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經濟條件去界定「中產」，基督徒常說香港教會中產化，也

就是從產業和收入角度衡量，潛台詞是中產化以後就容易忽略基層

的困乏。

崇明是社工出身的神學工作者，有著扎實的社會科學理論基

礎，以此切入處境神學的命題，兼達時代的觸覺與批判精神，他在

《時代論壇》撰寫的專欄〈中產部落〉是將中產文化設想為社會的

一種救贖力量，相對於過分重視中產的經濟浮沉、社會地位，更能

點出了在社會轉型、跨代與階級矛盾下，基督徒知識分子所應持守

和珍視的價值。

當代名作家余秋雨擅於用淺白的語言為艱深的思考下定義，他

說︰「文化，是一種精神價值與生活方式，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建

集體人格。」從崇明探討中產救贖的過程中，隱然也透煥出閃爍的文

化亮光，滲透基督徒對救贖的觀念，加強社會科學之外所建構的信仰

觀，令觸及的話題變得有血有肉；在價值顛覆的世界中，亂中尋序。

「布波族」是崇明探討中產文化的骨架，透過生活的體驗與信

仰的反思，令冰冷的時代詞彙變成活現的人格。當社會價值幾被金

融資產侵蝕殆盡，正義與善良難以發揮制裁力量的時候，中產仍然

是抗衡單一價值的力量。

現代經濟的數據與指標，只能解釋一個國家或城市的經濟成

果，卻無法量度出文化價值與集體人格。中產擁有流動的可能性與

塑造力，無疑是改變社會「數字」主導的力量，崇明在文章中蘊涵

深沉的思考，認真的辯析，理論的印證，我感受到一種「我仍是

我」的生命脈動。

讓中產成為社會救贖的力量，是今日教會的時代十架。

李錦洪

《時代論壇》社長

李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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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香港教會，偏愛吸納中產人士，教會基本上由中產階層

構成，試問有誰能否認香港教會中產化？

固然，我們不能說中產不愛基層，但基層人士要踏入中產教會

的門檻，甚至想融入中產階層的生活文化，又談何容易！

歸根究柢，這也許跟中產文化在社會上的強勢主導有關。眾所

周知，中產的價值觀，已經成為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就算基層人

士跟中產文化格格不入，但在他們的心底裏面，豈不是同樣毫無保

留地認同中產的價值觀麼？豈不是同樣嚮往中產的生活，渴望有朝

一日可以成為中產麼？中產價值，已是香港社會傳頌的神話，甚至

亦已成為香港教會揮之不去的迷思。

教會中產化，意味著中產的生活文化、風格、價值觀和思維方

式，可能已深深地影響或主導著教會的信仰文化，塑造著香港不少

教會成為擁有中產風格和特色的基督教教會，甚至可能已經逐步成

前言—
中產獨大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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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教會的核心價值。

然而，誰是中產？甚麼是中產文化？甚麼是中產風格？中產有

何思維方式？中產又有甚麼核心價值？再講，中產化的香港教會，

究竟相信的是甚麼福音？實踐的是甚麼信仰？面對未來，香港教會

究竟要繼續中產化？抑或去中產化？抑或使中產化的教會基督化？

我們當如何思量？

要剖析現在，展望將來，不得不從歷史說起。本來香港只是一

個貧窮的漁港，戰後湧入大批國內移民，形成香港的第一代人，當

時大多數人仍然生活於貧困之中。那麼，香港的中產階級究竟何時

出現？根據呂大樂及王志錚在《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的分析，

香港中產階級的出現，應該是在七十年代中後期的事，那時正是香

港經濟開始步入黃金年代，不少本來只是低下階層背景的人，都能

夠通過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結構性向上流動的機會，晉身中產。

故此，第一代中產階級的冒起，基本上跟戰後香港社會經濟高速發

展息息相關，他們可說是親身經歷、見證及有分促成香港經濟成功

發展的一代，也就是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所提到的「戰後嬰兒

潮」（即1946至1965年出生）的第二代人了。

一直以來，港式中產的核心價值相對比較單一性，只有某兩、

三種價值（例如中環價值）獨大。然而，今日的中產，除了第二代

之外，當然也包括呂大樂所提到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了。在偌大的中

產部落社羣裏面，已經居住了多元文化的不同族羣。當我們還在談

論布波族（BoBo）如何成為中產部落裏面新興的社會精英族羣的時

候，原來已有多個族羣在中、港、台三地陸續現身和趕緊登場。計

有飛特族（Freeter）、尼特族（NEET）、御宅族（Otaku）、丁克

族（DINK）、辣奢族（Luxury）、月光族、草莓族、窮忙族、99族

等。故此，香港的中產階級，已經不再只是由單一文化形態、風格

和價值觀構成的部落。面對各式各樣新興中產族羣的冒起，真的令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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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點眼花撩亂的感覺。由「戰後嬰兒潮」的第一代中產階級，到

今天的不同中產族羣，展示了中產階層的多元面譜。因此，中產價

值理應不再是鐵板一塊、單調乏味、惟我獨尊；而是不斷自我批

判，更新變化，以謙遜的態度向未來全然開放。

感謝三一上帝創造了這個多元的世界，多元性（plurality）跟多

元主義（pluralism）不同，固然多元性也有可能帶來混亂和複雜，但

同時亦可以讓我們在其中經歷生命的豐盛變化和多采多姿。

感謝《時代論壇》的總編輯羅民威先生，提議我在二○一○

年開設一個專欄，專寫一些關於布波族和中產文化的文章，於是專

欄就以「中產部落」為名，一寫就整整一年。雖然每星期都要趕在

死線前交稿，但由於「教會中產化」一直是我關心的課題，因此愈

寫愈起勁。現在將這些文稿稍經修改，並增補一些文章，一同結集

而成這本文集，盼望能拋磚引玉，引發更多人對這課題的關注和討

論。感謝基道出版社願意出版此書，亦衷心多謝梁冠霆博士及其他

同工在編輯等工作上所作的貢獻。特別要感謝的，還有在百忙中願

意抽空為拙作寫序的李錦洪社長，以及寫推介文的鄒崇銘先生和劉

倩怡小姐。在寫作專欄期間，亦曾拜讀鄒兄的《香港的鬱悶─新

生代 �s 嬰兒潮世代》一書，獲益良多。最後，更願意將這本微不足

道的小書，獻給愛我的三一上帝。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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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02

