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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的廣場舞看差異政治和社區文化發展
吳潔心

（圖片來源：MUSICchatroom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070183?from=udn-hotnews_ch2）
在近代有關身份政治的討論中，消除群組差異(Politics of Equality)作為解放被受
批評和質疑，而「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成為了追求公平和解放的新
模式。在強調彼此差異的同時，這種模式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定義，以自我組織
和主張正面的文化身份，成為更有效獲取權力的策略。1它可以應用於不同種
族、女性、不同性傾向人士、老人、殘疾人士等。差異政治提倡和肯定多元文
化，此目的與社區文化發展無異。根據“Creative Community: The Art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社區文化發展有「所有文化都是本質上相同，社會不應提倡任
何一種較優越的文化」、「多元是社會資產，是文化公益，需要保護」的原則。
2Judy Baca 和 Sarah Moynihan 亦分別指出，
「社區文化發展在一體化的世界中保
護不同文化的獨特性」、「它在邊緣和主流群體間創造對話。」3
廣場舞在內地流行以久，近年甚至發展起來，規模組織甚大，躋身中國第十三
屆全運會。近這五年，香港也開始有不少跳廣場舞的婦女出現在公園和河畔之
中。她們多由已婚女性組成，不少是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她們起初集中於北
區，以天水圍天秀公園和屯門公園為最大規模，近年也分散到港九各大小屋
村、旺角西洋菜街，連西環碼頭也見其蹤影。這完全是民間自發的活動；在新
移民飽受歧視，被社會經濟邊緣化的香港，廣場舞看似能成為她們自己共通的
語言，讓她們團結成為群體，增加社會資本和權力。但同時，跳廣場舞又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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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波中港矛盾，他們的歌曲和美感被大受批評，質疑她們的「大陸人身份」，
甚至被本土派驅趕。廣場舞是否能成為正面的「差異政治」？強調差異是否只
會帶來更多歧視，激發更多矛盾？社區藝術是否真的不需要被大眾肯定的美
感？廣場舞能當作社區藝術嗎？能讓新移民真正充權嗎？
差異政治
差異政治強調分離主義，分離主義透過自我組織達至充權。以女性分離主義為
例，她們拒絕進入由男性主導的社會，因為在那裡要跟隨男性所定立的規則及
追求由男性定義的標準以討好男性，而其將繼續在社會中佔優。4因此部分女性
主義發展出以女性為中心的標準，強調和肯定女性的價值，而非單純成立傳統
的女性服務如女性診所、強姦受害者服務中心等。差異政治可以作為一種民主
的多元文化(Democratic cultural pluralism)5，以尊重和確認他人的差異。它亦提
倡受壓迫群體團結，去對抗自由人本主義中的個人主義。受壓迫群體在差異政
治之中透過重新定義、創造和建構，建立一套新的語言去形容他們之間相同面
對的情境和看法，而不再是被建構的本質(given essence)。6 例如 black is
beautiful、同志遊行等，這迫使佔優的文化(Dominance group)重新檢視自己標榜
為「中立，普遍」的社會規範。7
那麼如果我們理解新移民婦女為需要差異政治的受壓迫群體，香港的廣場舞作
為她們自發和組織起來的活動，有其政治的意義。
廣場舞在性別的意義
一般來說，婦女在悠閑活動上遇到更多困難，男性在運動上更佔優勢，而廣場
舞則有助打破這個界限。缺乏時間、金錢和設施是女性進行悠閑活動的主要阻
礙，另一個原因與「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有關8，意思是女性被負上照
顧小孩和家務等沒有金錢回報的責任，以致女性忽略自身悠閑的需要。(Green
et al., 1990)9而悠閑活動可以是女性表達自我和抗衡傳統性別角色的定形；女
性由悠閑活動之中獲得自由並能感到自己可以掌控生活。(Shaw, 1996)10她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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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可被視為對壓抑的抵抗(resistance to oppressive forces)，自主的行動可令
其充權。11由觀察可見，廣場舞是以女性為主導的活動，她們多在晚飯後，放下
其在家中的職務，享受在廣場上自由的時間。廣場舞亦是女性自發的活動，例
如在天水圍領舞的黃燕芬老師一開始只是自己看教學影片到公園跳舞，慢慢地
大家就跟在她身後，甚至發展成一個舞團。12在不同訪問中，不難發現廣場舞的
女性愛以姊妹常稱，她們不單跳舞，而是真正組織起來，進行其他活動，例如
將軍澳寶林體育館的林太就指出，婚後的主婦生活讓她感到更年期抑鬱，並以
「屋企做清潔同買餸煮飯，冇娛樂㗎！」來形容她的生活；後來通過跳舞認識
