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為碰撞，所以交融
                   ——參加港大沙龍有感

伕名    

 有這樣一句話，叫做我們都流著同樣的血液，有著同樣的文化。這句
話，從我參加沙龍回來後，想了很久。
 有這樣一個事實是這樣的，香港和大陸施行的是一國兩制，香港貿易的
繁榮來自大陸的依託，大陸的發展來自香港的説明，其他的，就是奶粉，就是
拿著很多獎學金的高考狀元，再其他，就是互相的冷漠，互相的謾駡。
 之所說這些是事實，是因為這些被太多人傳播，被呈現在太多地方了，
而對於大陸，我不得不說，是一個愚民的世界，這個世界源自可怕的輿論導
向。
 這樣的事實擺在很多大陸人的面前，他們本著自身對中國的界定對中國
強的理解，自負的選擇去說：「香港不過如此，我也是去過的。」果然，去過
經歷過就有話語權有說服力。另一方面，這些非事實的事實也同樣擺在港人面
前，港人說：「大陸人沒素質，大陸人影響我們的生活！”
 就這樣，大家的矛盾逐漸的惡化，惡化的同時，羅湖口岸越來越繁忙，
普通話在香港越來越大，在旺角海港城消費的大陸人越來越多。
 我曾經問過我的父親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解放軍鎮壓掉香港的示威遊
行，我們取消了一國兩制的政策，那將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因為這些都會讓
我不禁想起學潮，24年，那個從未消散過的悲慘故事，維多利亞港一年一度的
紀念，民運口號一次又一次的提起。但這些，在大陸，早就變成了一個神秘的
故事，甚至是一個傳說，若干年後，它會變成神話。
換句話說來，我們彼此認定的事實是不通的，甚至是相反的，正是因為這樣的
原因，我們彼此錯過了太多交流的機會，我們並沒做到求同存異。
 我作為大陸人，就先從大陸說起：
    這次去港大，在講座和真正意義上的網路中學到了很多東西，我一直都是
一個懷疑論者，任何一個新聞我都覺得我都能去很合理的分析出它的事實。但
我發現，我並不能真正辨別很多東西，沒有事實的新聞就不是新聞，百度百科
也只能稱之為百度評價。
 大陸人一直覺得大陸對香港很好，堅持著香港自治的原則；大陸人還覺
得沒有大陸香港就不會好，所以香港的昨天，今天，明天都是來自于大陸人，
我們從來不說香港好，而喜歡說香港的東西好便宜。所以我覺得香港和大陸的
交通就不得不需要港人走出第一步，港人需要把最真實的香港面貌香港文化香
港情況客觀的展現出來，自信是港人的一貫風貌，所以我們拒絕謾駡。



 消費成為了香港和大陸交流的主旋律，政治早已被彼此忽視，至少大陸
人從來不會提什麼一國兩制，但會對香港的珠寶黃金iphone感興趣，大陸給港
人帶來貿易推進的同時，也同樣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最近發生了這樣一件
事，港大優秀畢業生雲南省高考狀元不幸車禍身亡，這件事情據大陸媒體報
導，有3000港人在facebook上點贊。假如說這件事是真的，那應該來講，這種
簡單的類仇富心態是正常合理但不道德的，類似的事件：孕婦，奶粉，幼稚
園，大學，房子等等一系列並不是很合理的條條框框其實就是在保護港人的利
益，而這個問題更深層次的詢問就是：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還是大陸的？
香港是誰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香港人很自豪的說香港是我們
自己的，大陸人則會說，香港是中國的，是要歸屬於我們的，這樣的兩種思路
就產生了極大的碰撞。那我就想再具體的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共党顯然是希望香港可以完全順從自己的意願，但是這肯定不是港人的
意願，這是政治方面；大陸人肯定希望自己能夠獲得港人的資源港人的機會，
但是這確實有損于很多港人的利益，這是群眾方面。而這些，都源自于彼此的
交融，但這種不合理的交融，香港更多地扮演的還是在承受，無論是好的，還
是不利的。
     所以很客觀的說，這種交融並不長久，所以我覺得這就需要有更多地機
會讓大陸承受香港，而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文化，就是事實。
並沒有幾個大陸人知道六四事件在香港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更少人知道香港
當年有多麼恐懼香港回歸，更不知道香港回歸以來港人所受到的不公。這對於
港人和大陸人都是不公平的，而這些仇恨，明顯是大陸的一種政治手段，想讓
民眾「客觀的」看待香港，他們，不過如此。
 這種遮罩就需要一種客觀的輸出，一種文化的輸出，香港不需要對大陸
人的鄙視，更不需要對大陸人的排斥，包容的香港是香港最大的魅力，港人如
果能更積極的調整好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角色，我想，這一切都有發展的可能，
碰撞，無法避免，交融，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香港是一個東方文化的奇跡，奇跡源自香港的地域特點，香港的包容性，會有
人問，大陸能否借鑒香港的成功經驗實現各方面的突躍，我給出的答案是：不
可能，大陸只能有一個珠三角，不會有第二個，類似于城邦化的思想可能真的
並不適合大中國，大一統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刻在了中國人的血液裡，當經過太
多次探討之後，我覺得，如今的中共最適合大中國，至少，這種大框架不應該
被改變。
 這個框架不會允許薄熙來這樣的能人上臺，這個框架不會允許自由過於
放大，這個框架更不允許言論的絕對自由，而這些東西，讓港人看來就是萬萬
所不能接受的。
 就像我不能理解王小波達賴的諾貝爾和平獎一樣，香港和大陸之間的差
距是幾代人之間文化的差異，治港治大陸的理念也就不盡相同，所以不能說誰
更適合哪一種形式，經濟的繁榮與合作是我們要交流不要對抗的基本誘因，但
在這種誘因外，我們也要意識到，我們來自同樣的民族，同樣的一片天。
政治上不能互相接納是我們必須肯定的事實，彼此理解對方看到對方的優點是
我們應該接下來要做的事，大陸的世界需要這樣的管理，香港的世界需要香港
人的手段，港人應該認識到大陸還在發展，還會有問題，但並不是方向的問
題，大陸也應該認識到，香港的繁榮有香港繁榮的道理，不破壞，才能實現雙
贏，而這樣的理念，需要我們共同的努力！
最後，祝願，香港和大陸，整個大中國都能走向更大的繁榮，因為碰撞，所以
交融！



