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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鴉片戰爭之後，香港為英國割佔。英國

殖民政府將其開闢為自由貿易港，人員流動不受

限制，但此後的一百多年裡，雖然外來移民不斷增

加，但香港基本上仍是華人社會。在英治的大部分

時期，華人基本上仍以中

國人自居，只是隨著與大

陸隔離時間的推延，語言

問題才慢慢浮現，其本土

身份的意識也逐漸產生。

香港今日的語言格局和語

言之爭並非最近的事情，

而是長期發展的結果，可

以說濃縮了香港作為城市

形成的全部歷史。今日香

港的語言現狀是英國殖民

統治帶來的結果，也是香

港作為一個開放的殖民地

和移民城市自然形成的。

但語言被政治化並成為

問題，則是英國殖民者一

手導演的，也是香港九七

回歸後境外勢力長期插手

香港事務的結果，屬於有

意為之。

這是當初英國統治者長期採用分化措施離間

港人，以及香港九七回歸後聯手其他境外勢力繼續

破壞香港穩定、圖謀分裂中國的陰謀所致。

香港本為廣東惠州海邊的一個荒涼小島，幾

乎無人居住。在被英國割佔之前，島上只有為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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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長期的英國殖民統治，香港出現了中文

和英文共存的局面；在口語的層面，則表現為英

文、粵語、普通話及其他漢語方言共生的語言格

局。然而，英語在香港一語獨大，粵語則淪為配

角，其他方言則處於自生

自滅、日漸式微的狀態，

而普通話更是長期遭到

排擠，沒有市場。自九七

回歸之後，英文高於中

文、粵語遠比普通話重要

的局面仍未改變，甚至出

現了粵普之爭。這嚴重影

響了港人的文化認同和國

家認同。這與港英當局當

初的語言政策有關，也與

語言問題在香港長期被

政治化有關。香港為何形

成這一語言等級或結構？

普通話為何沒有地位並

受到排斥？動亂分子如何

利用語言武器破壞港人

的中國人認同？普通話在

香港將來的地位如何？本

文將主要討論這些的問

題。本文更為在港實施有效的推普措施提出自己

的建議。

香港語言格局的演變與語言問題的

形成

摘  要：香港是一個多語種社會，最重要的語言

主要有三種：粵語、英語和普通話。一直到現在，

廣州話（粵語）始終是香港人口最常用的語言，但

中文其他方言也比較流行。英治時期，英語一直

是統治階級的語言，居於主導地位，直到現在仍

被視為身份的標誌。目前粵語的地位雖然有提

高，在許多重要場合都使用粵語，但仍未取代英

語的地位。而普通話仍處於被排斥的狀態，沒法

成為主流。這與歷史上港英當局設置的語言壁壘

有關，中英之爭和普粵之爭究其原因是英國殖民

統治者的陰謀導致的，現在成為亂港分子手中的

武器。在香港大力推廣普通話，以普通話為主要

教育語言、媒體語言和官方語言，打破現有的語

言格局，是必然的選擇。

關鍵詞：香港；語言問題；語言壁壘；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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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漁戶，但全是華人，只說粵語。淪為英國殖民

地後，香港人口開始大幅度增加，逐漸成為一個港

口城市，英語作為統治者的語言也被引入。據統

計，香港的人口在1841年為7450人，到了2021年，已
經高達7,394,700人[1]，翻了近1,000倍。長期以來，
香港屬於典型的移民社會和開放的對外口岸，人口

幾乎全部由外來移民及其後裔構成，以大陸華人

移民及其後代為主體，但也有一定比例的外國人。

這就決定了香港語言的複雜性。不過，總的來說這

是英文和中文長期並存狀況，或英語粵語同時使

用的雙語模式。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英語作為

殖民政府的官方語言，是整個統治階級和精英階

層的主要語言，後來也成了主要的教育語言，具有

壓倒性的優勢。然而，香港華人社會仍以中文或粵

語為主。香港學者用「雙言社會」（Diglossia）[2]描

述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香港的語言概況，指出兩種

主流語言的地位和功能呈兩極分化的狀況：一端

是英語作為統治者的語言在教育、政府行政、立法

和司法等領域發揮著「高階語言」（H i g h 
Language)的作用；另一端是作為「低階語言」(Low 
Language)的粵語，主要使用場合為家庭、朋友之
間的日常會話以及社會交往活動。而普通話則屬