姊妹後一起飲茶、「唱Ｋ」、參加廣東兩天團則「很開心！」。13在天水圍的錫
蓮亦指「我哋仲會一齊去唱歌食飯！」14
再者，女性的年齡亦被社會建構出一套說法。不少社會論述中，女性的吸引力
與年紀往往成反比，女性因年齡增長會成為「師奶」或「剩女」等帶有負面的
名詞，但男性卻會成為「一家之主」或「鑽石王老五」。廣場上的女性雖沒有
為「師奶」一詞加上新的定義，但卻有拒絕被冠名的意識，將軍澳的婦女在訪
問中指出「唔好叫我哋做大媽，叫做細媽得唔得呢？」、「應該叫做靚女，或
者小姐！」15。天水圍的婦女亦指「我哋呢班人都係普通師奶……我們一齊跳好
開心，覺得自己後生好多。」16屯門公園跳舞的鍾笑鳳亦指「究竟咩係大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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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理咩係大媽，最緊要活得開心。」17 可見她們對自身的女性身份是有自信，
並拒絕被定義的。

廣場舞在新移民之間的意義
引用 Yechen YAO 在香港十個地方進行的研究數據，有八成六跳廣場舞的都是來
自中國大陸的。18移民往往因為語言、對居住地認識不足，文化差異而難以融入
主流文化活動。學者 Farrer 建議他們可以創造出自己的文化活動來避免再受到
在其他社交環境上受到的歧視。(Farrer, 2004, p. 653)19 新移民在香港生活往
往面對很多困難，就業困難使她們普遍收入較低，成為社會上被邊緣化的一
群。跳廣場舞的新移民可以透過使用共同語言，聽共同喜歡的國語流行曲，如
《我們都是一家人》、《 小 蘋 果 》 、《相親相愛》等，亦因為有共同的生活
背景和經驗，容易建立起社會網絡，增加社會資本來面對困難。新來港一年
多、在東涌跳舞的阿霞指出，在跳舞的過程中認識了不少朋友，幫助她更好更
快地融入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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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舞作為社區文化發展/差異政治的成效存疑
然而，廣場舞能夠創建出一套新語言，甚至迫使佔優者反思社會規範嗎？從香
港人的反應中，我們可以看到，佔優者反而因為被壓迫者組織起來害怕其利益
受損而進一步想辦法強化他們的優勢，甚至視自己為弱勢，成為被侵略的一
群。兩年前，就有近百名本土派組成“西洋菜南街反大媽唱蝗團”到旺角驅趕
她們，期間爆發衝突。杜汶澤電影《空手道》主題曲《炸炸炸炸炸》就以「國
家好我們就會好，我們好國家就會好，如果有一天我不愛國家，太陽就會爆炸
炸炸炸炸」的歌詞來諷刺廣場舞的選曲。各區區議員、康文署亦接獲多次投
訴，網上香港人亦一面倒反對廣場舞。他們大多有類似的觀點，例如認為廣場
舞在視覺和聽覺上都達不到美感，批評她們無視中港文化差異，硬生生把自己
的生活方式套來香港，與本地音樂文化格格不入。由於中國共產黨對香港政治
的介入日益嚴重，亦引起大家擔憂本土文化會受內地文化侵略。部分廣場舞使
用紅歌，令人聯想到文革，亦會牽到香港人的恐懼情緒。由此可見，雖然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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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某程度上能令她們充權，卻也加深了她們與香港人之間的矛盾和歧視，無論
作為差異政治或社區文化發展，都不是很成功。
那麼差異政治為什麼會失敗呢？學者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在“Fear of
small numbers”中解釋為何多數的力量會(majority)懼怕少數(minority)，這是基於
對「純潔」(purity)、整全(wholeness)的偏執追求21，也源於「獵絕身分」
(predatory identity)的身份政治概念，指他們意圖把少數趕盡殺絕，因為他們恐
懼動員，為免自身滅絕而先下手為強。22因此要廣場舞這個例子中，香港人懼
怕自身文化被消滅，不難產生對廣場舞，甚至對婦女的厭惡。
既然如此，我們又可以如何改變這樣的矛盾呢？怎樣才能令新移民婦女充權的
同時，又能紓緩香港人擔憂的情感，達至社區文化發展？許寶強教授的文章也
許能提供一些線索。23就正如文章舉出害怕綜援戶和同性戀婚姻的例子，真正
害怕新移民會滅絕香港文化的人也大概只佔少數，但是由於「現實生活中的不
盡人意」（這可以是對香港政治環境和對中央的不滿、和新移民相處時不愉快的
經歷等等），
「對前景及自身的能力又失卻信心」，我們之中很大部分人便容易受
這種訴諸主流價值對不純潔、不整全的懼怕所觸動，因此遷怒於廣場舞之中。
教授提出，現實中真正需要幫忙的，是「懼怕小眾」的「大眾」。24我們是否應
該能從一些新角度去思考新移民婦女的問題，嘗試去理解香港人對中國的恐懼
情感，透過改變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環境，透過阻止中共的干預來消滅對新移民
婦女歧視？讓我們不必陷入恐懼，讓人能透過社區文化發展的方向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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