幾代人之間文化的差異, 豈會這麼容易的克服得到?
(蘋果日報 2012年9月30日圖)



紙包
                   拼貼作品

建築學院 二年級 蘇梓維    

本土意識的上升, 很大原因是中央政府的干預過多, 香港出了這麼多獨立的聲
音根本是他們自找的  



探究中港衝突
                 伕名    

 從二零一零年開始發酵並日趨激烈的中港矛盾，表面上被歸結于香港人
對內地人大量進入香港侵佔福利等資源不滿，但實質上卻是「一國兩制」之下
不同文明的衝突。
 香港經歷過英國百年殖民，與經過共產文化洗禮的中國大陸，其文化歸
屬於兩類性質完全不同的文明。人是文化的沉澱，香港人與大陸人，從思想、
行為舉止、話語方 式，以及在交往接觸中尊重他人與自我尊重的方式，都已
經很不相同。隨著兩地關係日趨緊密，大陸赴港人士增多，中港兩地的關係已
經由政府、商界再擴展至民 間，兩地之間政治、經濟尤其是文化差異更形突
出。對衝突雙方來說，由於雙方資訊處於完全不對稱狀態，對這場衝突的認識
完全不同。
 這次港人因衝突而罵大陸人是「蝗蟲」，根據之一是大陸人到香港產
子，擠佔了香港的醫療資源，為香港本地人帶來不便。赴港產子潮其實只是中
國大陸接近瘋狂的移民潮的一條小小支流。因為部分人對政體的不信任和生
活的不滿足，導致了一種思想叫做沉船意識，他們把大陸比作是即將沉默的郵
輪，雖然華麗但是時日無多。在「沉船意識」的危機感驅迫之下，中國人如開
閘的水一樣向四面八方傾瀉。地球上凡有人居住之地，就有華人的身影。至於
如何出國定居，華人也算是竭盡心智鑽空子，「代辦各類移民」在中國早就成
了收入頗豐的新興產業，赴香港、美國、加拿大生孩子讓其落地就獲得該地居
留權或者國籍，只是其中一類方法罷了。 2001年香港法院因「莊豐源案」頒
令內地夫婦在港所生子可享有居港權後，自此之後，這類 「港生孩」由2001
年的620人，增至2011年的29,760人，這47倍增速見證了大陸人赴港產子的瘋
狂。儘管這些「港生代」不少依舊生活在內地， 但為他們編織「香港夢」 的
父母們則無悔當初，仍深信「多一個港人身份，孩子始終多一條出路。」
 不過被罵「蝗蟲」也是中國移民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為許多人就是奔著
這些發達國家的社會福利去的，那些移民公司這樣告知移民者：加拿大從幼稚
園到高中的教育全免費，孩子從一出生到18周歲，根據家庭收入每月有補貼
金。移民成功，光是一個孩子的教育經費就賺回來了，是兩個三個賺得更多。
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移出去十分之一，仍然會覺得人滿為患；但世
界還只接收了兩千萬，卻已深刻感到「中國人來了！ 」與中國大陸毗鄰且通
過旅遊輕易可達的香港，對「中國人來了」的感受自然要比他國更深。
另一個使衝突加劇的問題就是對大陸開放自駕游。今年2月有一個聲勢浩大的
遊行正是因為香港民眾對自駕游的反對，很多香港團體指出內地駕駛與香港不
同，難以保證道路安全；大陸車增多會污染香港本已嚴重的空氣污染和道唁使
用量飽和等問題；預測有更多內地人乘自駕游來港產子；面對內地司機不守法