誰是中產？過往關於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社會學研究著實不少，不過單就如何界定中產，卻是一個富爭論性的議題，尤其當我們討論的是香港的中產階級時，一般所指的又是哪一階層的人？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而言，資本主義社會基本上分為資產階
級（bourgeoisie；或稱布爾喬亞）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t；亦稱為普羅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之下，只有前者擁有生產工具，後者為了維持生計，就只好替資產階級工作，以勞動力換取生活所需。而資產階級則不斷透過生產過程中對勞工的剝削，以增
加剩餘價值來獲利。故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必然具有剝削與對立的屬性。在資產階級內又可再細分為上層資產階級（high bourgeoisie），即企業家或資本家；以及小資產階級，或稱「小布爾喬亞」（petitebourgeoisie）。有人會將「小布爾喬亞」算
為中產階級，指的是一班有別於大資本家的「自雇者」或「小老闆」。他們以小筆資金創業，可能是開涼茶舖、士多、茶餐廳、雜貨舖、時裝店的自雇者，也可能是一些雇用少許員工的「中小企」老闆。不過亦由於「小布爾喬亞」包含的幅度較大，自雇者或
小老闆的教育水平也不一定很高，甚至他們的收入可能也很微薄，因此，亦有不少研究社會階層的學者，不會將他們界定為中產。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中產是介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有中等入息，在香港正稱為「夾心階層」。意即，他們既
不如資產階級般擁有豐厚財富和資產，又不像低收入基層人士般能享受社會福利保障，卻又要負擔較高的稅項開支。不過，以收入來為中產下定義其實並非太有用的做法，社會學教授呂大樂認為，不少社會階級的理論，卻將職業和工作性質視為界定中產的理
想指標。所謂中產階級，就是一羣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具有較高學歷而擔任行政管理及專業工作的雇員，也包括一班擁有文化資本的知識分子、藝術工作者和從事創意產業的文化人。有些學者為了將他們跟稱為「小布爾喬亞」舊中產階級區別出來，於是
將這班現代社會的行政管理及專業人員稱為「新中產階級」。根據楊奇和唐鳴的研究，隨著九十年代香港逐漸成為知識型經濟社會，於是「智力階級」成為香港社會內一個新興的中產階層。他們界定「智力階級」為一羣具有大專以上學歷或者取得專業知識技
術，兼有社會正義感的知識分子，主要從事腦力勞動和知識創新的工作。因此，「智力階級」跟「知識經濟」的出現息息相關。其實，沒有一成不變的中產階級定義，社會階級的結構乃是隨著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的變化而轉變，而且不同的階級理論往往亦反
過來主導著人們去為社會階級作出不同的分類和定義。只不過在這一切的變化中，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本身卻似乎是恆久不變的事實，而社會分層正是見證著差異和不平等，原來是現實人類社會的本相。階級流動傳統封建社會強調分層的階級觀念，
而且社會地位是天生世襲的，一旦生下來是貴族階層，就會一生也無法棄掉貴族的身分；同樣，一生下來是奴隸，就會一生為奴，命運生成，任由個人後天如何努力也無法逆轉，最終只能認命。然而，主張公平自由競爭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卻一心要顛覆封
建社會強調世襲特權的階級觀念，轉為鼓吹依靠個人的努力成就，足可以改變自己所屬的社會階層，即由個人努力賺取的成就來決定自己的社會地位。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流動性和開放性，無疑為人製造更多自主的機會和平等的空間。然而，社會既然締造了
向上流動的機會，自然同時就有向下流動的危機。而且社會地位得來不易，便要設法保住既得的利益，這種社會流動過程中患得患失的不確定性，便加劇了身分的危機感和地位的焦慮感（status anxiety）。階級觀念從來就是構成自我身分認同或身分危機的決定
性因素。因為一切來自功名財富、地位權勢、能力才幹這類高人一等的成就感覺，都不是自足地單獨決定的，我們必然會找一個跟自己社會地位近似的參考羣組，也就是一羣跟自己背景相似屬於同一階級的人，在互相比較的情況下所生的一種心理感受。一般
來說，學生不會拿自己的能力和學識跟老師相比，卻會由於跟同學比較而有自卑和猜忌的心理。中產父母通常亦不會將自己的子女跟基層父母的子女互相比較，卻會在中產家庭之間比拼誰的子女能入讀某間名校。同樣，我們也不會將自己的收入、地位、事業
上的成就、所住的房子跟富商李嘉誠比較，卻會由於跟同輩、同學、同事互相比較而有嫉妒和憂慮的情緒。由此可見，「近似性」（similarity）是構成社會階級很重要的元素。屬於同一社會階層的人，除了收入接近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近似的價值觀、生活
態度和生活方式。而往往又會以此來互相參考、比較和互相影響，甚至彼此制約。正如哲學家休謨（Da�id Hume）在《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書寫道：「造成嫉妒的原因，不是我們與別人之間的巨大差異，而恰恰相反地，是兩者之間的近
似。」故此，資本主義社會那種由平等開放的階級意識主導下的競爭比較，反而較封建社會不平等和封閉的階級觀念所導致的認命和安於現狀，可能要背負更大的心理負擔和壓力，固然這也是所謂文明社會追求進步所要付上的代價。當開放社會的價值好像從
來沒有受到質疑的時候，其實不妨反問：開放社會擁有的階級流動性，一定優勝過傳統階級社會的穩定性嗎？一個具有較高社會流動性的開放社會，是否一定比起傳統低流動性的階級社會更能體現社會的平等和公義麼？開放一定好過保守嗎？平等一定勝於差
異嗎？成就一定比失敗更可取嗎？權勢能力一定比卑微脆弱更令人欽羡嗎？自主必然好過順服嗎？進取必然優於被動嗎？競爭一定勝過退讓嗎？只有自由值得歌頌而認命必然應受詛咒嗎？上流社會香港在戰後很短時間內，便由轉口港轉型為主力發展製造業的
城市，由於製造業需要大量勞動力及不同的人才，再配合經濟迅速發展底下，於是帶動整個社會在職業結構上出現明顯的變化，亦由此製造了不少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第一代中產階級便在七、八十年代香港的上流（向上流動）社會裏冒出頭來。不要忘記，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仍處於貧窮階段，大多數七、八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都是在物質匱乏的生活中度過其童年時代，相信他們不會忘記昔日一家人住在環境惡劣的木屋區、徙置區或擠在幾十呎的唐樓板間房內的艱難歲月，也不會忘掉童年時在家中穿塑膠花做
外發工幫補家計的日子。因此，當一個處處充滿機遇、人人有機會往上爬的公平開放的社會經濟體系臨到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更要珍惜這千載難逢的機遇，不可光坐著「等運到」，要努力爭取每一個機會，以改寫自己的命運。於是人人發奮讀書，拼命工作，
努力沿著社會階梯往上爬。「握我手，來為我解苦困，用你的真心愛，幫我學火裏鳳凰，衝破厄運，今生，共你一起抗拒命運，陪著你一生奮鬥，偏不許造物弄人。」甄妮這首〈命運〉的歌詞，反映了上述努力進取的中產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同樣也體現了第
一代中產到今日仍不時懷緬的〈獅子山下〉精神：「攜手踏平崎嶇，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在上流社會處處充滿機會的環境底下，固然一方面造就了強調個人努力、奮鬥、抗拒命運及積極進取的中產核心價值；但另一方面，畢竟香港
的經濟成就也是一個充滿意外的奇迹。正如只有小學程度的李嘉誠能白手興家，實在也是一個神話，除了他的個人努力之外，無可否認也要靠點天時地利的彩數。所以香港人心裏明白，一方面既要努力讀書考試升學，但同時又深信「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
德五讀書」的道理。事實上，香港人既努力工作，同時又愛買六合彩賭波賭馬炒樓炒股票，終日造夢盼望一朝發達。許冠傑〈鬼馬雙星〉的歌詞：「人生如賭博，嬴輸都冇時定，嬴咗得餐笑，輸光唔駛興。」多少反映出香港人那種訴諸命運、相信彩數的賭博
精神；事實上，賭徒豈不就是典型的機會主義者麼？而香港在金融投資上的經濟成就，亦多少拜這種賭徒式機會主義精神所賜。由此可見，香港七、八十年代這個曾經充滿機遇的開放社會，塑造了一班既努力踏實又有賭徒性格的中產一族。不少中產信徒可能
也不例外，當他們同樣既相信靠自己能力可以解決問題、成就大事，且又同樣「走精面、賭運氣」的時候，卻依然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上帝的靈方能成事。」（亞四6）豈不只是言不由衷的大話下流社會三浦展的暢銷書《下流社
會：一個新社會階層的出現》，分析日本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泡沫經濟爆破之後，不但大量中產人士的社會地位向下流動，而且年輕一代也陸續加入「下流」的行列，日本變成一個中產階層逐漸消失的「下流社會」，也就是大前研一提到的「貧富兩極化，中
產向下流」的「M型社會」。根據三浦展的定義，「下流」不僅指收入的減少，也包括工作能力、工作熱誠、生活能力、消費意欲、人際溝通能力、學習動機等都有向下流動的迹象。換言之，「下流人士」缺乏一種拼搏往上爬及努力累積財富的野心和動力，
以致令他們只能置身於中下階層而已。九七前香港樓市瘋狂上升，出現泡沫經濟的現象。自從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經濟發展似乎有走下坡的趨勢，中產人士經歷了負資產的重創，元氣大傷，甚至要加入失業大軍的行列。而且根據二○一○年政府統計處的數字
顯示，「八十後」年輕人入息中位數下跌。以二十至二十四歲的年青人為例，他們就算有學歷，但入息中位數卻由一九九七年的八千二百元跌至二○○八年的七千五百元，而且年青人的失業率亦算高，貧富懸殊問題又持續嚴重。於是，有不少人擔心，香港會
否像日本一樣出現「下流社會」和「M型社會」的現象？尤其是經歷過香港七、八十年代「上流社會」黃金歲月的中產人士，他們也許對「下流社會」的出現顯得有點悲觀和憂慮，於是不少人可能會表現出兩種態度：或是否認，或是想辦法預防和避免。然
而，我們不妨反問，為何總是覺得「下流社會」必然差過「上流社會」？我們對「下流社會」的抗拒，是否反映了我們只是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問題？為何我們總是喜歡用七、八十年代「上流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作為衡量「下流社會」好壞的標準呢？其
實三浦展在接受「讀賣新聞」記者的訪問時也提過，不宜對「下流社會」的好壞作過度簡單的價值判斷。事實上，他在書裏也只是盡量客觀地引用大量的調查資料和數據，來剖析和比較上、下流社會之間在消費文化、生活模式、人際關係、性格和價值觀各方
面的差異而已，而並非有心要為「下流社會」貼上負面的標籤。在三浦展的描述裏，日本「下流階層」的人，無疑工作愈來愈不穩定和收入下降，不過他們在物質生活上其實未必真的很匱乏，他們同樣沉迷「ACG」（即動漫電玩），同樣追求「3P」（即PC、
Pager及Play Station），同樣投入各類消費的生活。只是，日本「下流人士」一般擁有以下一些特徵：較內向或自我封閉、不善溝通和交際、喜歡獨處、追求自己的個性和自我主張、我行我素、重視自我實現、較喜歡獨身或遲婚、喜歡較自由的工作、喜歡輕鬆悠
閒的生活、樸素、不顯眼、顛覆傳統、不熱中於追求時尚、不拒絕大眾化的飲食文化等。如此說來，「下流人士」的特徵和價值觀必然差過「上流人士」的嗎？老香港的黑白照舊日生活中的尋常事物，喚起不少戰後嬰兒潮那一代人的集體回憶。六七暴動、啟
德機場、雍雅山房、荔園大象、呂奇、陳寶珠、張圓圓、許冠傑、歡樂今宵、雙星報喜、狂潮、上海灘、颱風溫黛、紅白藍膠袋、公雞碗、飛機欖、砵仔糕……至於嬰兒潮那代人的中產階級，經歷了金融風暴和負資產的慘痛經歷之後，可能更愛回想昔日香港
經濟奇迹的故事。由漁港、轉口港、製造業（塑膠、製衣、紡織、電子、假髮）、山寨廠、積極不干預政策、工廠北移、金融投資（炒樓、炒股票）、魚翅撈飯、亞洲四小龍……到國際金融中心，自然都成為他們集體回憶的主要素材。這一代人懷舊的內容，
似乎都離不開傳統港式的飲食文化、日常生活用品、港式大眾文化和經濟發展的奇迹，不過正是這些香港記憶，曾經構成這一代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老的、舊的就是好的。老傢具、老相機、老照片、老房子、舊街燈、舊電影、舊金曲……對「老」
與「舊」的懷念也是美的。在變幻的新時代，在無情消逝的歲月中，這一代人可能由於不想面對歲月催人老的現實；也可能懷著今非昔比的感慨，畢竟七、八十年代的黃金歲月由他們開創；又或想藉著重尋舊日的足迹，在緬懷獅子山下的精神中發出一代不如
一代的慨歎。於是他們集體地發思古之幽情，也許是戰後嬰兒潮共有的情感習作。懷舊，是影像消費社會一種新興的潮流，是將香港社會舊日的人情事物，透過美學化的古老與殘舊的影像再現眼前。重新製造香港的故事，不但讓邁向暮年的戰後嬰兒作心理補
償式的集體回憶，也可滿足年青人所嚮往的獵奇式感性消費。不過，感性消費的懷舊影像，跟真實歷史中有血有肉的生活始終是兩回事，因為它最多只是經過美化包裝、粉飾再造而富有浪漫情懷的香港傳奇而已。於是，香港人一面繼續懷舊，同時卻持續地缺
乏歷史意識，並跟歷史傳統斷裂，而生命亦由於欠缺歷史時間深度的孕育而繼續浮淺。懷舊，並非只留戀過去，也不應只滿足於包裝舊日的傳奇，亦不是簡單地複製歷史。懷舊，必然是回憶者選擇性地對歷史片段在相認的過程中進行詮釋，而集體懷舊，便是
整個詮釋羣體透過集體回憶，從而建構出他們在當下共同需要的集體意識或核心價值，當然可能也代表了他們對未來的集體想像。固然，在每次當下的回憶中，更應該要意識到必須包含對歷史的反省和批判。故此，懷舊必然從當下出發，既與歷史相認，又將
歷史引到當下，甚至導向未來。亦惟有這樣，才能兌現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回憶是在一件曾發生的事情當中無限次穿插飛舞的能力。」回憶，在基督信仰中更是不可或缺。聖經再三提醒我們，不要忘記上帝在歷史中的作為；每次聖餐，就是讓
信徒在當下的回憶中經歷三一上帝的臨在。惟有透過當下的回憶，使我們重新注目於時間，意識到生命既在時間中發展延續，同時亦在時間中消逝衰亡。雖然一切都是虛空，都是捕風，但傳道者說：「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
裏。」（傳三11）誰是中產？過往關於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社會學研究著實不少，不過單就如何界定中產，卻是一個富爭論性的議題，尤其當我們討論的是香港的中產階級時，一般所指的又是哪一階層的人？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而言，資本主義社會
基本上分為資產階級（bourgeoisie；或稱布爾喬亞）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t；亦稱為普羅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之下，只有前者擁有生產工具，後者為了維持生計，就只好替資產階級工作，以勞動力換取生活所需。而資產階級則不斷透過生產過程中對
