代表香港本地认同取向以及祖国认同取向 ,结果:认同

自己为 “香港人”的占被访者的 50.2%,认同自己为 “中国人”的占

30.9%,前者与后者相差近二倍(刘兆佳 ,1997)。两种认同有差异的人

群90%以上具有“华人性” ,赞同中国传统观念 ,以身为华人为荣;但对

现实中国缺乏好感。“香港人”比“中国人”有更强的移民倾向(刘兆佳 ,

1997)。

无论怎样描述香港人文化认同的特点 ,多数香港学者都赞同香港

人的文化认同具有明显的本地倾向。这种本地意识是怎样形成的 ,学

者的解释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刘兆佳认为 ,造成“香港人”或“中国人”

身份认同差别的原因是 1950年以后内地与香港之间实施边境管理;此

后内地与香港两地的发展路向发生很大差异 ,体现为社会制度(社会主

义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内向发展与外向发展)、管治方式(人治与法

治)等方面完全相反的选择;同时 ,香港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是从内地历

次政治或经济困境中出逃到港的难民 ,这部分人具有政治离心倾向;再

者 ,1950-1980年之间 ,香港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最后 ,港式

方言文化形成 ,有助于增强香港人的本地观念(刘兆佳 ,1997)。刘兆佳

是从香港与内地发展的现实差异来解释的 ,马杰伟也有相似的观点 ,他

认为本土意识的形成始于政府公屋 、居屋计划 ,建构“家在香港”意识 。

香港的快速现代化使中国传统价值观崩溃 ,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

(马杰伟 ,1996)。郑宏泰和黄绍伦在研究香港身份证制度和内地对香

港人“回乡证”制度的基础上指出 ,内地在1950年以后对香港人出入边

境及在内地活动的诸多限制或特别规定 ,压抑了香港人国家认同的发

展。相反 ,港英政府推行“身份证”制度 ,客观上对市民的本地认同有推

动作用(郑宏泰 、黄绍伦 ,2004:180)。对“中国人”和“香港人”身份的相

对关系 ,李小良这样表述:“长久以来香港人摆动于认同`中国' 与`英

国' 身份之间 ,另类独立的第三项身份又不显不灭 ,始终未能生成 。香

港的身份认同是一个揉性身份不断打造和形塑的过程 。我是香港人 ,

因为我不被允许成为完全的中国人 ,我想我会这样界定我的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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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李小良 ,2003:595)

一些学者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讨论香港人本地意识的形成 。港英

政府成立的中文教育委员会于 1953年提交推行中文教育的报告书说:

“香港的中学生不单要保留和珍惜自己文化的精粹 ,且应学习英国和西

方思想的菁华……中国学生在熟悉自己的语文 、文学和历史后应该更

进一步 ,以这些知识作基础 ,对东西方思想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透过

这种研究 ,香港的学生才能够成为现代的中国人 ,既能自觉于自己的文

化 ,同时又能够有一种开明 、平衡而国际化的世界观” ,王宏志认为香港

人的意识受到这种殖民教育的影响(王宏志 ,2000:15-16)。谷淑美指

出 ,港英政府通过对香港社会意识形态的倡导和对某些媒体的授意而

把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对立多次转译 ,从而把矛盾转移 ,并创造

出新的本地意识 ,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对“他者”的创作与改造(谷淑

美 ,2002)。我类和“他者”的分类在 1950年代初香港的社会意识当中

被表述为民族主义(认同中国社会主义)与殖民主义(认同殖民主义香

港)的对立。1967年香港发生严重的社会冲突(香港史界称“ 67 暴

动”),其促成因素很多 ,主要有香港社会的阶级矛盾 、民族矛盾和内地

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但是港府和社会舆论在短时间内一致把

“暴动”的源头归咎于内地及香港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政治主张 ,由此共

产党和由共产党领导的内地被表述为“他者” ,而对本土主义和改良殖

民主义的认同则被表述为我类 。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对立还经过另

一种转译 ,1967年之后港英的政治改革及文化政策通过城 乡对比把殖

民历程转译为都市香港与乡土中国的对立 ,前者代表发达 、开放的我

类 ,后者代表落后 、封闭的“他者” 。谷淑美认为 ,基于“恐共”和“都市”