於香港社會的弱勢語言，沒有絲毫地位可言。在統

治香港地區的150多年期間，英國殖民政府故意打
壓中文和普通話，有意造成了香港與內地在語言

和文化上的隔絕。不過，在華人社會，並不存在有

意排斥中文或普通話的問題。英治時期的香港，主

要是中英之爭。粵普之爭是後來的事情，但九七回

歸之前已漸顯苗頭。

在英治時期，中文在香港的存在和表現是複

雜的，而且一直被港英政府長期打壓，不被視為法

定語言。中文，無論是指粵語還是與之相對的國

語，長期以來在香港都是沒有地位的，因而也不存

在競爭和鬥爭。由於香港並非語言孤島，而且陸港

往來不斷，幾乎一體，港人在語言、文化和認同上

均以大陸為母體和祖國。只是在20世紀中葉之後，
因陸港數十年交通與文化的隔離，粵語才明確地

成為香港華人通用的語言，後來還逐漸形成了一

種所謂港式中文文體。在1950年之前，香港在國際
社會也並無獨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地位。它不僅

無法跟上海、南京、漢口、重慶、北平、天津等內陸

大城市相提並論，連廣州都遠遠比不上。然而，到

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香港成了大陸與外部溝通的

獨特窗口，其政治、經濟和文化地位大幅度提高。

這一時期，香港華人普遍具有一種難民（Refugee 
mentality）心態，將香港看作一種臨時棲身的暫住
地，對香港社會沒有太強的歸屬感。他們對自己的

鄉土民族有強烈的認同感，還是以中國人的身份

自居，並未形成香港的本地認同。這一時期，來自

大陸的華人移民人口激增。香港居民的籍貫多元，

彼此說著不同的方言，廣州話、普通話、客家話、

潮州話、閩南話、四邑話、上海話等不同的口音百

花齊放。[3]為了交流方便，粵語逐漸成為市面流行

的通用語。但是，港英當局有意借機強調本土語言

或母語的概念，正式將粵語視為一門獨立的語言，

造成了以粵語（包括港式中文）取代中文的狀況。

可以說，中文——普通話與標準的中文書面文體，
從英國人殖民統治之初就已經被排斥。港英當局

灌輸的觀念是，中文是大陸人或中國人的語言，香

港華人的語言是粵語，無論是發音、詞匯和語法都

是不同於中文的。普粵之爭從一開始可以說是港

英政府透過行政制度的精心設計，企圖在語言、文

化和愛國情感領域分化港人，雖然並未明顯奏效，

但卻為香港回歸後普通話遭排斥和普粵之爭埋下

隱患。

這裡需要強調的是，港式中文（書面語）的異

化現象並沒有成為主流或趨勢，而只見諸於一些

低端報刊。那種港式中文文本記錄的大都為下里

巴人的粗鄙口語，一般被視為沒文化的表現，難登

大雅之堂。因此，在英治時期，從書面語的角度，

香港的語言問題一直就是中英之爭，但在口語的

角度，一直為英粵之爭。但回歸後，中英之爭被人

遺忘，而粵普之爭卻浮出水面，且愈演愈烈，真是

耐人尋味的，也令人非常遺憾。這都是港英時期，

港府在語言政策上長期埋雷、布陣的結果，使其長

期分裂中國文化、離間港人。

香港這種「重英輕中」及普通話缺乏生存空

間的語言生態格局在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

權之後才得以轉變。隨著九七回歸，普通話逐漸被

引入香港的基礎教育體制，在生活、工作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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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類社交場合的地位逐步得到運用。特別是近

來普通話引入學校的力度得到加強，普通話已經

成了香港少兒必須掌握的語言。這是個劃時代的

變化。這為將來香港語言版圖和構成的變化奠定

了基礎，也會推動港人國家認同的增強。總的來

說，香港是一個多語種社會，最重要的語言主要

有三種：粵語、英語和普通話。一直到現在，廣州

話（粵語）始終是香港人口最常用的語言，但中文

其他方言也有流行。實際上，香港回歸前後，香港

地區語言格局是錯綜複雜的。香港特區政府公布

的最新調查數據顯示，除了中文普通話、粵語和英

語三種主流語言外，香港地區最流行的三種中文

地方方言是客家話、福建話和潮州話，但方言使

用者的人數逐年遞減。即使是香港眾方言之首的

客家話，掌握該語言能力的人口比例也僅為4.2%。
非粵語系地方方言在香港逐漸式微是既定事實，

而中文普通話的地位在逐年提高。但普通話並沒

能取代或撼動英語的地位。而與此同時，粵普之爭

的話題被人炒熱，已高度政治化。調查證明，香港

人口中能說英語和能說普通話的比例在近幾年內

大幅提升，能說英語（不論是作為慣用交談語言

或是其他交談語言）的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已高達
53.2%。能說普通話的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亦高達
48.6%。表中數據顯示，到2016年，雖然仍有高達
94.6%的5歲及以上香港人口能說廣州話，但該比
例較之前略微下降。這說明粵語作為社會工作交