勞工的剝削，以增加剩餘價值來獲利。故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必然具有剝削與對立的屬性。在資產階級內又可再細分為上層資產階級（high bourgeoisie），即企業家或資本家；以及小資產階級，或稱「小布爾喬亞」（petitebourgeoisie）。有人會將
「小布爾喬亞」算為中產階級，指的是一班有別於大資本家的「自雇者」或「小老闆」。他們以小筆資金創業，可能是開涼茶舖、士多、茶餐廳、雜貨舖、時裝店的自雇者，也可能是一些雇用少許員工的「中小企」老闆。不過亦由於「小布爾喬亞」包含的幅
度較大，自雇者或小老闆的教育水平也不一定很高，甚至他們的收入可能也很微薄，因此，亦有不少研究社會階層的學者，不會將他們界定為中產。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中產是介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有中等入息，在香港正稱為「夾心階
層」。意即，他們既不如資產階級般擁有豐厚財富和資產，又不像低收入基層人士般能享受社會福利保障，卻又要負擔較高的稅項開支。不過，以收入來為中產下定義其實並非太有用的做法，社會學教授呂大樂認為，不少社會階級的理論，卻將職業和工作性
質視為界定中產的理想指標。所謂中產階級，就是一羣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具有較高學歷而擔任行政管理及專業工作的雇員，也包括一班擁有文化資本的知識分子、藝術工作者和從事創意產業的文化人。有些學者為了將他們跟稱為「小布爾喬亞」舊中產
階級區別出來，於是將這班現代社會的行政管理及專業人員稱為「新中產階級」。根據楊奇和唐鳴的研究，隨著九十年代香港逐漸成為知識型經濟社會，於是「智力階級」成為香港社會內一個新興的中產階層。他們界定「智力階級」為一羣具有大專以上學歷
或者取得專業知識技術，兼有社會正義感的知識分子，主要從事腦力勞動和知識創新的工作。因此，「智力階級」跟「知識經濟」的出現息息相關。其實，沒有一成不變的中產階級定義，社會階級的結構乃是隨著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的變化而轉變，而且不同
的階級理論往往亦反過來主導著人們去為社會階級作出不同的分類和定義。只不過在這一切的變化中，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本身卻似乎是恆久不變的事實，而社會分層正是見證著差異和不平等，原來是現實人類社會的本相。階級流動傳統封建社會強
調分層的階級觀念，而且社會地位是天生世襲的，一旦生下來是貴族階層，就會一生也無法棄掉貴族的身分；同樣，一生下來是奴隸，就會一生為奴，命運生成，任由個人後天如何努力也無法逆轉，最終只能認命。然而，主張公平自由競爭的現代資本主義社
會，卻一心要顛覆封建社會強調世襲特權的階級觀念，轉為鼓吹依靠個人的努力成就，足可以改變自己所屬的社會階層，即由個人努力賺取的成就來決定自己的社會地位。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流動性和開放性，無疑為人製造更多自主的機會和平等的空間。然
而，社會既然締造了向上流動的機會，自然同時就有向下流動的危機。而且社會地位得來不易，便要設法保住既得的利益，這種社會流動過程中患得患失的不確定性，便加劇了身分的危機感和地位的焦慮感（status anxiety）。階級觀念從來就是構成自我身分認
同或身分危機的決定性因素。因為一切來自功名財富、地位權勢、能力才幹這類高人一等的成就感覺，都不是自足地單獨決定的，我們必然會找一個跟自己社會地位近似的參考羣組，也就是一羣跟自己背景相似屬於同一階級的人，在互相比較的情況下所生的
一種心理感受。一般來說，學生不會拿自己的能力和學識跟老師相比，卻會由於跟同學比較而有自卑和猜忌的心理。中產父母通常亦不會將自己的子女跟基層父母的子女互相比較，卻會在中產家庭之間比拼誰的子女能入讀某間名校。同樣，我們也不會將自己
的收入、地位、事業上的成就、所住的房子跟富商李嘉誠比較，卻會由於跟同輩、同學、同事互相比較而有嫉妒和憂慮的情緒。由此可見，「近似性」（similarity）是構成社會階級很重要的元素。屬於同一社會階層的人，除了收入接近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有
近似的價值觀、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而往往又會以此來互相參考、比較和互相影響，甚至彼此制約。正如哲學家休謨（Da�id Hume）在《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書寫道：「造成嫉妒的原因，不是我們與別人之間的巨大差異，而恰恰相反地，
是兩者之間的近似。」故此，資本主義社會那種由平等開放的階級意識主導下的競爭比較，反而較封建社會不平等和封閉的階級觀念所導致的認命和安於現狀，可能要背負更大的心理負擔和壓力，固然這也是所謂文明社會追求進步所要付上的代價。當開放社
會的價值好像從來沒有受到質疑的時候，其實不妨反問：開放社會擁有的階級流動性，一定優勝過傳統階級社會的穩定性嗎？一個具有較高社會流動性的開放社會，是否一定比起傳統低流動性的階級社會更能體現社會的平等和公義麼？開放一定好過保守嗎？
平等一定勝於差異嗎？成就一定比失敗更可取嗎？權勢能力一定比卑微脆弱更令人欽羡嗎？自主必然好過順服嗎？進取必然優於被動嗎？競爭一定勝過退讓嗎？只有自由值得歌頌而認命必然應受詛咒嗎？上流社會香港在戰後很短時間內，便由轉口港轉型為主
力發展製造業的城市，由於製造業需要大量勞動力及不同的人才，再配合經濟迅速發展底下，於是帶動整個社會在職業結構上出現明顯的變化，亦由此製造了不少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第一代中產階級便在七、八十年代香港的上流（向上流動）社會裏冒出頭
來。不要忘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仍處於貧窮階段，大多數七、八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都是在物質匱乏的生活中度過其童年時代，相信他們不會忘記昔日一家人住在環境惡劣的木屋區、徙置區或擠在幾十呎的唐樓板間房內的艱難歲月，也不會忘掉童年時在
家中穿塑膠花做外發工幫補家計的日子。因此，當一個處處充滿機遇、人人有機會往上爬的公平開放的社會經濟體系臨到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更要珍惜這千載難逢的機遇，不可光坐著「等運到」，要努力爭取每一個機會，以改寫自己的命運。於是人人發奮讀
書，拼命工作，努力沿著社會階梯往上爬。「握我手，來為我解苦困，用你的真心愛，幫我學火裏鳳凰，衝破厄運，今生，共你一起抗拒命運，陪著你一生奮鬥，偏不許造物弄人。」甄妮這首〈命運〉的歌詞，反映了上述努力進取的中產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同樣也體現了第一代中產到今日仍不時懷緬的〈獅子山下〉精神：「攜手踏平崎嶇，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在上流社會處處充滿機會的環境底下，固然一方面造就了強調個人努力、奮鬥、抗拒命運及積極進取的中產核心價值；但另一
方面，畢竟香港的經濟成就也是一個充滿意外的奇迹。正如只有小學程度的李嘉誠能白手興家，實在也是一個神話，除了他的個人努力之外，無可否認也要靠點天時地利的彩數。所以香港人心裏明白，一方面既要努力讀書考試升學，但同時又深信「一命二運
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的道理。事實上，香港人既努力工作，同時又愛買六合彩賭波賭馬炒樓炒股票，終日造夢盼望一朝發達。許冠傑〈鬼馬雙星〉的歌詞：「人生如賭博，嬴輸都冇時定，嬴咗得餐笑，輸光唔駛興。」多少反映出香港人那種訴諸命運、
相信彩數的賭博精神；事實上，賭徒豈不就是典型的機會主義者麼？而香港在金融投資上的經濟成就，亦多少拜這種賭徒式機會主義精神所賜。由此可見，香港七、八十年代這個曾經充滿機遇的開放社會，塑造了一班既努力踏實又有賭徒性格的中產一族。不
少中產信徒可能也不例外，當他們同樣既相信靠自己能力可以解決問題、成就大事，且又同樣「走精面、賭運氣」的時候，卻依然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上帝的靈方能成事。」（亞四6）豈不只是言不由衷的大話下流社會三浦展的暢
銷書《下流社會：一個新社會階層的出現》，分析日本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泡沫經濟爆破之後，不但大量中產人士的社會地位向下流動，而且年輕一代也陸續加入「下流」的行列，日本變成一個中產階層逐漸消失的「下流社會」，也就是大前研一提到的「貧
富兩極化，中產向下流」的「M型社會」。根據三浦展的定義，「下流」不僅指收入的減少，也包括工作能力、工作熱誠、生活能力、消費意欲、人際溝通能力、學習動機等都有向下流動的迹象。換言之，「下流人士」缺乏一種拼搏往上爬及努力累積財富的
野心和動力，以致令他們只能置身於中下階層而已。九七前香港樓市瘋狂上升，出現泡沫經濟的現象。自從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經濟發展似乎有走下坡的趨勢，中產人士經歷了負資產的重創，元氣大傷，甚至要加入失業大軍的行列。而且根據二○一○年政府
統計處的數字顯示，「八十後」年輕人入息中位數下跌。以二十至二十四歲的年青人為例，他們就算有學歷，但入息中位數卻由一九九七年的八千二百元跌至二○○八年的七千五百元，而且年青人的失業率亦算高，貧富懸殊問題又持續嚴重。於是，有不少人
擔心，香港會否像日本一樣出現「下流社會」和「M型社會」的現象？尤其是經歷過香港七、八十年代「上流社會」黃金歲月的中產人士，他們也許對「下流社會」的出現顯得有點悲觀和憂慮，於是不少人可能會表現出兩種態度：或是否認，或是想辦法預防
和避免。然而，我們不妨反問，為何總是覺得「下流社會」必然差過「上流社會」？我們對「下流社會」的抗拒，是否反映了我們只是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問題？為何我們總是喜歡用七、八十年代「上流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作為衡量「下流社會」好壞的
標準呢？其實三浦展在接受「讀賣新聞」記者的訪問時也提過，不宜對「下流社會」的好壞作過度簡單的價值判斷。事實上，他在書裏也只是盡量客觀地引用大量的調查資料和數據，來剖析和比較上、下流社會之間在消費文化、生活模式、人際關係、性格和
價值觀各方面的差異而已，而並非有心要為「下流社會」貼上負面的標籤。在三浦展的描述裏，日本「下流階層」的人，無疑工作愈來愈不穩定和收入下降，不過他們在物質生活上其實未必真的很匱乏，他們同樣沉迷「ACG」（即動漫電玩），同樣追求
「3P」（即PC、Pager及Play Station），同樣投入各類消費的生活。只是，日本「下流人士」一般擁有以下一些特徵：較內向或自我封閉、不善溝通和交際、喜歡獨處、追求自己的個性和自我主張、我行我素、重視自我實現、較喜歡獨身或遲婚、喜歡較自由的工
作、喜歡輕鬆悠閒的生活、樸素、不顯眼、顛覆傳統、不熱中於追求時尚、不拒絕大眾化的飲食文化等。如此說來，「下流人士」的特徵和價值觀必然差過「上流人士」的嗎？老香港的黑白照舊日生活中的尋常事物，喚起不少戰後嬰兒潮那一代人的集體回
憶。六七暴動、啟德機場、雍雅山房、荔園大象、呂奇、陳寶珠、張圓圓、許冠傑、歡樂今宵、雙星報喜、狂潮、上海灘、颱風溫黛、紅白藍膠袋、公雞碗、飛機欖、砵仔糕……至於嬰兒潮那代人的中產階級，經歷了金融風暴和負資產的慘痛經歷之後，可能
更愛回想昔日香港經濟奇迹的故事。由漁港、轉口港、製造業（塑膠、製衣、紡織、電子、假髮）、山寨廠、積極不干預政策、工廠北移、金融投資（炒樓、炒股票）、魚翅撈飯、亞洲四小龍……到國際金融中心，自然都成為他們集體回憶的主要素材。這一
代人懷舊的內容，似乎都離不開傳統港式的飲食文化、日常生活用品、港式大眾文化和經濟發展的奇迹，不過正是這些香港記憶，曾經構成這一代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老的、舊的就是好的。老傢具、老相機、老照片、老房子、舊街燈、舊電影、舊
金曲……對「老」與「舊」的懷念也是美的。在變幻的新時代，在無情消逝的歲月中，這一代人可能由於不想面對歲月催人老的現實；也可能懷著今非昔比的感慨，畢竟七、八十年代的黃金歲月由他們開創；又或想藉著重尋舊日的足迹，在緬懷獅子山下的精
神中發出一代不如一代的慨歎。於是他們集體地發思古之幽情，也許是戰後嬰兒潮共有的情感習作。懷舊，是影像消費社會一種新興的潮流，是將香港社會舊日的人情事物，透過美學化的古老與殘舊的影像再現眼前。重新製造香港的故事，不但讓邁向暮年的
戰後嬰兒作心理補償式的集體回憶，也可滿足年青人所嚮往的獵奇式感性消費。不過，感性消費的懷舊影像，跟真實歷史中有血有肉的生活始終是兩回事，因為它最多只是經過美化包裝、粉飾再造而富有浪漫情懷的香港傳奇而已。於是，香港人一面繼續懷
舊，同時卻持續地缺乏歷史意識，並跟歷史傳統斷裂，而生命亦由於欠缺歷史時間深度的孕育而繼續浮淺。懷舊，並非只留戀過去，也不應只滿足於包裝舊日的傳奇，亦不是簡單地複製歷史。懷舊，必然是回憶者選擇性地對歷史片段在相認的過程中進行詮
釋，而集體懷舊，便是整個詮釋羣體透過集體回憶，從而建構出他們在當下共同需要的集體意識或核心價值，當然可能也代表了他們對未來的集體想像。固然，在每次當下的回憶中，更應該要意識到必須包含對歷史的反省和批判。故此，懷舊必然從當下出
發，既與歷史相認，又將歷史引到當下，甚至導向未來。亦惟有這樣，才能兌現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回憶是在一件曾發生的事情當中無限次穿插飛舞的能力。」回憶，在基督信仰中更是不可或缺。聖經再三提醒我們，不要忘記上帝在歷史中的
作為；每次聖餐，就是讓信徒在當下的回憶中經歷三一上帝的臨在。惟有透過當下的回憶，使我們重新注目於時間，意識到生命既在時間中發展延續，同時亦在時間中消逝衰亡。雖然一切都是虛空，都是捕風，但傳道者說：「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
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傳三11）誰是中產？過往關於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社會學研究著實不少，不過單就如何界定中產，卻是一個富爭論性的議題，尤其當我們討論的是香港的中產階級時，一般所指的又是哪一階層的人？以馬克思主義的階
級理論而言，資本主義社會基本上分為資產階級（bourgeoisie；或稱布爾喬亞）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t；亦稱為普羅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之下，只有前者擁有生產工具，後者為了維持生計，就只好替資產階級工作，以勞動力換取生活所需。而資產階
級則不斷透過生產過程中對勞工的剝削，以增加剩餘價值來獲利。故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必然具有剝削與對立的屬性。在資產階級內又可再細分為上層資產階級（high bourgeoisie），即企業家或資本家；以及小資產階級，或稱「小布爾喬亞」
（petitebourgeoisie）。有人會將「小布爾喬亞」算為中產階級，指的是一班有別於大資本家的「自雇者」或「小老闆」。他們以小筆資金創業，可能是開涼茶舖、士多、茶餐廳、雜貨舖、時裝店的自雇者，也可能是一些雇用少許員工的「中小企」老闆。不過亦
由於「小布爾喬亞」包含的幅度較大，自雇者或小老闆的教育水平也不一定很高，甚至他們的收入可能也很微薄，因此，亦有不少研究社會階層的學者，不會將他們界定為中產。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中產是介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有中等入