意象而生的香港本土身份意识 ,建立在“中国大陆”异于“香港”的论述

程式上 ,前者指强权政治和落后经济 ,后者代表自由和繁荣;这种分类

一直延续到 1997前后 ,并直接导致了香港民间关于民主的政治争论

(谷淑美 ,2002:354)。香港人本地认同的形成和殖民主义的关系还反

映在其他方面的叙述中。叶荫聪认为香港的本土意识是在民族主义及

殖民主义论述本身及相关的框架中运作 、形成一个文化的混杂化过程

(cultural hybridization)。在 50 、6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

冷战论述中 ,香港被描述成“铁幕”的边缘 ,东西文化交流的好地方。叶

荫聪选择 50 、60年代一份相当受欢迎的刊物《中国学生周报》作为分析

个案 ,指出《周报》在 1967年的暴动中始终强调社会稳定是社会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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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号召市民支持殖民政府 ,做“无根的中国人” ,以香港“人民” 、“社

会利益”之名 ,号召社会团结 ,鼓吹建立一个略具雏形的“民间社会” ,以

服膺于殖民政权的“安定繁荣”的社会秩序 。他还发现 ,在《周报》的叙

述当中 ,殖民处境下知识分子的民族伤痛转变为新民族身份 ———跨文

化的双语知识分子的自豪感 ,这种意识形态运作把对抗收编为“文化” ,

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冲突转移到别处(叶荫聪 ,1997:25-26)。

谷淑美和一些学者也指出 ,在本地认同和祖国认同的“我类”和“他

者”分类的塑造过程中 ,香港大众媒体与殖民政治之间存在某种“合谋”

或“互相渗透”(谷淑美 ,2002:366)。“大众文化不高谈政纲 ,不查究历

史 ,但却依然能传达政治讯息和创制历史意象 ,将不同类型的政治 、经

济和文化市场联系起来 ,起着一定政治化效应”(谷淑美 , 2002:366)。

史文鸿早就指出 ,在香港电影当中内地人常常成为笑柄 ,不断重复港式

城市优越感以及对乡村文化的歧视(史文鸿 ,1993)。马杰伟认为 ,1970

-80年代发生的内地移民潮(合法与非法总计:1977年 3.1万 ,1978年

9.5万 ,1979年 17.8万)对香港社会造成压力 ,同时电视媒体对内地人

形象的歪曲塑造 ,使内地人和内地移民渐成“异类” ,本土意识进一步强

化。电视剧《网中人》塑造的一个内地移民角色“阿灿” ,充当了“成员归

类工具”(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马杰伟 ,1996)

但是 ,学者们也发现 ,香港人对自我身份的界定是变化的 ,刘兆佳

的调查发现 ,认同自己“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的香港居民随着回归

时刻的临近而增加 ,而且在多数指标中“香港人”与“中国人”在态度上

的差别有限 ,他认为这说明身份认同的形成在香港历史尚短 ,对自己选

择的身份只有低度的感情投入 ,因此并不衍生分离主义 。两种身份认

同当中都不涉及对具体地域和政权的效忠(刘兆佳 ,1997:25-27)。

三 、香港故事

　　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对族群历史的叙述。在后殖民批

评当中 ,重构殖民地人民身份与认同的困境是历史断裂的例证。殖民

时期殖民地自身的历史被殖民者刻意扭曲和删改 ,从而达到经济文化

侵略的目的 ,而殖民地为了保持自己身份的独立必须对抗被歪曲的历

史叙述 ,并通过重构历史获得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因此 , “书写历史

194

社会学研究 　2005.4



同时也是反思身份 ,它不单反映历史 、铺陈问题 ,也在过程中建构了身

份”(潘毅 、余丽文 ,2003:3)。对香港历史的再叙述也是香港后殖民批

评的重要内容。

香港近50年的经济成就令世界瞩目 ,不少学者对此作过解释 。金

耀基(King , 1981)提出 ,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同 ,港英政府的管治

方式是在行政体系当中设立咨询架构 ,使民间的抗争通过内部的 、政府

控制的方式传达到决策层 ,金耀基把这种香港式殖民管治制度称为“行

政吸纳政治” 。刘兆佳(Lau , 1982)提出 ,香港社会的特点是“功利家庭

主义” ,它关注家庭利益多于关注社会整体利益 ,因此香港社会呈现出

务实 、临时和零碎地解决问题的政治特征。把两位学者的论断并列起

来则会发现他们的结论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 “功利家庭主义”的存在使

“行政吸纳政治”变得可行 。在后殖民批评中 ,罗永生尖锐地指出 ,殖民

者利用“行政吸纳政治”当作为香港殖民管治辩解的理据 ,在全球非殖

民化潮流下 ,港英政府便能够以开明政府的面目出现;“功利家庭主义”