的情況，港人安全難以保障。還有的團體更直言，所論區域融合，其實是經濟
殖民，「真正的車毀人亡不是一架大陸私家車所發生的公路車禍，而是港人所
珍惜的城市將會被連綿車禍毀於一旦!」希望奪回城市應有的規劃自主權。
而真正給大陸與香港帶來矛盾的，自駕游與日漸增多的大陸移民只是表面的原
因。實際真正造成衝突是兩地文化與政治體系的不同，與香港人漸漸感到被同
化的無助。
 政治上香港施行的是代表民主制度，即立法機構的成員由公民選舉的形
式產生，並代表其在會議中行駛權利。雖然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度，但是上效率
很高，並且議員的表現會影響其下次當選的機會，所以民意可以得到體現。大
陸雖然也是使用代表民主制，但是其選舉代表不夠透明，不夠公開，再加上一
党執政對政局的影響，所以民意很難得到充分的體現。不過隨著香港回歸，香
港的政治體系亦有被大陸所影響，同時人民的話語權和民主自由也受到了衝
擊。就像去年，2011年，香港人認為是九七「回歸」後,香港員警看北京眼色
濫權打壓言論和集會自由最為嚴重的一年，至少有416名市民在公眾集會或示
威中被捕，當中24人被起訴。 2011年8月份李克強訪港時候，每天動員兩至三
千員警去保護李克強一人，甚至派兩千員警進駐港大校園。更被港人認為是嚴
重破壞了學術自由和請願自由，對示威和請願人士而言是一種挑釁。
  作為總結，這次的中港衝突的實質是西方文明與東方專制文化的衝突，緣于
香港人對自身漸漸失去自由、公共領域和政治參與的權利所產生的焦慮感。不
過，這些衝突並不是不可避免的，大家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取長補短讓
大陸與香港兩地同時進步與繁榮，追求雙贏。

李克強訪港時警方被批評濫權
(獨立媒體, 2011年8月18日)







2013年香港大學學生會
國事學會交流團           



 轉眼間雲南之行已過去5個月，至今回想，都是一段非常棒的回憶。

      雲南是我的家鄉。在和莊友一起籌備具體行程之時，我一直很興奮，恨
不得把雲南最壯美的景色，最瑰麗的民族文化，和最獨特的邊境風貌一股腦全
展現在朋友們面前。昆明金馬碧雞的落日余暉，大理白族人家的花茶香氣，騰
沖和順古鎮的遠征軍悲壯史，瑞麗一寨兩國的異域風情......一段又一段精彩
的旅程依次展開，每一個地方，都帶給我新的啟發和驚歎，讓我對祖國邊陲，
這個我生活了20年的地方，有了全新的瞭解！

        之前的準備過程是辛苦的。期末考試壓力之下，需要處理住宿，機
票，交通等等問題，時不時會有一些抱怨。可在我們真正完成整個旅行之後，
不禁覺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和莊友同心協力分擔任務，QQ上直到深夜的路
線討論，細小感動的積累，旅途中不間斷的各種笑料，我實在太喜歡交流團的
各位！

      國事對我而言是一個很溫暖的大家庭。一年來的風風雨雨，交流團算是
上莊的一個頂峰吧。感謝一路同行的各位夥伴，筵席易散，唯願我們友誼長
存！

交流團感想
                  

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 二年級 鄭舒文    



旅行可賞風光，亦可讀人文；人文涵蓋歷史，也囊括當下；當下可談社會，也
可關注身邊。每次旅行終了，總有丹青妙筆能將一路風光描摹得淋漓精緻，讓
一路心情躍然紙上。不過這次我更願意去記錄同行的夥伴，記錄因他們而不同
的旅行。
 