息，在香港正稱為「夾心階層」。意即，他們既不如資產階級般擁有豐厚財富和資產，又不像低收入基層人士般能享受社會福利保障，卻又要負擔較高的稅項開支。不過，以收入來為中產下定義其實並非太有用的做法，社會學教授呂大樂認為，不少社會階級
的理論，卻將職業和工作性質視為界定中產的理想指標。所謂中產階級，就是一羣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具有較高學歷而擔任行政管理及專業工作的雇員，也包括一班擁有文化資本的知識分子、藝術工作者和從事創意產業的文化人。有些學者為了將他們跟
稱為「小布爾喬亞」舊中產階級區別出來，於是將這班現代社會的行政管理及專業人員稱為「新中產階級」。根據楊奇和唐鳴的研究，隨著九十年代香港逐漸成為知識型經濟社會，於是「智力階級」成為香港社會內一個新興的中產階層。他們界定「智力階
級」為一羣具有大專以上學歷或者取得專業知識技術，兼有社會正義感的知識分子，主要從事腦力勞動和知識創新的工作。因此，「智力階級」跟「知識經濟」的出現息息相關。其實，沒有一成不變的中產階級定義，社會階級的結構乃是隨著社會文化和經濟
發展的變化而轉變，而且不同的階級理論往往亦反過來主導著人們去為社會階級作出不同的分類和定義。只不過在這一切的變化中，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本身卻似乎是恆久不變的事實，而社會分層正是見證著差異和不平等，原來是現實人類社會的本
相。階級流動傳統封建社會強調分層的階級觀念，而且社會地位是天生世襲的，一旦生下來是貴族階層，就會一生也無法棄掉貴族的身分；同樣，一生下來是奴隸，就會一生為奴，命運生成，任由個人後天如何努力也無法逆轉，最終只能認命。然而，主張公
平自由競爭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卻一心要顛覆封建社會強調世襲特權的階級觀念，轉為鼓吹依靠個人的努力成就，足可以改變自己所屬的社會階層，即由個人努力賺取的成就來決定自己的社會地位。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流動性和開放性，無疑為人製造更多
自主的機會和平等的空間。然而，社會既然締造了向上流動的機會，自然同時就有向下流動的危機。而且社會地位得來不易，便要設法保住既得的利益，這種社會流動過程中患得患失的不確定性，便加劇了身分的危機感和地位的焦慮感（status anxiety）。階級
觀念從來就是構成自我身分認同或身分危機的決定性因素。因為一切來自功名財富、地位權勢、能力才幹這類高人一等的成就感覺，都不是自足地單獨決定的，我們必然會找一個跟自己社會地位近似的參考羣組，也就是一羣跟自己背景相似屬於同一階級的
人，在互相比較的情況下所生的一種心理感受。一般來說，學生不會拿自己的能力和學識跟老師相比，卻會由於跟同學比較而有自卑和猜忌的心理。中產父母通常亦不會將自己的子女跟基層父母的子女互相比較，卻會在中產家庭之間比拼誰的子女能入讀某間
名校。同樣，我們也不會將自己的收入、地位、事業上的成就、所住的房子跟富商李嘉誠比較，卻會由於跟同輩、同學、同事互相比較而有嫉妒和憂慮的情緒。由此可見，「近似性」（similarity）是構成社會階級很重要的元素。屬於同一社會階層的人，除了收
入接近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近似的價值觀、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而往往又會以此來互相參考、比較和互相影響，甚至彼此制約。正如哲學家休謨（Da�id Hume）在《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書寫道：「造成嫉妒的原因，不是我們與別人之
間的巨大差異，而恰恰相反地，是兩者之間的近似。」故此，資本主義社會那種由平等開放的階級意識主導下的競爭比較，反而較封建社會不平等和封閉的階級觀念所導致的認命和安於現狀，可能要背負更大的心理負擔和壓力，固然這也是所謂文明社會追求
進步所要付上的代價。當開放社會的價值好像從來沒有受到質疑的時候，其實不妨反問：開放社會擁有的階級流動性，一定優勝過傳統階級社會的穩定性嗎？一個具有較高社會流動性的開放社會，是否一定比起傳統低流動性的階級社會更能體現社會的平等和
公義麼？開放一定好過保守嗎？平等一定勝於差異嗎？成就一定比失敗更可取嗎？權勢能力一定比卑微脆弱更令人欽羡嗎？自主必然好過順服嗎？進取必然優於被動嗎？競爭一定勝過退讓嗎？只有自由值得歌頌而認命必然應受詛咒嗎？上流社會香港在戰後很
短時間內，便由轉口港轉型為主力發展製造業的城市，由於製造業需要大量勞動力及不同的人才，再配合經濟迅速發展底下，於是帶動整個社會在職業結構上出現明顯的變化，亦由此製造了不少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第一代中產階級便在七、八十年代香港的
上流（向上流動）社會裏冒出頭來。不要忘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仍處於貧窮階段，大多數七、八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都是在物質匱乏的生活中度過其童年時代，相信他們不會忘記昔日一家人住在環境惡劣的木屋區、徙置區或擠在幾十呎的唐樓板間房內的
艱難歲月，也不會忘掉童年時在家中穿塑膠花做外發工幫補家計的日子。因此，當一個處處充滿機遇、人人有機會往上爬的公平開放的社會經濟體系臨到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更要珍惜這千載難逢的機遇，不可光坐著「等運到」，要努力爭取每一個機會，以改
寫自己的命運。於是人人發奮讀書，拼命工作，努力沿著社會階梯往上爬。「握我手，來為我解苦困，用你的真心愛，幫我學火裏鳳凰，衝破厄運，今生，共你一起抗拒命運，陪著你一生奮鬥，偏不許造物弄人。」甄妮這首〈命運〉的歌詞，反映了上述努力
進取的中產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同樣也體現了第一代中產到今日仍不時懷緬的〈獅子山下〉精神：「攜手踏平崎嶇，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在上流社會處處充滿機會的環境底下，固然一方面造就了強調個人努力、奮鬥、抗拒命運及積
極進取的中產核心價值；但另一方面，畢竟香港的經濟成就也是一個充滿意外的奇迹。正如只有小學程度的李嘉誠能白手興家，實在也是一個神話，除了他的個人努力之外，無可否認也要靠點天時地利的彩數。所以香港人心裏明白，一方面既要努力讀書考試
升學，但同時又深信「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的道理。事實上，香港人既努力工作，同時又愛買六合彩賭波賭馬炒樓炒股票，終日造夢盼望一朝發達。許冠傑〈鬼馬雙星〉的歌詞：「人生如賭博，嬴輸都冇時定，嬴咗得餐笑，輸光唔駛興。」多
少反映出香港人那種訴諸命運、相信彩數的賭博精神；事實上，賭徒豈不就是典型的機會主義者麼？而香港在金融投資上的經濟成就，亦多少拜這種賭徒式機會主義精神所賜。由此可見，香港七、八十年代這個曾經充滿機遇的開放社會，塑造了一班既努力踏
實又有賭徒性格的中產一族。不少中產信徒可能也不例外，當他們同樣既相信靠自己能力可以解決問題、成就大事，且又同樣「走精面、賭運氣」的時候，卻依然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上帝的靈方能成事。」（亞四6）豈不只是言不
由衷的大話下流社會三浦展的暢銷書《下流社會：一個新社會階層的出現》，分析日本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泡沫經濟爆破之後，不但大量中產人士的社會地位向下流動，而且年輕一代也陸續加入「下流」的行列，日本變成一個中產階層逐漸消失的「下流社
會」，也就是大前研一提到的「貧富兩極化，中產向下流」的「M型社會」。根據三浦展的定義，「下流」不僅指收入的減少，也包括工作能力、工作熱誠、生活能力、消費意欲、人際溝通能力、學習動機等都有向下流動的迹象。換言之，「下流人士」缺乏
一種拼搏往上爬及努力累積財富的野心和動力，以致令他們只能置身於中下階層而已。九七前香港樓市瘋狂上升，出現泡沫經濟的現象。自從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經濟發展似乎有走下坡的趨勢，中產人士經歷了負資產的重創，元氣大傷，甚至要加入失業大軍
的行列。而且根據二○一○年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示，「八十後」年輕人入息中位數下跌。以二十至二十四歲的年青人為例，他們就算有學歷，但入息中位數卻由一九九七年的八千二百元跌至二○○八年的七千五百元，而且年青人的失業率亦算高，貧富懸殊
問題又持續嚴重。於是，有不少人擔心，香港會否像日本一樣出現「下流社會」和「M型社會」的現象？尤其是經歷過香港七、八十年代「上流社會」黃金歲月的中產人士，他們也許對「下流社會」的出現顯得有點悲觀和憂慮，於是不少人可能會表現出兩種
態度：或是否認，或是想辦法預防和避免。然而，我們不妨反問，為何總是覺得「下流社會」必然差過「上流社會」？我們對「下流社會」的抗拒，是否反映了我們只是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問題？為何我們總是喜歡用七、八十年代「上流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價
值觀作為衡量「下流社會」好壞的標準呢？其實三浦展在接受「讀賣新聞」記者的訪問時也提過，不宜對「下流社會」的好壞作過度簡單的價值判斷。事實上，他在書裏也只是盡量客觀地引用大量的調查資料和數據，來剖析和比較上、下流社會之間在消費文
化、生活模式、人際關係、性格和價值觀各方面的差異而已，而並非有心要為「下流社會」貼上負面的標籤。在三浦展的描述裏，日本「下流階層」的人，無疑工作愈來愈不穩定和收入下降，不過他們在物質生活上其實未必真的很匱乏，他們同樣沉迷
「ACG」（即動漫電玩），同樣追求「3P」（即PC、Pager及Play Station），同樣投入各類消費的生活。只是，日本「下流人士」一般擁有以下一些特徵：較內向或自我封閉、不善溝通和交際、喜歡獨處、追求自己的個性和自我主張、我行我素、重視自我實現、
較喜歡獨身或遲婚、喜歡較自由的工作、喜歡輕鬆悠閒的生活、樸素、不顯眼、顛覆傳統、不熱中於追求時尚、不拒絕大眾化的飲食文化等。如此說來，「下流人士」的特徵和價值觀必然差過「上流人士」的嗎？老香港的黑白照舊日生活中的尋常事物，喚起
不少戰後嬰兒潮那一代人的集體回憶。六七暴動、啟德機場、雍雅山房、荔園大象、呂奇、陳寶珠、張圓圓、許冠傑、歡樂今宵、雙星報喜、狂潮、上海灘、颱風溫黛、紅白藍膠袋、公雞碗、飛機欖、砵仔糕……至於嬰兒潮那代人的中產階級，經歷了金融風
暴和負資產的慘痛經歷之後，可能更愛回想昔日香港經濟奇迹的故事。由漁港、轉口港、製造業（塑膠、製衣、紡織、電子、假髮）、山寨廠、積極不干預政策、工廠北移、金融投資（炒樓、炒股票）、魚翅撈飯、亞洲四小龍……到國際金融中心，自然都成
為他們集體回憶的主要素材。這一代人懷舊的內容，似乎都離不開傳統港式的飲食文化、日常生活用品、港式大眾文化和經濟發展的奇迹，不過正是這些香港記憶，曾經構成這一代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老的、舊的就是好的。老傢具、老相機、老照
片、老房子、舊街燈、舊電影、舊金曲……對「老」與「舊」的懷念也是美的。在變幻的新時代，在無情消逝的歲月中，這一代人可能由於不想面對歲月催人老的現實；也可能懷著今非昔比的感慨，畢竟七、八十年代的黃金歲月由他們開創；又或想藉著重尋
舊日的足迹，在緬懷獅子山下的精神中發出一代不如一代的慨歎。於是他們集體地發思古之幽情，也許是戰後嬰兒潮共有的情感習作。懷舊，是影像消費社會一種新興的潮流，是將香港社會舊日的人情事物，透過美學化的古老與殘舊的影像再現眼前。重新製
造香港的故事，不但讓邁向暮年的戰後嬰兒作心理補償式的集體回憶，也可滿足年青人所嚮往的獵奇式感性消費。不過，感性消費的懷舊影像，跟真實歷史中有血有肉的生活始終是兩回事，因為它最多只是經過美化包裝、粉飾再造而富有浪漫情懷的香港傳奇
而已。於是，香港人一面繼續懷舊，同時卻持續地缺乏歷史意識，並跟歷史傳統斷裂，而生命亦由於欠缺歷史時間深度的孕育而繼續浮淺。懷舊，並非只留戀過去，也不應只滿足於包裝舊日的傳奇，亦不是簡單地複製歷史。懷舊，必然是回憶者選擇性地對歷
史片段在相認的過程中進行詮釋，而集體懷舊，便是整個詮釋羣體透過集體回憶，從而建構出他們在當下共同需要的集體意識或核心價值，當然可能也代表了他們對未來的集體想像。固然，在每次當下的回憶中，更應該要意識到必須包含對歷史的反省和批
判。故此，懷舊必然從當下出發，既與歷史相認，又將歷史引到當下，甚至導向未來。亦惟有這樣，才能兌現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回憶是在一件曾發生的事情當中無限次穿插飛舞的能力。」回憶，在基督信仰中更是不可或缺。聖經再三提醒我
們，不要忘記上帝在歷史中的作為；每次聖餐，就是讓信徒在當下的回憶中經歷三一上帝的臨在。惟有透過當下的回憶，使我們重新注目於時間，意識到生命既在時間中發展延續，同時亦在時間中消逝衰亡。雖然一切都是虛空，都是捕風，但傳道者說：「上
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傳三11）誰是中產？過往關於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社會學研究著實不少，不過單就如何界定中產，卻是一個富爭論性的議題，尤其當我們討論的是香港的中產階級時，一般所指的又是哪一階
層的人？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而言，資本主義社會基本上分為資產階級（bourgeoisie；或稱布爾喬亞）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t；亦稱為普羅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之下，只有前者擁有生產工具，後者為了維持生計，就只好替資產階級工作，以勞動
力換取生活所需。而資產階級則不斷透過生產過程中對勞工的剝削，以增加剩餘價值來獲利。故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必然具有剝削與對立的屬性。在資產階級內又可再細分為上層資產階級（high bourgeoisie），即企業家或資本家；以及小資產階
級，或稱「小布爾喬亞」（petitebourgeoisie）。有人會將「小布爾喬亞」算為中產階級，指的是一班有別於大資本家的「自雇者」或「小老闆」。他們以小筆資金創業，可能是開涼茶舖、士多、茶餐廳、雜貨舖、時裝店的自雇者，也可能是一些雇用少許員工的
「中小企」老闆。不過亦由於「小布爾喬亞」包含的幅度較大，自雇者或小老闆的教育水平也不一定很高，甚至他們的收入可能也很微薄，因此，亦有不少研究社會階層的學者，不會將他們界定為中產。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中產是介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
間的中間階層，有中等入息，在香港正稱為「夾心階層」。意即，他們既不如資產階級般擁有豐厚財富和資產，又不像低收入基層人士般能享受社會福利保障，卻又要負擔較高的稅項開支。不過，以收入來為中產下定義其實並非太有用的做法，社會學教授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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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港式中產迷思