则为专制殖民管治的实施提供了理据 ,殖民政府的伎俩就是设计一套

适合这种香港都市社会性质的统治技术 ,罗永生称之为“以管理主义转

化殖民主义”(罗永生 ,1997)。

香港末任总督彭定康在 1996年的施政报告《过渡中的香港》中这

样解释香港的经济成就:“在香港 ,我们建立了一个忠于我们的政治价

值观的管治制度……我们为香港社会 、法律和经济所建立的价值观和

所施行的政策 ,让香港人有机会充分发挥他们冲天的干劲和杰出的才

华 ,在一个公平公正 、人人守法 、秩序井然的社会里努力向上 ,尽展所

长 ,求取佳绩。”吕大乐(1997)对此提出批评 ,指出 ,自 1970年代以来香

港有一种流行意识:机会加个人努力就可以成功。彭定康为这种意识

加上注解:所谓机会 ,就是英国管治下社会 、经济及法律制度带来的发

展空间。吕大乐认为香港的社会环境并非始自殖民统治之初 ,而是逐

渐变化成形的;这种变化也不是殖民政府的恩赐 ,而是香港市民推动的

结果;香港的经济成就和自由的生活方式从来就不是一种设计 ,而是香

港人善于钻营 、不断拓展活动空间的结果。而香港人之所以逐渐产生

出本地认同 ,是由于香港 1970年代之后的发展为社会中下层提供了向

上流动的机会 ,使香港人相信凭借个人奋斗能够获得成功。

展览与节庆是历史叙述的一种方式 ,它们以物件的展示和仪式操

演生动地再现族群和地方历史 。根据涂尔干的理论 ,仪式和节庆都包

195

学术评论 全球性 、民族性与本土性



含着社会的特殊目的 。同样 ,展览则体现着主办者的特殊目的:通过确

定和修改展示物品的内涵 ,达到影响社会观念的目标 。因此公开的展

览会和节庆仪式构成的社会空间 ,是社会历史叙述不可缺少的一环 。

任海从香港的展览与节庆的历史及其特征来揭示殖民主义对香港历史

的删改(任海 ,1997),他认为系列的节日和展览会构成了“香港”的文化

空间 , 1969年 12月举行的香港节 ,营造了一种闲适的升平气氛 ,使香

港人生出一种甘苦与共的感觉 , “香港”变成一个建构归属感的场所 。

香港历史博物馆于 1975年正式落成 ,它围绕香港“从渔村到重要大都

会”的主题叙述香港的历史:香港是由中环的“城市”与新界的“农村”构

成的 ,在由“农村”到“城市”的演进中 , “农村”形象代表香港的前殖民时

期 ,而“城市”形象则代表英国殖民时期 。任海还分析了香港于 1993年

12月开放的屏山文物径。文物径上的历史建筑意味着政府所定义的

“市民的兴趣” ,它们包括香港惟一的古塔 、本港最大的祠堂 、古围村 、专

为村中子弟准备科举考试而建的书室。路径是经过谨慎挑选的;路径

的北端一座已弃置不用的乡公所虽然保存完好并有文物价值 ,但由于

它象征着 1899年本地人对英国人的反抗 ,因此不能被港府纳进文物径

内。回归以前作为书写历史手段的博物馆展览及历史文物保存 ,皆被

英殖民主义所左右 ,香港人与香港历史的关系主要是从英国人的观点

来看的 , “城市”历史的开端也被描述成始于英国人到来 。相反 ,种族压

迫和本地人抵抗殖民化政策等与殖民政府有关的叙事 ,永远不会在展

览中出现 。

四 、香港特质

　　按照朱耀伟(朱耀伟 ,2002:4)的总结 ,在香港学术界的后殖民讨论

中香港社会文化的特质包括四个主要方面:边缘性(marginality)、混杂

性(hybridity)、夹缝性(in-between-ness)和第三空间(third Space)。

边缘是指非中心的相对地位 ,边缘性就是因处于非中心地位而具

有的特性 。在后殖民批评中 ,香港的边缘性被描述为:香港在地理位置

上处于中国大陆的边陲 ,一直处于国家政治与主流文化的边缘 ,它自己

的历史和特质不但总是被主流话语所简化或抹煞 ,而且常常被生活于

其中的香港人所忽视 ,因此香港的文化也是失去中心的文化。当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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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想要表述自己的文化特征时 ,往往由于找不到标志或显著的象征而

