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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 发表于 2020-4-29 14:56  只看该作者

【大象讲堂23】帮你了解香港为什么又可爱又可悲？
社会如同河流，从古到今绵延向前。不过河流的流向是固定的，它只会向低洼
的地方。而人类命运就要复杂的多，起决定因素的是利益。利益决定着社会的
走向，国家间的关系，人与人的亲疏。有句话叫做“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
的利益”。

大部分人是为了利益而做事。但是人毕竟是高级动物，还有一小部分人会为了
“理想”而奋斗，有时宁愿舍弃眼前的利益。这里说的“理想”包括了宗教信仰，通
俗讲就是“道理上想”是正确的完美的事情。

而理想的形成与教育有很大关系：我们所认为正确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由我
们所能获得的信息决定的。

发生在2019年的香港社会事件，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呢？还是为了所谓什么样
的“理想”呢？为什么过去可爱的香港突然变得陌生，甚至有些人的激进行为让
人看了悲愤不已呢？ 

01
繁荣自律勤奋——可爱的香港

香港的繁荣不是一天两天了。很多年前我们工资几百，省会都没有几栋高楼的
时候，香港已经是工资过万，高楼林立了。香港的成功，除了切准了东西方交
流的时代脉搏，占尽了天时地利，与香港人的自律敬业勤奋也是分不开的。这
颗东方“皇冠上的明珠”曾征服了很多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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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以来，很多国人对香港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以为大家都是一家人
了，就都慕名而来。由于游客大量涌入且不入乡问俗，往往造成很多矛盾和尴
尬，从开始的曝光游客陋习到后来的禁止大陆人在香港生小孩，最后终于在国
外势力的煽动下变成反中暴乱，这与我们没有很好的互相了解不无关系。
 

 
这里简单罗列一些香港和大陆的不同，仅供大家一个参考。
• 普通交流以粤语为主，说普通话人很少。
• 文字以英文和繁体字为主，有歧义以英文为准，简体字很少。
• 车辆靠左行驶，驾驶员坐在右边，与大陆相反。
• 交易以八达通或港币为主，人民币和微信、支付宝都不普及。
• 交通排队文化很好，无论刮风下雨，队伍都不会乱。地铁不需要安检。
• 医生是超高收入人群，学生最喜欢读的就是医科。公立医院看病基本不需
要钱，但排队往往排几年。小诊所很方便，有医保看病也不贵。
• 香港与内地教育最大的差别是，以民间宗教团体办学为主，基督教办学最
多，好的中学都是全英文教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化。
• 香港曾连续二十五年被世界评为最自由经济体。
• 香港男女平均寿命多年蝉联所有国家及地区中排名首位，女性为87.56
岁，男性为82.17岁。

如果上面简单的罗列让你只是感受香港的不同，但是感受不到香港的可爱，那
么下面的小事也许能有点帮助：

一件小事是来香港后发现这里的麻雀不怕人，有时候在公园，它们会在你很近
的地方觅食，让我很惊讶。

另外一件小事是，这里农村以前也用牛耕地的，但是香港城市化以后农田几乎
没有人种了，这些牛就自由放养了，成群结队在村子周围悠闲的生活，有车通
过也会给它们让路。

我小时候在大陆生活过，麻雀是非常怕人的，家牛自由流浪也没有见过。这两
件小事让我感到动物也能感受到香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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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句话形容香港人，那就是：香港人是一群住着小房子的会说英文的守
规矩的中国人，香港是中国最有特色的地方之一，有它的可爱之处。

02
单一老化叛逆——可悲的香港

如果说光鲜的一面让人爱上香港，下面要说的可能大家会觉得可悲可叹。下面
也是简单罗列几点，不深入讨论，大家感受一下。
 

• 房价畸高：住房以尺计价，便宜的30平方也得500万。虽然有政府只租不
售的公屋和不需要地价的居屋，但是供不应求。不仅人均居住面积最小，香港
还连续10年蝉联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不吃不喝20年才买得起。
• 百业凋零：香港四大支柱产业，贸易、金融、旅游、服务业。基本没有制
造业。广大市民没有获得相应好处，反而深受高房价高物价之苦。
• 人口老化：生育率低导致社会活力减退，引起学校缩班杀校问题，移民排
外问题等。
• 基建老化：相比深圳的高速发展，香港的普通小区几十年楼龄的房子显得
有些破旧，相比高铁，香港引以为豪的地铁也显得有些陈旧。
• 排斥大陆：香港作为一个细小的经济体，封闭排外不是出路。不仅限制内
地人来港买房、生子，买奶粉，甚至有人打算闭关锁港。
• 青年人叛逆：从小深受西方文化熏陶，民主派勾结港独逢中必反，逢政府
必反，至于香港所谓的这些问题都是次生问题。
• 香港的GDP由80年代占国家的三分之一到现在的近三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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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讳言，香港发展确实遇到了问题。很多港人内心还有八九十年代的优越
感，不正视目前发展的困境，但是看到内地经济快速发展，心里很是酸葡萄。

而去年的香港的暴乱，有人到处放火破坏，打着美国旗甚至殖民地旗反中，这
种蚍蜉撼树的举动有没有意义呢？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吗？既可笑又可
悲，数典忘祖的样子，让我想起唐代司空图的一首诗，摘录在此觉得非常贴
切。

河湟有感（唐·司空图）
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
汉人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03
怎样让香港只可爱而不可悲

大陆现在能高速发展国泰民安，也是经过多年内战，牺牲了几千万人才实现
的。相比起来，如今香港的暴乱只能算是转折中的小小阵痛。

这种阵痛让人痛心的是，参与者大部分即没有获得利益，又是受西方文化教育
最多，理想与国家不一致的年轻人，而没有利益一致的工商界演艺界等团体。

那么怎样才能让香港只可爱而不可悲呢？答案可能就很简单了。
 

 
既然香港作为中华大家庭一员，大家的最终利益是共同的，而理想是可以教育
过来的。那么从利益方面让更多的香港人有获得感，多做把香港与中华民族复



2020/4/30 【大象讲堂23】帮你了解香港为什么又可爱又可悲？ - 大象讲堂 Hans's Lecture Room - 【电子禅国际_论坛首页】 您我的精神家园 - …

www.dianzichan.com/uc/bb2/viewthread.php?tid=349799&extra=page%3D1 5/5

编辑 引用 评分 回复 删除 屏蔽帖子 TOP主页  论坛  最新  赞赏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

最新文章 
   【大象讲堂24】缘分为什么这么难求？心安之处是吾乡
   【大象讲堂23】帮你了解香港为什么又可爱又可悲？
   【电子禅趣小剧】有缘与无缘
   【大象讲堂22】宅腻了？工作不仅是生活来源，还是生活本身
   【大象讲堂21】拦路巨石终将沉底，美好生活仍将继续
   【大象讲堂20】两种非暴力无毒味不憋闷的佛系防蚊方法

兴命运结合起来的教育，把国家理想变成香港人的理想，是不是就可以走出困
境呢？希望香港越来越好。（大象讲堂23）

【赞佛偈】 （大象，2004.5.3）
智慧福德最尊胜，事理无碍超时空。
因果缘起不二法，慈悲恒演菩提行。
我今礼赞诸佛圣，愿脱轮回断死生。
同证如来光明性，广度迷途化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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