誰是中產？過往關於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社會學研究著實不少，不過單就如何界定中產，卻是一個富爭論性的議題，尤其當我們討論的是香港的中產階級時，一般所指的又是哪一階層的人？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而言，資本主義社會基本上分為資產階
級（bourgeoisie；或稱布爾喬亞）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t；亦稱為普羅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之下，只有前者擁有生產工具，後者為了維持生計，就只好替資產階級工作，以勞動力換取生活所需。而資產階級則不斷透過生產過程中對勞工的剝削，以增
加剩餘價值來獲利。故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必然具有剝削與對立的屬性。在資產階級內又可再細分為上層資產階級（high bourgeoisie），即企業家或資本家；以及小資產階級，或稱「小布爾喬亞」（petitebourgeoisie）。有人會將「小布爾喬亞」算
為中產階級，指的是一班有別於大資本家的「自雇者」或「小老闆」。他們以小筆資金創業，可能是開涼茶舖、士多、茶餐廳、雜貨舖、時裝店的自雇者，也可能是一些雇用少許員工的「中小企」老闆。不過亦由於「小布爾喬亞」包含的幅度較大，自雇者或
小老闆的教育水平也不一定很高，甚至他們的收入可能也很微薄，因此，亦有不少研究社會階層的學者，不會將他們界定為中產。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中產是介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有中等入息，在香港正稱為「夾心階層」。意即，他們既
不如資產階級般擁有豐厚財富和資產，又不像低收入基層人士般能享受社會福利保障，卻又要負擔較高的稅項開支。不過，以收入來為中產下定義其實並非太有用的做法，社會學教授呂大樂認為，不少社會階級的理論，卻將職業和工作性質視為界定中產的理
想指標。所謂中產階級，就是一羣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具有較高學歷而擔任行政管理及專業工作的雇員，也包括一班擁有文化資本的知識分子、藝術工作者和從事創意產業的文化人。有些學者為了將他們跟稱為「小布爾喬亞」舊中產階級區別出來，於是
將這班現代社會的行政管理及專業人員稱為「新中產階級」。根據楊奇和唐鳴的研究，隨著九十年代香港逐漸成為知識型經濟社會，於是「智力階級」成為香港社會內一個新興的中產階層。他們界定「智力階級」為一羣具有大專以上學歷或者取得專業知識技
術，兼有社會正義感的知識分子，主要從事腦力勞動和知識創新的工作。因此，「智力階級」跟「知識經濟」的出現息息相關。其實，沒有一成不變的中產階級定義，社會階級的結構乃是隨著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的變化而轉變，而且不同的階級理論往往亦反
過來主導著人們去為社會階級作出不同的分類和定義。只不過在這一切的變化中，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本身卻似乎是恆久不變的事實，而社會分層正是見證著差異和不平等，原來是現實人類社會的本相。階級流動傳統封建社會強調分層的階級觀念，
而且社會地位是天生世襲的，一旦生下來是貴族階層，就會一生也無法棄掉貴族的身分；同樣，一生下來是奴隸，就會一生為奴，命運生成，任由個人後天如何努力也無法逆轉，最終只能認命。然而，主張公平自由競爭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卻一心要顛覆封
建社會強調世襲特權的階級觀念，轉為鼓吹依靠個人的努力成就，足可以改變自己所屬的社會階層，即由個人努力賺取的成就來決定自己的社會地位。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流動性和開放性，無疑為人製造更多自主的機會和平等的空間。然而，社會既然締造了
向上流動的機會，自然同時就有向下流動的危機。而且社會地位得來不易，便要設法保住既得的利益，這種社會流動過程中患得患失的不確定性，便加劇了身分的危機感和地位的焦慮感（status anxiety）。階級觀念從來就是構成自我身分認同或身分危機的決定
性因素。因為一切來自功名財富、地位權勢、能力才幹這類高人一等的成就感覺，都不是自足地單獨決定的，我們必然會找一個跟自己社會地位近似的參考羣組，也就是一羣跟自己背景相似屬於同一階級的人，在互相比較的情況下所生的一種心理感受。一般
來說，學生不會拿自己的能力和學識跟老師相比，卻會由於跟同學比較而有自卑和猜忌的心理。中產父母通常亦不會將自己的子女跟基層父母的子女互相比較，卻會在中產家庭之間比拼誰的子女能入讀某間名校。同樣，我們也不會將自己的收入、地位、事業
上的成就、所住的房子跟富商李嘉誠比較，卻會由於跟同輩、同學、同事互相比較而有嫉妒和憂慮的情緒。由此可見，「近似性」（similarity）是構成社會階級很重要的元素。屬於同一社會階層的人，除了收入接近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近似的價值觀、生活
態度和生活方式。而往往又會以此來互相參考、比較和互相影響，甚至彼此制約。正如哲學家休謨（Da�id Hume）在《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書寫道：「造成嫉妒的原因，不是我們與別人之間的巨大差異，而恰恰相反地，是兩者之間的近
似。」故此，資本主義社會那種由平等開放的階級意識主導下的競爭比較，反而較封建社會不平等和封閉的階級觀念所導致的認命和安於現狀，可能要背負更大的心理負擔和壓力，固然這也是所謂文明社會追求進步所要付上的代價。當開放社會的價值好像從
來沒有受到質疑的時候，其實不妨反問：開放社會擁有的階級流動性，一定優勝過傳統階級社會的穩定性嗎？一個具有較高社會流動性的開放社會，是否一定比起傳統低流動性的階級社會更能體現社會的平等和公義麼？開放一定好過保守嗎？平等一定勝於差
異嗎？成就一定比失敗更可取嗎？權勢能力一定比卑微脆弱更令人欽羡嗎？自主必然好過順服嗎？進取必然優於被動嗎？競爭一定勝過退讓嗎？只有自由值得歌頌而認命必然應受詛咒嗎？上流社會香港在戰後很短時間內，便由轉口港轉型為主力發展製造業的
城市，由於製造業需要大量勞動力及不同的人才，再配合經濟迅速發展底下，於是帶動整個社會在職業結構上出現明顯的變化，亦由此製造了不少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第一代中產階級便在七、八十年代香港的上流（向上流動）社會裏冒出頭來。不要忘記，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仍處於貧窮階段，大多數七、八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都是在物質匱乏的生活中度過其童年時代，相信他們不會忘記昔日一家人住在環境惡劣的木屋區、徙置區或擠在幾十呎的唐樓板間房內的艱難歲月，也不會忘掉童年時在家中穿塑膠花做
外發工幫補家計的日子。因此，當一個處處充滿機遇、人人有機會往上爬的公平開放的社會經濟體系臨到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更要珍惜這千載難逢的機遇，不可光坐著「等運到」，要努力爭取每一個機會，以改寫自己的命運。於是人人發奮讀書，拼命工作，
努力沿著社會階梯往上爬。「握我手，來為我解苦困，用你的真心愛，幫我學火裏鳳凰，衝破厄運，今生，共你一起抗拒命運，陪著你一生奮鬥，偏不許造物弄人。」甄妮這首〈命運〉的歌詞，反映了上述努力進取的中產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同樣也體現了第
一代中產到今日仍不時懷緬的〈獅子山下〉精神：「攜手踏平崎嶇，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在上流社會處處充滿機會的環境底下，固然一方面造就了強調個人努力、奮鬥、抗拒命運及積極進取的中產核心價值；但另一方面，畢竟香港
的經濟成就也是一個充滿意外的奇迹。正如只有小學程度的李嘉誠能白手興家，實在也是一個神話，除了他的個人努力之外，無可否認也要靠點天時地利的彩數。所以香港人心裏明白，一方面既要努力讀書考試升學，但同時又深信「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
德五讀書」的道理。事實上，香港人既努力工作，同時又愛買六合彩賭波賭馬炒樓炒股票，終日造夢盼望一朝發達。許冠傑〈鬼馬雙星〉的歌詞：「人生如賭博，嬴輸都冇時定，嬴咗得餐笑，輸光唔駛興。」多少反映出香港人那種訴諸命運、相信彩數的賭博
精神；事實上，賭徒豈不就是典型的機會主義者麼？而香港在金融投資上的經濟成就，亦多少拜這種賭徒式機會主義精神所賜。由此可見，香港七、八十年代這個曾經充滿機遇的開放社會，塑造了一班既努力踏實又有賭徒性格的中產一族。不少中產信徒可能
也不例外，當他們同樣既相信靠自己能力可以解決問題、成就大事，且又同樣「走精面、賭運氣」的時候，卻依然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上帝的靈方能成事。」（亞四6）豈不只是言不由衷的大話下流社會三浦展的暢銷書《下流社
會：一個新社會階層的出現》，分析日本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泡沫經濟爆破之後，不但大量中產人士的社會地位向下流動，而且年輕一代也陸續加入「下流」的行列，日本變成一個中產階層逐漸消失的「下流社會」，也就是大前研一提到的「貧富兩極化，中
產向下流」的「M型社會」。根據三浦展的定義，「下流」不僅指收入的減少，也包括工作能力、工作熱誠、生活能力、消費意欲、人際溝通能力、學習動機等都有向下流動的迹象。換言之，「下流人士」缺乏一種拼搏往上爬及努力累積財富的野心和動力，
以致令他們只能置身於中下階層而已。九七前香港樓市瘋狂上升，出現泡沫經濟的現象。自從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經濟發展似乎有走下坡的趨勢，中產人士經歷了負資產的重創，元氣大傷，甚至要加入失業大軍的行列。而且根據二○一○年政府統計處的數字
顯示，「八十後」年輕人入息中位數下跌。以二十至二十四歲的年青人為例，他們就算有學歷，但入息中位數卻由一九九七年的八千二百元跌至二○○八年的七千五百元，而且年青人的失業率亦算高，貧富懸殊問題又持續嚴重。於是，有不少人擔心，香港會
否像日本一樣出現「下流社會」和「M型社會」的現象？尤其是經歷過香港七、八十年代「上流社會」黃金歲月的中產人士，他們也許對「下流社會」的出現顯得有點悲觀和憂慮，於是不少人可能會表現出兩種態度：或是否認，或是想辦法預防和避免。然
而，我們不妨反問，為何總是覺得「下流社會」必然差過「上流社會」？我們對「下流社會」的抗拒，是否反映了我們只是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問題？為何我們總是喜歡用七、八十年代「上流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作為衡量「下流社會」好壞的標準呢？其
實三浦展在接受「讀賣新聞」記者的訪問時也提過，不宜對「下流社會」的好壞作過度簡單的價值判斷。事實上，他在書裏也只是盡量客觀地引用大量的調查資料和數據，來剖析和比較上、下流社會之間在消費文化、生活模式、人際關係、性格和價值觀各方
面的差異而已，而並非有心要為「下流社會」貼上負面的標籤。在三浦展的描述裏，日本「下流階層」的人，無疑工作愈來愈不穩定和收入下降，不過他們在物質生活上其實未必真的很匱乏，他們同樣沉迷「ACG」（即動漫電玩），同樣追求「3P」（即PC、
Pager及Play Station），同樣投入各類消費的生活。只是，日本「下流人士」一般擁有以下一些特徵：較內向或自我封閉、不善溝通和交際、喜歡獨處、追求自己的個性和自我主張、我行我素、重視自我實現、較喜歡獨身或遲婚、喜歡較自由的工作、喜歡輕鬆悠
閒的生活、樸素、不顯眼、顛覆傳統、不熱中於追求時尚、不拒絕大眾化的飲食文化等。如此說來，「下流人士」的特徵和價值觀必然差過「上流人士」的嗎？老香港的黑白照舊日生活中的尋常事物，喚起不少戰後嬰兒潮那一代人的集體回憶。六七暴動、啟
德機場、雍雅山房、荔園大象、呂奇、陳寶珠、張圓圓、許冠傑、歡樂今宵、雙星報喜、狂潮、上海灘、颱風溫黛、紅白藍膠袋、公雞碗、飛機欖、砵仔糕……至於嬰兒潮那代人的中產階級，經歷了金融風暴和負資產的慘痛經歷之後，可能更愛回想昔日香港
經濟奇迹的故事。由漁港、轉口港、製造業（塑膠、製衣、紡織、電子、假髮）、山寨廠、積極不干預政策、工廠北移、金融投資（炒樓、炒股票）、魚翅撈飯、亞洲四小龍……到國際金融中心，自然都成為他們集體回憶的主要素材。這一代人懷舊的內容，
似乎都離不開傳統港式的飲食文化、日常生活用品、港式大眾文化和經濟發展的奇迹，不過正是這些香港記憶，曾經構成這一代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老的、舊的就是好的。老傢具、老相機、老照片、老房子、舊街燈、舊電影、舊金曲……對「老」
與「舊」的懷念也是美的。在變幻的新時代，在無情消逝的歲月中，這一代人可能由於不想面對歲月催人老的現實；也可能懷著今非昔比的感慨，畢竟七、八十年代的黃金歲月由他們開創；又或想藉著重尋舊日的足迹，在緬懷獅子山下的精神中發出一代不如
一代的慨歎。於是他們集體地發思古之幽情，也許是戰後嬰兒潮共有的情感習作。懷舊，是影像消費社會一種新興的潮流，是將香港社會舊日的人情事物，透過美學化的古老與殘舊的影像再現眼前。重新製造香港的故事，不但讓邁向暮年的戰後嬰兒作心理補
償式的集體回憶，也可滿足年青人所嚮往的獵奇式感性消費。不過，感性消費的懷舊影像，跟真實歷史中有血有肉的生活始終是兩回事，因為它最多只是經過美化包裝、粉飾再造而富有浪漫情懷的香港傳奇而已。於是，香港人一面繼續懷舊，同時卻持續地缺
乏歷史意識，並跟歷史傳統斷裂，而生命亦由於欠缺歷史時間深度的孕育而繼續浮淺。懷舊，並非只留戀過去，也不應只滿足於包裝舊日的傳奇，亦不是簡單地複製歷史。懷舊，必然是回憶者選擇性地對歷史片段在相認的過程中進行詮釋，而集體懷舊，便是
整個詮釋羣體透過集體回憶，從而建構出他們在當下共同需要的集體意識或核心價值，當然可能也代表了他們對未來的集體想像。固然，在每次當下的回憶中，更應該要意識到必須包含對歷史的反省和批判。故此，懷舊必然從當下出發，既與歷史相認，又將
歷史引到當下，甚至導向未來。亦惟有這樣，才能兌現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回憶是在一件曾發生的事情當中無限次穿插飛舞的能力。」回憶，在基督信仰中更是不可或缺。聖經再三提醒我們，不要忘記上帝在歷史中的作為；每次聖餐，就是讓
信徒在當下的回憶中經歷三一上帝的臨在。惟有透過當下的回憶，使我們重新注目於時間，意識到生命既在時間中發展延續，同時亦在時間中消逝衰亡。雖然一切都是虛空，都是捕風，但傳道者說：「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
裏。」（傳三11）誰是中產？過往關於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社會學研究著實不少，不過單就如何界定中產，卻是一個富爭論性的議題，尤其當我們討論的是香港的中產階級時，一般所指的又是哪一階層的人？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而言，資本主義社會
基本上分為資產階級（bourgeoisie；或稱布爾喬亞）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t；亦稱為普羅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之下，只有前者擁有生產工具，後者為了維持生計，就只好替資產階級工作，以勞動力換取生活所需。而資產階級則不斷透過生產過程中對