无从开始 。卢玮銮在《香港故事》中写道:“走出历史一街(指香港历史

博物馆 。 ———作者注),我们看到极度简化的 3年零 8个月 、50 、60 、70 、

80年代的香港身世断片 ,闪闪闪 ,我看完了香港的故事 。也许 ,香港故

事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有没有人与我同感 , `香港故事' 展览

中 ,最大的破绽乃来自那些隐约而似远还近的人声……香港故事 ,竟然

欠缺声音的真切 ,倒不如无声了”(卢玮銮 , 2003:504)。香港的边缘性

与其夹缝性相关 。作为被英国管治的中国领土和中国人社会 ,香港处

于中英 、或中西政治与文化体系之间。卢玮銮这样说:“西方人来 ,想从

她身上寻找东方特质 ,中国人来 ,又稍嫌她洋化 ,我们自己呢? 也是说

不清 ,只好顺水推舟 ,昂起头来接受了`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的称誉 ,又

逆来顺受人云亦云的承认了`文化沙漠' 的恶名”(卢玮銮 ,2003:500-

501)。边缘性和夹缝性造成了身份的多重和不明确性 、文化认同的混

乱 、本土文化自信和话语的缺失。也斯(梁秉钧)认为 ,香港人不认识香

港文化的原因是几种不同的外界政治力量重叠的结果 ,“香港人内化了

作为`他者' 的意识 ,对自己的文化鄙视 、看不起 、说不出口 ,甚至疏离而

漠视其存在。在这种听读之下 ,是对自己的社会 、文化 、历史没有认识 ,

压抑了种种记忆与感情 ,而渴望认同其他的模式 、其他的文化”(也斯 ,

2003:532)。但是 ,随着经济向内地扩展和回归祖国 ,香港在全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地位已逐渐从边陲向中心接近。李欧梵(1993)指出:“如果

从时间转向空间来看 ,毋庸否认 ,近年来地理上的中心地带已经受到边

缘的挑战 ,从台湾到香港到华南沿海地区 ,经济上的活力已经带动文化

上的新形式 ,而边缘文化(香港反而成了它的中心)也经由大众媒介在

逐渐影响中原。”任海(1997:215)也指出 ,香港资本主义藉着经济投资

及香港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传 ,使中国成为它的伙伴。“大香港”

是显示香港资本主义如何跨国运作的一个很好例子。“大香港”意识形

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新殖民特征。

混杂性是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探讨当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美国社会

学家彼特·伯格(Berger , 2002:12)认为全球化方式并非单一的“美国

化” ,而是有多种交替的方式(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混杂是其中的一

种 ,指的是在外来文化影响下 ,本地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并改变自己 ,产

生出新的文化形式或类型 。汤一介认为中国汉唐时期佛教文化传入中

原 ,中国文化吸收了佛教文化而发生变化 ,就具有这种文化混杂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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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2002)。香港学者认为 ,在中西文化夹缝中 ,香港文化的混杂

性至少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港式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 。港式大众文

化是典型的大杂烩 ,它吸收了中外文化的某些形式 、结合香港本地的社

会特质和潮流而生成 。有代表性的大众文化形式包括:流行于青少年

及成年人的漫画和连环图 ,代表各种次文化的杂志如《Yes》 、《号外》 、

《便利》等 ,粤语和国语流行歌 、港产电视和电影;文化潮流包括:曾澍基

称为资本主义香港的“最后探戈”的文化产品的性泛滥现象(曾澍基 ,

1984),邵国华称为“小丑城市”的把政治 、经济 、传统等“严肃话题”以搞

笑形式表述的喜剧现象(邵国华 ,1988),青少年的“无厘头”文化现象 ,

章嘉雯称为香港式“中餐霸权”的饮食潮流(章嘉雯 ,1990a)等。在大众

传媒上 ,香港大众文化形式和时尚潮流的名称更是多不胜数。如此之

多的名堂均诞生于 1970年代至今的 30余年当中 ,实在使人目不暇接;