可能你我都有過這樣的感受：和不同的人去同一個地方會有不一樣的感受。因
此每一次旅行的感覺都是獨特的，不僅因為時間不可逆，更是因為不一樣的人
帶給你不同的思考和感悟。
你不會忘記在軍武堂滔滔不絕地講著國民黨歷史的寞哥，不會忘記在金馬碧雞
坊下吹口琴的馨兒，不會忘記操著流利雲南方言安排行程的舒文，還有很會賣
萌的穎寶，你會記得他們一路帶給你的歡樂，會一直留戀在滇緬公路上放肆的
笑聲。也許當你再次來到雲貴高原，走進白家大院，會記起傑文哥用鏡頭記錄
周身的身影，會記起楊柳竹韻在崇聖寺托塔的樣子，還有彭菁，豐清元和總讓
人覺得嚴肅的忍俊。
 
可能一次短短的旅行並不能帶給我們預想的收穫，那種歷史文化的衝擊，抑或
思想境界的大幅昇華，但是它確是給了我們收穫。它帶給我們對彼此最純粹的
信任與欣賞，帶給我們最簡單的快樂，和在人心叵測的社會中最牢固的友誼。
 
會有人質疑這次旅行的價值或者說意義究竟有多少，然而絕大多數時間當我們
思考一些事情時總是只關注了那些因結果而產生的意義，忽視了太多過程中點
滴的感動。所謂眼光放得太遠卻沒有看到周遭，其實你的身邊，都是美景。

身邊
     ——參加港大沙龍有感  

伕名    



彩雲之南，雲南之彩
     新詩

理學院 二年級 高思穎

烏，是磐石的烏

陸軍講武堂中，烏木形骨不移
續著昏暗在屋內縱橫而闔
百年之後，仍堅定宣誓
規則的空間，空間的規則

騰沖烈士陵裡，烏銅棱角未鈍
迎著目光將築路歷史重現
將過七載，難輕描淡寫
堅守的邊陲，邊陲的堅守

烏色磐石，屹立著撐出生命的縫隙
承住風雨，不惜讓生命僵硬
如那支音訊漸失的遠征軍
模糊了身份，被遺忘在畹町橋那頭
不曾被叩問，歲月錘煉的烏色外表下
是否藏著一抹碧色，訴說
不壽深情



黃，是鎏殿的黃

我不懂唯一
我只知蒼山十九峰十八溪
我不懂神聖
我看到三塔百年成漸次增

雲霧中的鎏黃，那是力量
鎮大理之災惡
倒影上的鎏黃，那是冀望
乞上天之長憫

你們看到崇聖寺的雄偉
感歎南詔國的輝煌
我抬頭，遇上頂頭盤旋而俯的金龍
眼中的慈悲安詳

你們看到佛道本主列于一處
暗笑無知的混搭
我閉眼，尋到心間不索虔誠的信仰
敞亮的供奉殿堂



朱，是戶牖的朱

哪怕是夜店
也是朱簷壓著光暈的浪漫
二十六個民族
是這片土地文化氣質的基奠

民俗風情
織成掌紋繁複纏綿
讓愛恨在上頭游走
延而匯，匯又延

若問
誰探過誰的美人窗
低眉，顧盼，頷首，繾綣
哪奔著哪的三靈觀
舉目，尋探，正身，流連

將歎
賞心院事終成滄海桑田
卻笑
婚禮捏掐原系緣慳一面

綠，是纏風的綠

原以為綠是最好的陪襯
柔順如深諳卑尊
才發現伊何野性難馴
綿延似旌旗搖勝

騰沖濕地裡，風也難吹開
肆虐，草是土的墳
騰沖水痕中，雲也難溶進
歡謔，碧非藍的魂

堅韌的生命中
蓄著對卑微的隱忍
如那捧清水
高低都自退不爭
忘歡拾樂遺身存

廣袤的心田裡
種著近偏執的自珍
似那株海棠
盛衰皆自顧臨門
碾冰為土玉為塵



白，是愁雲的白

背對最後的旅居
徐徐將背影撤離
七日前
我們從陀螺般的港島
墜落在這裡

看霧聚，聽雨滴
品花綻，致情逸

真，或料意將稔
假，奈何緣難發
有，古城青磚酒
無，重雲錦字書

亦真卻假，你主動或被動
梳理記憶，抖落當初的稚氣
似有還無，我情願也不願
整理心情，撫去那刻的鼻息

我們的回憶還將碾過哪次旅行
我們的思念又會融入哪些情景
是在想望中盤桓，只因凝滯？
亦于情節裡錯失，太過湍急？

只記得太白曾書：
明月不歸沉碧海
白雲愁色滿蒼梧
而白色，又怎能抹勻
這一堆斑駁的旖旎
只能拈只白山茶
追憶
雲南的六月
鳴蜩既已，流火未及



雲南之旅花絮
  

發現4位帥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