勞工的剝削，以增加剩餘價值來獲利。故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必然具有剝削與對立的屬性。在資產階級內又可再細分為上層資產階級（high bourgeoisie），即企業家或資本家；以及小資產階級，或稱「小布爾喬亞」（petitebourgeoisie）。有人會將
「小布爾喬亞」算為中產階級，指的是一班有別於大資本家的「自雇者」或「小老闆」。他們以小筆資金創業，可能是開涼茶舖、士多、茶餐廳、雜貨舖、時裝店的自雇者，也可能是一些雇用少許員工的「中小企」老闆。不過亦由於「小布爾喬亞」包含的幅
度較大，自雇者或小老闆的教育水平也不一定很高，甚至他們的收入可能也很微薄，因此，亦有不少研究社會階層的學者，不會將他們界定為中產。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中產是介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有中等入息，在香港正稱為「夾心階
層」。意即，他們既不如資產階級般擁有豐厚財富和資產，又不像低收入基層人士般能享受社會福利保障，卻又要負擔較高的稅項開支。不過，以收入來為中產下定義其實並非太有用的做法，社會學教授呂大樂認為，不少社會階級的理論，卻將職業和工作性
質視為界定中產的理想指標。所謂中產階級，就是一羣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具有較高學歷而擔任行政管理及專業工作的雇員，也包括一班擁有文化資本的知識分子、藝術工作者和從事創意產業的文化人。有些學者為了將他們跟稱為「小布爾喬亞」舊中產
階級區別出來，於是將這班現代社會的行政管理及專業人員稱為「新中產階級」。根據楊奇和唐鳴的研究，隨著九十年代香港逐漸成為知識型經濟社會，於是「智力階級」成為香港社會內一個新興的中產階層。他們界定「智力階級」為一羣具有大專以上學歷
或者取得專業知識技術，兼有社會正義感的知識分子，主要從事腦力勞動和知識創新的工作。因此，「智力階級」跟「知識經濟」的出現息息相關。其實，沒有一成不變的中產階級定義，社會階級的結構乃是隨著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的變化而轉變，而且不同
的階級理論往往亦反過來主導著人們去為社會階級作出不同的分類和定義。只不過在這一切的變化中，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本身卻似乎是恆久不變的事實，而社會分層正是見證著差異和不平等，原來是現實人類社會的本相。階級流動傳統封建社會強
調分層的階級觀念，而且社會地位是天生世襲的，一旦生下來是貴族階層，就會一生也無法棄掉貴族的身分；同樣，一生下來是奴隸，就會一生為奴，命運生成，任由個人後天如何努力也無法逆轉，最終只能認命。然而，主張公平自由競爭的現代資本主義社
會，卻一心要顛覆封建社會強調世襲特權的階級觀念，轉為鼓吹依靠個人的努力成就，足可以改變自己所屬的社會階層，即由個人努力賺取的成就來決定自己的社會地位。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流動性和開放性，無疑為人製造更多自主的機會和平等的空間。然
而，社會既然締造了向上流動的機會，自然同時就有向下流動的危機。而且社會地位得來不易，便要設法保住既得的利益，這種社會流動過程中患得患失的不確定性，便加劇了身分的危機感和地位的焦慮感（status anxiety）。階級觀念從來就是構成自我身分認
同或身分危機的決定性因素。因為一切來自功名財富、地位權勢、能力才幹這類高人一等的成就感覺，都不是自足地單獨決定的，我們必然會找一個跟自己社會地位近似的參考羣組，也就是一羣跟自己背景相似屬於同一階級的人，在互相比較的情況下所生的
一種心理感受。一般來說，學生不會拿自己的能力和學識跟老師相比，卻會由於跟同學比較而有自卑和猜忌的心理。中產父母通常亦不會將自己的子女跟基層父母的子女互相比較，卻會在中產家庭之間比拼誰的子女能入讀某間名校。同樣，我們也不會將自己
的收入、地位、事業上的成就、所住的房子跟富商李嘉誠比較，卻會由於跟同輩、同學、同事互相比較而有嫉妒和憂慮的情緒。由此可見，「近似性」（similarity）是構成社會階級很重要的元素。屬於同一社會階層的人，除了收入接近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有
近似的價值觀、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而往往又會以此來互相參考、比較和互相影響，甚至彼此制約。正如哲學家休謨（Da�id Hume）在《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書寫道：「造成嫉妒的原因，不是我們與別人之間的巨大差異，而恰恰相反地，
是兩者之間的近似。」故此，資本主義社會那種由平等開放的階級意識主導下的競爭比較，反而較封建社會不平等和封閉的階級觀念所導致的認命和安於現狀，可能要背負更大的心理負擔和壓力，固然這也是所謂文明社會追求進步所要付上的代價。當開放社
會的價值好像從來沒有受到質疑的時候，其實不妨反問：開放社會擁有的階級流動性，一定優勝過傳統階級社會的穩定性嗎？一個具有較高社會流動性的開放社會，是否一定比起傳統低流動性的階級社會更能體現社會的平等和公義麼？開放一定好過保守嗎？
平等一定勝於差異嗎？成就一定比失敗更可取嗎？權勢能力一定比卑微脆弱更令人欽羡嗎？自主必然好過順服嗎？進取必然優於被動嗎？競爭一定勝過退讓嗎？只有自由值得歌頌而認命必然應受詛咒嗎？上流社會香港在戰後很短時間內，便由轉口港轉型為主
力發展製造業的城市，由於製造業需要大量勞動力及不同的人才，再配合經濟迅速發展底下，於是帶動整個社會在職業結構上出現明顯的變化，亦由此製造了不少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第一代中產階級便在七、八十年代香港的上流（向上流動）社會裏冒出頭
來。不要忘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仍處於貧窮階段，大多數七、八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都是在物質匱乏的生活中度過其童年時代，相信他們不會忘記昔日一家人住在環境惡劣的木屋區、徙置區或擠在幾十呎的唐樓板間房內的艱難歲月，也不會忘掉童年時在
家中穿塑膠花做外發工幫補家計的日子。因此，當一個處處充滿機遇、人人有機會往上爬的公平開放的社會經濟體系臨到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更要珍惜這千載難逢的機遇，不可光坐著「等運到」，要努力爭取每一個機會，以改寫自己的命運。於是人人發奮讀
書，拼命工作，努力沿著社會階梯往上爬。「握我手，來為我解苦困，用你的真心愛，幫我學火裏鳳凰，衝破厄運，今生，共你一起抗拒命運，陪著你一生奮鬥，偏不許造物弄人。」甄妮這首〈命運〉的歌詞，反映了上述努力進取的中產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同樣也體現了第一代中產到今日仍不時懷緬的〈獅子山下〉精神：「攜手踏平崎嶇，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在上流社會處處充滿機會的環境底下，固然一方面造就了強調個人努力、奮鬥、抗拒命運及積極進取的中產核心價值；但另一
方面，畢竟香港的經濟成就也是一個充滿意外的奇迹。正如只有小學程度的李嘉誠能白手興家，實在也是一個神話，除了他的個人努力之外，無可否認也要靠點天時地利的彩數。所以香港人心裏明白，一方面既要努力讀書考試升學，但同時又深信「一命二運
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的道理。事實上，香港人既努力工作，同時又愛買六合彩賭波賭馬炒樓炒股票，終日造夢盼望一朝發達。許冠傑〈鬼馬雙星〉的歌詞：「人生如賭博，嬴輸都冇時定，嬴咗得餐笑，輸光唔駛興。」多少反映出香港人那種訴諸命運、
相信彩數的賭博精神；事實上，賭徒豈不就是典型的機會主義者麼？而香港在金融投資上的經濟成就，亦多少拜這種賭徒式機會主義精神所賜。由此可見，香港七、八十年代這個曾經充滿機遇的開放社會，塑造了一班既努力踏實又有賭徒性格的中產一族。不
少中產信徒可能也不例外，當他們同樣既相信靠自己能力可以解決問題、成就大事，且又同樣「走精面、賭運氣」的時候，卻依然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上帝的靈方能成事。」（亞四6）豈不只是言不由衷的大話下流社會三浦展的暢
銷書《下流社會：一個新社會階層的出現》，分析日本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泡沫經濟爆破之後，不但大量中產人士的社會地位向下流動，而且年輕一代也陸續加入「下流」的行列，日本變成一個中產階層逐漸消失的「下流社會」，也就是大前研一提到的「貧
富兩極化，中產向下流」的「M型社會」。根據三浦展的定義，「下流」不僅指收入的減少，也包括工作能力、工作熱誠、生活能力、消費意欲、人際溝通能力、學習動機等都有向下流動的迹象。換言之，「下流人士」缺乏一種拼搏往上爬及努力累積財富的
野心和動力，以致令他們只能置身於中下階層而已。九七前香港樓市瘋狂上升，出現泡沫經濟的現象。自從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經濟發展似乎有走下坡的趨勢，中產人士經歷了負資產的重創，元氣大傷，甚至要加入失業大軍的行列。而且根據二○一○年政府
統計處的數字顯示，「八十後」年輕人入息中位數下跌。以二十至二十四歲的年青人為例，他們就算有學歷，但入息中位數卻由一九九七年的八千二百元跌至二○○八年的七千五百元，而且年青人的失業率亦算高，貧富懸殊問題又持續嚴重。於是，有不少人
擔心，香港會否像日本一樣出現「下流社會」和「M型社會」的現象？尤其是經歷過香港七、八十年代「上流社會」黃金歲月的中產人士，他們也許對「下流社會」的出現顯得有點悲觀和憂慮，於是不少人可能會表現出兩種態度：或是否認，或是想辦法預防
和避免。然而，我們不妨反問，為何總是覺得「下流社會」必然差過「上流社會」？我們對「下流社會」的抗拒，是否反映了我們只是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問題？為何我們總是喜歡用七、八十年代「上流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作為衡量「下流社會」好壞的
標準呢？其實三浦展在接受「讀賣新聞」記者的訪問時也提過，不宜對「下流社會」的好壞作過度簡單的價值判斷。事實上，他在書裏也只是盡量客觀地引用大量的調查資料和數據，來剖析和比較上、下流社會之間在消費文化、生活模式、人際關係、性格和
價值觀各方面的差異而已，而並非有心要為「下流社會」貼上負面的標籤。在三浦展的描述裏，日本「下流階層」的人，無疑工作愈來愈不穩定和收入下降，不過他們在物質生活上其實未必真的很匱乏，他們同樣沉迷「ACG」（即動漫電玩），同樣追求
「3P」（即PC、Pager及Play Station），同樣投入各類消費的生活。只是，日本「下流人士」一般擁有以下一些特徵：較內向或自我封閉、不善溝通和交際、喜歡獨處、追求自己的個性和自我主張、我行我素、重視自我實現、較喜歡獨身或遲婚、喜歡較自由的工
作、喜歡輕鬆悠閒的生活、樸素、不顯眼、顛覆傳統、不熱中於追求時尚、不拒絕大眾化的飲食文化等。如此說來，「下流人士」的特徵和價值觀必然差過「上流人士」的嗎？老香港的黑白照舊日生活中的尋常事物，喚起不少戰後嬰兒潮那一代人的集體回
憶。六七暴動、啟德機場、雍雅山房、荔園大象、呂奇、陳寶珠、張圓圓、許冠傑、歡樂今宵、雙星報喜、狂潮、上海灘、颱風溫黛、紅白藍膠袋、公雞碗、飛機欖、砵仔糕……至於嬰兒潮那代人的中產階級，經歷了金融風暴和負資產的慘痛經歷之後，可能
更愛回想昔日香港經濟奇迹的故事。由漁港、轉口港、製造業（塑膠、製衣、紡織、電子、假髮）、山寨廠、積極不干預政策、工廠北移、金融投資（炒樓、炒股票）、魚翅撈飯、亞洲四小龍……到國際金融中心，自然都成為他們集體回憶的主要素材。這一
代人懷舊的內容，似乎都離不開傳統港式的飲食文化、日常生活用品、港式大眾文化和經濟發展的奇迹，不過正是這些香港記憶，曾經構成這一代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老的、舊的就是好的。老傢具、老相機、老照片、老房子、舊街燈、舊電影、舊
金曲……對「老」與「舊」的懷念也是美的。在變幻的新時代，在無情消逝的歲月中，這一代人可能由於不想面對歲月催人老的現實；也可能懷著今非昔比的感慨，畢竟七、八十年代的黃金歲月由他們開創；又或想藉著重尋舊日的足迹，在緬懷獅子山下的精
神中發出一代不如一代的慨歎。於是他們集體地發思古之幽情，也許是戰後嬰兒潮共有的情感習作。懷舊，是影像消費社會一種新興的潮流，是將香港社會舊日的人情事物，透過美學化的古老與殘舊的影像再現眼前。重新製造香港的故事，不但讓邁向暮年的
戰後嬰兒作心理補償式的集體回憶，也可滿足年青人所嚮往的獵奇式感性消費。不過，感性消費的懷舊影像，跟真實歷史中有血有肉的生活始終是兩回事，因為它最多只是經過美化包裝、粉飾再造而富有浪漫情懷的香港傳奇而已。於是，香港人一面繼續懷
舊，同時卻持續地缺乏歷史意識，並跟歷史傳統斷裂，而生命亦由於欠缺歷史時間深度的孕育而繼續浮淺。懷舊，並非只留戀過去，也不應只滿足於包裝舊日的傳奇，亦不是簡單地複製歷史。懷舊，必然是回憶者選擇性地對歷史片段在相認的過程中進行詮
釋，而集體懷舊，便是整個詮釋羣體透過集體回憶，從而建構出他們在當下共同需要的集體意識或核心價值，當然可能也代表了他們對未來的集體想像。固然，在每次當下的回憶中，更應該要意識到必須包含對歷史的反省和批判。故此，懷舊必然從當下出
發，既與歷史相認，又將歷史引到當下，甚至導向未來。亦惟有這樣，才能兌現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回憶是在一件曾發生的事情當中無限次穿插飛舞的能力。」回憶，在基督信仰中更是不可或缺。聖經再三提醒我們，不要忘記上帝在歷史中的
作為；每次聖餐，就是讓信徒在當下的回憶中經歷三一上帝的臨在。惟有透過當下的回憶，使我們重新注目於時間，意識到生命既在時間中發展延續，同時亦在時間中消逝衰亡。雖然一切都是虛空，都是捕風，但傳道者說：「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
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傳三11）誰是中產？過往關於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社會學研究著實不少，不過單就如何界定中產，卻是一個富爭論性的議題，尤其當我們討論的是香港的中產階級時，一般所指的又是哪一階層的人？以馬克思主義的階
級理論而言，資本主義社會基本上分為資產階級（bourgeoisie；或稱布爾喬亞）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t；亦稱為普羅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之下，只有前者擁有生產工具，後者為了維持生計，就只好替資產階級工作，以勞動力換取生活所需。而資產階
級則不斷透過生產過程中對勞工的剝削，以增加剩餘價值來獲利。故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必然具有剝削與對立的屬性。在資產階級內又可再細分為上層資產階級（high bourgeoisie），即企業家或資本家；以及小資產階級，或稱「小布爾喬亞」
（petitebourgeoisie）。有人會將「小布爾喬亞」算為中產階級，指的是一班有別於大資本家的「自雇者」或「小老闆」。他們以小筆資金創業，可能是開涼茶舖、士多、茶餐廳、雜貨舖、時裝店的自雇者，也可能是一些雇用少許員工的「中小企」老闆。不過亦