香港的文化评论似乎也难以从中找到关联性。实际上 ,香港学者对这

些大众文化作品和潮流所反映出来的意识观念多持批评态度。曾澍基

认为文化产品的性泛滥现象是香港资本主义之下人际关系严重扭曲的

表现 ,媒体与群众之间的相互影响使这一畸形现象恶化(曾澍基 ,

1984)。姚尧认为香港的大众媒体创造大众的“假需要” ,塑造香港人的

功利思想和拜金主义(姚尧 ,1983)。马杰伟认为电视剧和电影当中港

人(本地人) 阿灿(新移民 、内地人)的角色塑造也是文化身份的二元塑

造 ,有高度统合香港本地人的效果 ,同时也加深了存在于新旧移民当中

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和香港人对内地人的盲目轻视(马杰伟 , 1996)。对

漫画 、街头杂志的评论更以批评的意见为主 ,许多评论者认为这些媒体

及作品对青少年有负面影响 ,对香港社会的离散作用多于整合作用 。

然而 ,学者们也承认 ,大众文化的混杂性是最显著的香港特色———“普

及文化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群众焦点……提供了各类集体关注话

题 、庆典和仪式 。香港本土意识的最低共通点 ,正是这种对普及文化观

赏和玩乐经验的集体分享”(吴俊雄 ,2001:92)。

戈马修(Mathew Gordon)在 90年代所做的访谈调查反映 ,香港人经

常用以区分“香港”与“内地”的尺度之一是消费能力与消费品味 。经济

学研究证实 ,香港的经济增长是私人消费带动的 ,香港人对消费的热衷

远远超过了内地人和英国人。香港的消费主义不仅体现为对商品的消

费 ,也体现在对文化的消费上 。章嘉雯(1990b)把 1960-1990年 30 年

间香港的消费模式分为:50-60年代 ,家庭消费;70-80年代 ,大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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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80年代中期以后 , “分众消费”或“感性消费”。“感性消费”表面上

强调个人品味和个人选择 ,通过消费选择把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 、家庭

空间与社会空间区分开来 。但是 ,消费也是划分阶级 、寻求身份认同的

方式 ,学者们指出许多代表次文化的媒体正在建立以富裕阶层为标准

的“品位霸权”。叶维廉(1999:365)则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来看香港的

消费主义意识 ,他认为高度商业化是香港社会的内在结构 ,商业化游戏

的规则是按照西方文化工业的取向制定的;消费主义正好帮助了殖民

主义淡化 、弱化民族意识和本文化意识。而对消费主义所包含的殖民

性质反思不足 ,是香港不易产生有力的文学作品的主要原因。叶维廉

认为香港的消费主义是殖民教育的结果 ,殖民地教育采取利诱 、安抚 、

麻木等方式来制造替殖民地政府服务的工具 ,殖民地人民的人生取向 ,

最好是指向英国式的上流社会 ,而且是缺乏文化内涵的;如果让他们自

觉到作为一个自然体与生俱来的权利和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处的情境 ,

就等于让他们认识殖民政策宰制 、镇压 、垄断的本质 ,这将对殖民统治

不利(叶维廉 ,1999:363)。

五 、全球性 、民族性与本土性:香港人文化身份的再建构

　　香港学术界的后殖民批评和香港人文化身份的再建构存在两个困

境 ,一是知识分子的思考怎样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 。香港人文化

身份的再建构是伴随香港回归祖国的过程进行的 ,身份建构的过程实

际上是对西方 、中国和香港本地的历史和个人生活经验的检视与选择

性保留的过程 ,因此这一建构及对建构的批评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

政治性。同时 ,后殖民批评涉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权力之争和中心 

边缘学者之间的权力之争 ,因此香港学者在后殖民批评中所选择的立

场和表达方式也难免具有或被视为具有政治性。内地学者王岳川在评

论陈清侨的香港人文化认同观点时指出 , “在我看来 ,香港和港人身份

的重新厘定具有过多的焦虑性成分和政治意识形态诉求 ,无疑使其学

术的纯粹性受到影响”(王岳川 ,2002:220)。二是“语境”的超越。正如

赛义德指出的 , “他者”经验的再现(representation)即使不是根本不可

能 ,也一定是困难重重的 ,因为“再现”的可能性完全收纳在“东方论述”

的体系当中(赛义德 ,1999)。陈清侨也指出 ,香港人及他们的流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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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一系列未被察觉的规管制度(Chen ,1995)。

香港的后殖民批评反映出在香港历史的叙述和香港人文化身份建

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和讨论。

第一 , 香港的全球化 、现代化过程与殖民主义过程的区分。全球

化和现代化无疑是香港的特色 ,也是今天香港人赖以自豪的奋斗成果 。

在时间上 ,香港全球化和现代化时期是与殖民时期重叠的 ,于是关于香

港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叙述就常常与殖民主义混淆起来:香港的全球化

是由英国洋行带动的 、民主是英国人恩赐的 、现代化和都市化是港英政

府引导的 ,等等 ,总是以“彭定康版本”来重复香港故事 。尽管速度有所

不同 ,二战后亚洲各国的发展都围绕全球化和现代化展开 ,只有香港仍

然由外族统治 ,可见全球化和现代化与殖民并无必然联系 。不能否认

1960年以后港英政府的某些政策会有助于这一过程 ,但正如吕大乐所

言 ,港英政策的改变是由于它发现只能顺应香港民意而为;即使如此 ,

改良的政策也不能改变殖民主义的霸权实质和非正义性。

在港英殖民教育对港人的身份建构当中 ,内地被定义为落后 、封

闭 、秩序混乱的“他者” ,当然这只是赛义德所说的“想象的地域” 。虽然

速度不及香港快 ,但内地自 20世纪起从来没有停止过现代化的努力 。

把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 ,显然是一种偏执。汤一介说 ,“中

西”之争虽然有涉及“古今”之争的部分 ,但并不是“中西”问题都与“古

今”有关;中国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传统观点可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

“日日新 ,又日新”(汤一介 ,2002:40)。香港学者林原引述 1967发表的

署名包错石的文章提出:“中国人受近代历史的冲击 ,享受过西方现代

文明在物质生活上的便利 ,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难免引起各种怀疑以至

否定的心理 ,这类怀疑与否定往往是片面的 、微观的 、甚至是功利的 、轻

率的 ,对于中国文化以至于整个人类文化也是没有好处的”(林原 ,

2001 1996)。余英时也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之一即源于价值观念

的混乱 ,而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笼统地看作两个不相容的对立体 ,尤

其是乱源之所在……价值系统问题如果长久地不获澄清 ,会给中国文

化招致毁灭性的后果 ,更不必说什么现代化的空话了” 。①

现代都市香港 乡土中国的分类中内地人成为香港人赖以建立身

份的“他者” ,可能这也是香港人在 1970年代以后逐渐滋生出对内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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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轻视的来源。这种傲慢的情绪在 1980年香港资本和港式大众

文化北上内地的过程中得到强化。① 于是有些香港学者以为内地人也

需要通过把香港视为“他者”而确定自己的身份 ,例如罗永生认为:“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需要一个香港的`他者' 去确认和否认”(罗永

生 ,1997)。且不论内地是否把香港视为“他者” ,仅以“他者”对于自身

文化反思的意义而论 ,不少香港学者或香港人仅仅把内地这个“他者”

作为情感抗拒的对象 ,而不是把它作为文化观照的对象;香港的知识教

育中关于内地及全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介绍不多 ,出版物只热衷于发

表反映政治权力斗争的传奇故事 ,或者经过歪曲的内地时事 ,香港的新

一代又怎么谈得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真正理解? 鲁迅先生提出文艺学

习应该有“拿来主义”的态度和勇气 ,汤一介把鲁迅的主张放到中西文

化对话的框架中讨论 ,提出把其他文化作为“他者”来观照自己的文化 ,

“才能更好地看见自身文化的长处和短处”(汤一介 ,2002:23)。一种文

化系统在面对其他文化影响时 ,倘若没有开放学习的胸怀 ,而是急于采

取捍卫自己领地的态度 ,历史证明 ,这种文化是难以发展的 。

第二 ,文化认同的多变性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相容与转化。香港的

后殖民批评涉及香港人的身份 、香港历史叙事和香港社会特性三个主

要层次 ,无论哪一个层次的论述 ,都不能脱离全球性 、民族性与本土性

三个特征;因为这三个特征就是香港历史的特征。从明清时期外国人

与中国进行远洋贸易开始 ,香港作为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中转港之一

已经卷入全球化过程 ,1950年代以后香港逐渐发展成为多功能国际城

市 ,更深地卷入全球化当中;1980年代以后香港更通过跨境投资推动

内地产业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1997香港回归祖国之后要经历民

族国家化(nationalization)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香港将要学习在中国统一