由於「小布爾喬亞」包含的幅度較大，自雇者或小老闆的教育水平也不一定很高，甚至他們的收入可能也很微薄，因此，亦有不少研究社會階層的學者，不會將他們界定為中產。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中產是介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有中等入
息，在香港正稱為「夾心階層」。意即，他們既不如資產階級般擁有豐厚財富和資產，又不像低收入基層人士般能享受社會福利保障，卻又要負擔較高的稅項開支。不過，以收入來為中產下定義其實並非太有用的做法，社會學教授呂大樂認為，不少社會階級
的理論，卻將職業和工作性質視為界定中產的理想指標。所謂中產階級，就是一羣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具有較高學歷而擔任行政管理及專業工作的雇員，也包括一班擁有文化資本的知識分子、藝術工作者和從事創意產業的文化人。有些學者為了將他們跟
稱為「小布爾喬亞」舊中產階級區別出來，於是將這班現代社會的行政管理及專業人員稱為「新中產階級」。根據楊奇和唐鳴的研究，隨著九十年代香港逐漸成為知識型經濟社會，於是「智力階級」成為香港社會內一個新興的中產階層。他們界定「智力階
級」為一羣具有大專以上學歷或者取得專業知識技術，兼有社會正義感的知識分子，主要從事腦力勞動和知識創新的工作。因此，「智力階級」跟「知識經濟」的出現息息相關。其實，沒有一成不變的中產階級定義，社會階級的結構乃是隨著社會文化和經濟
發展的變化而轉變，而且不同的階級理論往往亦反過來主導著人們去為社會階級作出不同的分類和定義。只不過在這一切的變化中，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本身卻似乎是恆久不變的事實，而社會分層正是見證著差異和不平等，原來是現實人類社會的本
相。階級流動傳統封建社會強調分層的階級觀念，而且社會地位是天生世襲的，一旦生下來是貴族階層，就會一生也無法棄掉貴族的身分；同樣，一生下來是奴隸，就會一生為奴，命運生成，任由個人後天如何努力也無法逆轉，最終只能認命。然而，主張公
平自由競爭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卻一心要顛覆封建社會強調世襲特權的階級觀念，轉為鼓吹依靠個人的努力成就，足可以改變自己所屬的社會階層，即由個人努力賺取的成就來決定自己的社會地位。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流動性和開放性，無疑為人製造更多
自主的機會和平等的空間。然而，社會既然締造了向上流動的機會，自然同時就有向下流動的危機。而且社會地位得來不易，便要設法保住既得的利益，這種社會流動過程中患得患失的不確定性，便加劇了身分的危機感和地位的焦慮感（status anxiety）。階級
觀念從來就是構成自我身分認同或身分危機的決定性因素。因為一切來自功名財富、地位權勢、能力才幹這類高人一等的成就感覺，都不是自足地單獨決定的，我們必然會找一個跟自己社會地位近似的參考羣組，也就是一羣跟自己背景相似屬於同一階級的
人，在互相比較的情況下所生的一種心理感受。一般來說，學生不會拿自己的能力和學識跟老師相比，卻會由於跟同學比較而有自卑和猜忌的心理。中產父母通常亦不會將自己的子女跟基層父母的子女互相比較，卻會在中產家庭之間比拼誰的子女能入讀某間
名校。同樣，我們也不會將自己的收入、地位、事業上的成就、所住的房子跟富商李嘉誠比較，卻會由於跟同輩、同學、同事互相比較而有嫉妒和憂慮的情緒。由此可見，「近似性」（similarity）是構成社會階級很重要的元素。屬於同一社會階層的人，除了收
入接近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近似的價值觀、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而往往又會以此來互相參考、比較和互相影響，甚至彼此制約。正如哲學家休謨（Da�id Hume）在《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書寫道：「造成嫉妒的原因，不是我們與別人之
間的巨大差異，而恰恰相反地，是兩者之間的近似。」故此，資本主義社會那種由平等開放的階級意識主導下的競爭比較，反而較封建社會不平等和封閉的階級觀念所導致的認命和安於現狀，可能要背負更大的心理負擔和壓力，固然這也是所謂文明社會追求
進步所要付上的代價。當開放社會的價值好像從來沒有受到質疑的時候，其實不妨反問：開放社會擁有的階級流動性，一定優勝過傳統階級社會的穩定性嗎？一個具有較高社會流動性的開放社會，是否一定比起傳統低流動性的階級社會更能體現社會的平等和
公義麼？開放一定好過保守嗎？平等一定勝於差異嗎？成就一定比失敗更可取嗎？權勢能力一定比卑微脆弱更令人欽羡嗎？自主必然好過順服嗎？進取必然優於被動嗎？競爭一定勝過退讓嗎？只有自由值得歌頌而認命必然應受詛咒嗎？上流社會香港在戰後很
短時間內，便由轉口港轉型為主力發展製造業的城市，由於製造業需要大量勞動力及不同的人才，再配合經濟迅速發展底下，於是帶動整個社會在職業結構上出現明顯的變化，亦由此製造了不少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第一代中產階級便在七、八十年代香港的
上流（向上流動）社會裏冒出頭來。不要忘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仍處於貧窮階段，大多數七、八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都是在物質匱乏的生活中度過其童年時代，相信他們不會忘記昔日一家人住在環境惡劣的木屋區、徙置區或擠在幾十呎的唐樓板間房內的
艱難歲月，也不會忘掉童年時在家中穿塑膠花做外發工幫補家計的日子。因此，當一個處處充滿機遇、人人有機會往上爬的公平開放的社會經濟體系臨到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更要珍惜這千載難逢的機遇，不可光坐著「等運到」，要努力爭取每一個機會，以改
寫自己的命運。於是人人發奮讀書，拼命工作，努力沿著社會階梯往上爬。「握我手，來為我解苦困，用你的真心愛，幫我學火裏鳳凰，衝破厄運，今生，共你一起抗拒命運，陪著你一生奮鬥，偏不許造物弄人。」甄妮這首〈命運〉的歌詞，反映了上述努力
進取的中產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同樣也體現了第一代中產到今日仍不時懷緬的〈獅子山下〉精神：「攜手踏平崎嶇，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在上流社會處處充滿機會的環境底下，固然一方面造就了強調個人努力、奮鬥、抗拒命運及積
極進取的中產核心價值；但另一方面，畢竟香港的經濟成就也是一個充滿意外的奇迹。正如只有小學程度的李嘉誠能白手興家，實在也是一個神話，除了他的個人努力之外，無可否認也要靠點天時地利的彩數。所以香港人心裏明白，一方面既要努力讀書考試
升學，但同時又深信「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的道理。事實上，香港人既努力工作，同時又愛買六合彩賭波賭馬炒樓炒股票，終日造夢盼望一朝發達。許冠傑〈鬼馬雙星〉的歌詞：「人生如賭博，嬴輸都冇時定，嬴咗得餐笑，輸光唔駛興。」多
少反映出香港人那種訴諸命運、相信彩數的賭博精神；事實上，賭徒豈不就是典型的機會主義者麼？而香港在金融投資上的經濟成就，亦多少拜這種賭徒式機會主義精神所賜。由此可見，香港七、八十年代這個曾經充滿機遇的開放社會，塑造了一班既努力踏
實又有賭徒性格的中產一族。不少中產信徒可能也不例外，當他們同樣既相信靠自己能力可以解決問題、成就大事，且又同樣「走精面、賭運氣」的時候，卻依然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上帝的靈方能成事。」（亞四6）豈不只是言不
由衷的大話下流社會三浦展的暢銷書《下流社會：一個新社會階層的出現》，分析日本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泡沫經濟爆破之後，不但大量中產人士的社會地位向下流動，而且年輕一代也陸續加入「下流」的行列，日本變成一個中產階層逐漸消失的「下流社
會」，也就是大前研一提到的「貧富兩極化，中產向下流」的「M型社會」。根據三浦展的定義，「下流」不僅指收入的減少，也包括工作能力、工作熱誠、生活能力、消費意欲、人際溝通能力、學習動機等都有向下流動的迹象。換言之，「下流人士」缺乏
一種拼搏往上爬及努力累積財富的野心和動力，以致令他們只能置身於中下階層而已。九七前香港樓市瘋狂上升，出現泡沫經濟的現象。自從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經濟發展似乎有走下坡的趨勢，中產人士經歷了負資產的重創，元氣大傷，甚至要加入失業大軍
的行列。而且根據二○一○年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示，「八十後」年輕人入息中位數下跌。以二十至二十四歲的年青人為例，他們就算有學歷，但入息中位數卻由一九九七年的八千二百元跌至二○○八年的七千五百元，而且年青人的失業率亦算高，貧富懸殊
問題又持續嚴重。於是，有不少人擔心，香港會否像日本一樣出現「下流社會」和「M型社會」的現象？尤其是經歷過香港七、八十年代「上流社會」黃金歲月的中產人士，他們也許對「下流社會」的出現顯得有點悲觀和憂慮，於是不少人可能會表現出兩種
態度：或是否認，或是想辦法預防和避免。然而，我們不妨反問，為何總是覺得「下流社會」必然差過「上流社會」？我們對「下流社會」的抗拒，是否反映了我們只是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問題？為何我們總是喜歡用七、八十年代「上流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價
值觀作為衡量「下流社會」好壞的標準呢？其實三浦展在接受「讀賣新聞」記者的訪問時也提過，不宜對「下流社會」的好壞作過度簡單的價值判斷。事實上，他在書裏也只是盡量客觀地引用大量的調查資料和數據，來剖析和比較上、下流社會之間在消費文
化、生活模式、人際關係、性格和價值觀各方面的差異而已，而並非有心要為「下流社會」貼上負面的標籤。在三浦展的描述裏，日本「下流階層」的人，無疑工作愈來愈不穩定和收入下降，不過他們在物質生活上其實未必真的很匱乏，他們同樣沉迷
「ACG」（即動漫電玩），同樣追求「3P」（即PC、Pager及Play Station），同樣投入各類消費的生活。只是，日本「下流人士」一般擁有以下一些特徵：較內向或自我封閉、不善溝通和交際、喜歡獨處、追求自己的個性和自我主張、我行我素、重視自我實現、
較喜歡獨身或遲婚、喜歡較自由的工作、喜歡輕鬆悠閒的生活、樸素、不顯眼、顛覆傳統、不熱中於追求時尚、不拒絕大眾化的飲食文化等。如此說來，「下流人士」的特徵和價值觀必然差過「上流人士」的嗎？老香港的黑白照舊日生活中的尋常事物，喚起
不少戰後嬰兒潮那一代人的集體回憶。六七暴動、啟德機場、雍雅山房、荔園大象、呂奇、陳寶珠、張圓圓、許冠傑、歡樂今宵、雙星報喜、狂潮、上海灘、颱風溫黛、紅白藍膠袋、公雞碗、飛機欖、砵仔糕……至於嬰兒潮那代人的中產階級，經歷了金融風
暴和負資產的慘痛經歷之後，可能更愛回想昔日香港經濟奇迹的故事。由漁港、轉口港、製造業（塑膠、製衣、紡織、電子、假髮）、山寨廠、積極不干預政策、工廠北移、金融投資（炒樓、炒股票）、魚翅撈飯、亞洲四小龍……到國際金融中心，自然都成
為他們集體回憶的主要素材。這一代人懷舊的內容，似乎都離不開傳統港式的飲食文化、日常生活用品、港式大眾文化和經濟發展的奇迹，不過正是這些香港記憶，曾經構成這一代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老的、舊的就是好的。老傢具、老相機、老照
片、老房子、舊街燈、舊電影、舊金曲……對「老」與「舊」的懷念也是美的。在變幻的新時代，在無情消逝的歲月中，這一代人可能由於不想面對歲月催人老的現實；也可能懷著今非昔比的感慨，畢竟七、八十年代的黃金歲月由他們開創；又或想藉著重尋
舊日的足迹，在緬懷獅子山下的精神中發出一代不如一代的慨歎。於是他們集體地發思古之幽情，也許是戰後嬰兒潮共有的情感習作。懷舊，是影像消費社會一種新興的潮流，是將香港社會舊日的人情事物，透過美學化的古老與殘舊的影像再現眼前。重新製
造香港的故事，不但讓邁向暮年的戰後嬰兒作心理補償式的集體回憶，也可滿足年青人所嚮往的獵奇式感性消費。不過，感性消費的懷舊影像，跟真實歷史中有血有肉的生活始終是兩回事，因為它最多只是經過美化包裝、粉飾再造而富有浪漫情懷的香港傳奇
而已。於是，香港人一面繼續懷舊，同時卻持續地缺乏歷史意識，並跟歷史傳統斷裂，而生命亦由於欠缺歷史時間深度的孕育而繼續浮淺。懷舊，並非只留戀過去，也不應只滿足於包裝舊日的傳奇，亦不是簡單地複製歷史。懷舊，必然是回憶者選擇性地對歷
史片段在相認的過程中進行詮釋，而集體懷舊，便是整個詮釋羣體透過集體回憶，從而建構出他們在當下共同需要的集體意識或核心價值，當然可能也代表了他們對未來的集體想像。固然，在每次當下的回憶中，更應該要意識到必須包含對歷史的反省和批
判。故此，懷舊必然從當下出發，既與歷史相認，又將歷史引到當下，甚至導向未來。亦惟有這樣，才能兌現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回憶是在一件曾發生的事情當中無限次穿插飛舞的能力。」回憶，在基督信仰中更是不可或缺。聖經再三提醒我
們，不要忘記上帝在歷史中的作為；每次聖餐，就是讓信徒在當下的回憶中經歷三一上帝的臨在。惟有透過當下的回憶，使我們重新注目於時間，意識到生命既在時間中發展延續，同時亦在時間中消逝衰亡。雖然一切都是虛空，都是捕風，但傳道者說：「上
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傳三11）誰是中產？過往關於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社會學研究著實不少，不過單就如何界定中產，卻是一個富爭論性的議題，尤其當我們討論的是香港的中產階級時，一般所指的又是哪一階
層的人？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而言，資本主義社會基本上分為資產階級（bourgeoisie；或稱布爾喬亞）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t；亦稱為普羅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之下，只有前者擁有生產工具，後者為了維持生計，就只好替資產階級工作，以勞動
力換取生活所需。而資產階級則不斷透過生產過程中對勞工的剝削，以增加剩餘價值來獲利。故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必然具有剝削與對立的屬性。在資產階級內又可再細分為上層資產階級（high bourgeoisie），即企業家或資本家；以及小資產階
級，或稱「小布爾喬亞」（petitebourgeoisie）。有人會將「小布爾喬亞」算為中產階級，指的是一班有別於大資本家的「自雇者」或「小老闆」。他們以小筆資金創業，可能是開涼茶舖、士多、茶餐廳、雜貨舖、時裝店的自雇者，也可能是一些雇用少許員工的
「中小企」老闆。不過亦由於「小布爾喬亞」包含的幅度較大，自雇者或小老闆的教育水平也不一定很高，甚至他們的收入可能也很微薄，因此，亦有不少研究社會階層的學者，不會將他們界定為中產。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中產是介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
間的中間階層，有中等入息，在香港正稱為「夾心階層」。意即，他們既不如資產階級般擁有豐厚財富和資產，又不像低收入基層人士般能享受社會福利保障，卻又要負擔較高的稅項開支。不過，以收入來為中產下定義其實並非太有用的做法，社會學教授呂