主权之下高度自治的政治运作 ,而香港人的文化认同也必然涉及中华

文化 、中华民族观念的再建构。由于绝大多数殖民地在赶走殖民者之

后都成为独立国家 ,因此在后殖民的讨论中 ,作为殖民主义的对立面 ,

民族主义与本土主义被当然地视为重合的 ,但是香港和澳门都不是这

样。香港是回归祖国 、并成为在“一国两制”政治制度框架下的特别行

政区。在与祖国分离 150年 、经历了外族殖民管治和 1970年代的本地

文化发展之后 ,香港人与内地人已经各自拥有不同的集体记忆;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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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任海称之为“大香港意识形态”(任海 , 1997)。



后殖民时代香港人文化认同重构的过程中 ,民族国家化(指中国作为一

个整体)与本土化(指香港本地)两个过程是并行的 ,但不是同一的;两

者有部分重合 ,也有部分差异 。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 ,同属一个中华民族 、一个主权国家的民族国家

性与拥有不同于内地的现代发展史 、不同于内地的本土性生活经验如

何互相影响 、互相交织而重构香港人的文化认同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

的文化融合问题 。当前学术界的后殖民批评 ,基本上都是在殖民主义

对本土主义的简单二元对立框架下进行的 ,因此很容易陷于极端化的

争论之中。在香港出生 、旅居北美多年的学者周蕾(Chow ,1992)就宣

称 ,一种独特的香港本土文化———融合中西的大都会混杂文化已经历

史地在中英之间的夹缝中产生 ,要解构殖民主义 民族主义的二元对

立 ,建立一个香港本土文化的“第三空间” 。但是 ,周蕾把中国与香港的

关系和西方殖民者与香港的关系等同起来 ,这样 ,英国 、中国 、香港三元

关系实际上变成了中英对香港的二元关系 ,她所呼吁的“第三空间”其

实只是本土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称呼。周蕾是一位努力从西方学

界边缘走向中心的东方学者 ,她的观点对香港的后殖民批评也很有影

响 ,上文所引用的文献作者当中也有不少赞同她的观点 、或拥有类似观

点。①但周蕾的观点明显地夸大 、格式化了香港人与内地人之间的文

化差距。

正如上文所引述的 ,刘兆佳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香港人仍然具有

浓厚的中国人特性 ,认同中国传统价值观;而且 ,虽然大众传媒创造了

港人 阿灿的成员身份分类机器 ,香港其实仍然是一个移民社会 ,接近

三成的人口是 1970年以后的新移民 ,1980年以后随着内地与香港的经

济关系越来越密切 ,居民在两地之间的往来也越来越频繁 ,深港两地全

日通关和“港澳自由行”的实施更是大大促进了两地交流。换句话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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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洛枫在《被时间与历史放逐的浪游者:王家卫 、颓废与世纪末》(见潘毅 、余丽文 , 2003:

537)中写道:作为一种“雅俗混杂的产品” ,香港文化的“边缘性”已成为一个另类的“中
心” ;面对九七来临 、20世纪的即将结束 ,香港文化的世纪末色彩也日益浓厚。从地理与

政治的角度来看 ,相对于中国大陆 ,香港无疑是处于边缘的位置 ,然而,这种边缘性 ,却给
与香港一个更膨大 、混杂而富于弹性和自由的空间, 容纳各类非主流 、非官方 ,甚至非正

统的文化与文学形态。任海则认为:香港是为中国的利益服务的。在中国民族主义对待

过渡时期香港的心态影响下 ,所有带有殖民地色彩的论题将被再殖民化(任海 , 1997)。
王宏志说:早期的香港史著都是外人写的 ,包括英国人和南来访问的内地人 ,两种史记都

有大国殖民主义的态度(王宏志 , 2000)。



中国不但是香港文化的源泉之一 ,而且内地文化与香港文化的相互影

响几乎从未间断 ,并越来越密切。内地改革开放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 ,

香港更有从政治文化边陲走向中心的迹象。倘若在这种文化整合的历

史过程中仍然坚持从边陲的身份来强调香港的“自主性” ,未免有些牵

强。实际上 ,虽然香港本土意识的形成有很多迹象可循 ,但香港学者至

今也未能清楚表述出这种本土意识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它只是一

种生活方式的表达。① 吴俊雄认为香港缺乏一个公众认可的系统论述

(吴俊雄 ,2001);林原则进一步指出 ,文化认同 、人文归属是不可以像商

品那样看市场的需要而迅速“制造”的 ,它需要有长的时间 ,通过一个血

肉相关的社群的共同实践 ,一点一点地沉淀而成。②

在文化认同的再建构过程中 ,过分强调针对外来文化的存在而建

立一个自己的本地文化历史叙事 ,必然导致对内部各种次文化群差别

及其要求的抹煞 。萧凤霞(Siu , 1999)认为 ,香港作为一个移民城市自

16世纪起就聚集了各种各样的族群 ,香港居民除了在公共场合使用英

语 、国语和广府语之外 ,还在次文化圈中使用潮汕 、客家 、吴等多种语

言 ,遵循多种不同的生活习惯和风俗 ,参加不同的社会 、宗教或同乡组

织等等 ,外来移民使香港历史变得繁杂 ,说香港本地有一种共同的文

化 、香港人有一种共同的身份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孔诰烽通过追溯香

港本地左派工会从 1960年代旗帜鲜明地主张“爱国主义” 、到 1980 年

代被迫转向“本地立场”的过程 ,揭示了“香港本土主义”③ 怎样在与国

家民族主义的抗辩互动中将异己的论述压制下去 。他认为认同资本主

义“香港生活方式”的本土主义与认同社会主义中国的本土主义两种立

场的差别体现了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不同态度 ,把香港人同质化

压抑了属民主体之一 ———本地工人阶级(或中方及其本地盟友)的发声

权(孔诰烽 ,1997)。

香港学者对本地文化的敏感以及捍卫本地文化发展空间的热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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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孔诰烽文中的“香港本土主义”指一种认同资本主义“香港生活方式” 、港式消费文化 、以

香港为家的观念(孔诰烽 , 1997:89)。

林原进一步指出 ,英国学者田修迈(Turner , 1995:13-36)曾把“香港人”的文化身份描述为

一种没有重心的“散居文化” ,这种文化由多种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所形成 ,它只是一种“生

活方式”而没有“民族文化”的深度 ,因此也没有团结民心的凝聚力(2001 1996:675)。

把香港社会的吸引力还原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活方式” ,仅在于公平交换 、尽量令消费
者感到方便的安排 、消闲生活的多姿多彩而已。香港意识原来只是在香港生活的经验

(吕大乐 ,1997:20-31)。



向内地学者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生于斯 、长于斯 ,内地人往往会

把中国人拥有国家民族观念视为自然而然的 ,但对香港人来说却不同 。

香港本土主义的热情拥护者出生 、成长于 1950年以后的香港 ,他们长

时间接受西方系统教育 、接受西方式职业训练 ,并且在香港 50年来的

急速发展中凭自己的努力取得社会经济地位 ,正如萧凤霞指出的 ,这群

香港的社会精英“不会认为自己与中国有着理所当然的感情联系 ,故乡

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萧凤霞 , 1996)。对内地学者来

说 ,香港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因此他们对香港的论述方式是把

它置于整个中国的历史脉络中 ,这种方式被一些香港学者称为:以国族

话语抹煞(或收编)地方话语(陈清桥编 , 1997;王宏志 ,2000:41;任海 ,

1997:212)。怎样处理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 、全球化与本土化 、国家与

个人的关系 ,本来就是后现代主义提出的重要学术挑战 ,在香港文化与

内地文化的相互影响越来越深的今天特别值得两地学者深思。在此再

次引用汤一介对中西文化对话的见解是有益的:“`全球意识' 是一个文

化发展的`共性' 问题 , `文化多元化发展' 是一个文化发展的`个性' 问

题。在现今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应该体现`共性' 与`个性' 、̀ 时代

性' 与`民族性' 的结合。我希望中国知识界应该有更广的胸怀 ,在发展

中国文化的过程中 ,既可以坚持自己选择的发展方向 ,也应该尊重别人

选择的发展方向 ,可以`和而不同' ,这也许更符合中国文化的`中庸之

道' 的精神 ,为中国学术文化界树立一新的风尚”(汤一介 ,2002: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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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including the serious dependence of Chinese

exports on the U.S.market ,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with other countries resulted from the

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energy , a high GDP-trade ratio , and the potential of social

instability resulted from the policy of using cheap labor as the basi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international trade.If China adopts the floating exchange rate and opens its

capital account , or if the dollar crisis occurs , China will face the risks of economic bubble

and resulting social in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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