誰是中產？

過往關於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社會學研究著實不少，不

過單就如何界定中產，卻是一個富爭論性的議題，尤其當我們討論

的是香港的中產階級時，一般所指的又是哪一階層的人？

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而言，資本主義社會基本上分為資

產階級（bourgeoisie；或稱布爾喬亞）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t；亦稱

為普羅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之下，只有前者擁有生產工

具，後者為了維持生計，就只好替資產階級工作，以勞動力換取生

活所需。而資產階級則不斷透過生產過程中對勞工的剝削，以增加

剩餘價值來獲利。故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必然具有

剝削與對立的屬性。

在資產階級內又可再細分為上層資產階級（high bourgeoisie），

即企業家或資本家；以及小資產階級，或稱「小布爾喬亞」（petite 

bourgeoisie）。有人會將「小布爾喬亞」算為中產階級，指的是一

班有別於大資本家的「自雇者」或「小老闆」。他們以小筆資金創

業，可能是開涼茶鋪、士多、茶餐廳、雜貨鋪、時裝店的自雇者，

也可能是一些雇用少許員工的「中小企」老闆。不過亦由於「小布

爾喬亞」涵蓋的範圍較大，自雇者或小老闆的教育水平也不一定很

高，甚至他們的收入可能也很微薄，因此，亦有不少研究社會階層

的學者，不會將他們界定為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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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中產是介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中

間階層，有中等入息，在香港被稱為「夾心階層」。意即，他們既

不如資產階級般擁有豐厚財富和資產，又不像低收入基層人士般能

享受社會福利保障，卻又要負擔較高的稅項開支。

不過，以收入來為中產下定義其實並非太有用的做法，社會學

教授呂大樂認為，不少社會階級的理論，是將職業和工作性質視為界

定中產的理想指標。所謂中產階級，就是一羣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裏，具有較高學歷而擔任行政管理及專業工作的雇員，也包括一班擁

有文化資本的知識分子、藝術工作者和從事創意產業的文化人。有些

學者為了將他們跟稱為「小布爾喬亞」舊中產階級區別出來，於是將

這班現代社會的行政管理及專業人員稱為「新中產階級」。

根據楊奇和唐鳴的研究，隨著九十年代香港逐漸成為知識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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