際語言的功能略有弱化，但不影響其優勢地位。

有關研究顯示，回歸之後的香港社會逐漸從

「雙言」（Diglossia）走向「三言」（Triglossia）[4]。

特區政府明確推行「兩文三語」政策：兩文指中文

與英文；三語即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相對而

言，粵語語體功能逐步增強。它不僅在香港的日常

生活中使用，而且還廣泛使用於政治、經濟、文

化、科技、宗教、教育等各個領域。英語則延續了

其過往享受的高級地位，作為一種「學術通用語」

或「商業通用語」，英語繼續被香港人當作語言資

本，在政府、商業、科技和教育部門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5]。但是，由於英國殖民統治形成的語言壁壘

和文化隔閡，普通話遠遠沒法動搖英語的地位，甚

至沒法挑戰粵語的地位。目前來看，普通話在香港

特區的主要功能仍然是象徵性的。這弱化了香港

與大陸的文化認同，不利於港人國家認同和愛國

主義的培育。

港英當局構築語言壁壘、培植本土

意識

英治時期，中文在法律上並沒有得到承認，

而粵語作為所謂土著語言或當地語言也長期並無

地位，處於自生自滅的境況。然而，由於粵語在各

類社會場合普遍使用，並在逐漸在香港教育體系

中獲得輔助性語言的角色。因此，在英治的大部分

時期，港英政府的中文觀念卻是粵語，所謂中英之

爭主要是英語和粵語之爭。香港並無中文國語的

概念，普通話不流行，官方政令和文書並不使用中

文。因此，對於港人來說，中文也逐漸成了模糊而

狹隘的概念。這無形中妨礙了港人學習國語或普

通話的熱情，造成了普通話或國語與香港社會幾

乎完全隔離的狀態。長期以來，英語和粵語成為

香港本土身份識別和認同的重要元素。這兩種語

言共同構築起針對內地普通話語系的語言壁壘，

以至於在九七回歸之後依然影響到了普通話在香

港的推廣和港人對國家對認同。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港人的中國人身份意識

一直非常強烈，語言並沒有成為阻礙文化認同和

愛國熱情的障礙。實際上，英人長期的殖民統治

反倒激發了港人強烈的愛國熱情和中國人的身份

意識。自香港被英國割佔以來，絕大多數港人是

非常愛國的，一直堅持將自己情感和力量與祖國

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與大陸同胞同呼吸、

共命運，在各種重大的歷史關頭爭先恐後地報效

祖國，為國盡忠。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

期，港人均為祖國的奮鬥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

獻，或付出了一定的犧牲，當然也獲得了巨大的回

饋。普通話儘管在香港不流行，但這種狀況在嶺

南地區也並不顯得很特別。曾幾何時，在這一帶國

語或普通話也並不普及。從另一方面，香港也並非

粵語的孤島，而是粵語區的一部分。港人的中國人

或粵人身份感應該是明確而強烈的。毫無疑問，

港人是心向祖國，心繫廣東的。變化始於上個世紀

中葉陸港自由往來中斷之後。從政策的層面，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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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也開始明確地向港人灌輸本土觀念，培植本

土意識，刻意製造香港與大陸文化的對立。有研究

者認為，香港與內地真正隔絕是20世紀50年代至
70年代，這也是香港本土意識孕育形成、香港民眾
認同搖擺不定的特殊時期。[6]自1949年4月起，港
英政府開始實施內地訪港配額制度，結束了中國

居民可以自由進出香港的歷史，內地居民需持有

效通行證方可入港。[7]大陸這邊也隨即採取了相

應的措施，阻斷了港人往返大陸的自由行。接著，

英人玩弄花招，以粵語為一門獨立的語言，替代中

文（主要指普通話）應有的地位，製造粵普之爭，

企圖撕裂華人族群，隔離華人社會與中國的文化

母體，隔斷香港社會與大陸之間的文化紐帶。這造

成了中文（主要指普通話和簡體字為代表的中文

語言體系）被逐出在香港的局面。[8]

不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香港的本土身份

意識從一開始是在反帝、反殖民運動中產生的，而

不是與中國大陸進行切割的結果。隨著世界反殖

反帝運動的風起雲湧，以及華人精英群體的擴大

和整體層次的提高，在20世紀60年代，香港的社會
生活和文化內容有了實質性的變化，民眾的政治

覺悟與政治參與度也逐漸提高，香港華人的民族

意識、國家認同普遍覺醒。英國殖民統治造成的

種種不公激起了民眾的怒火，引發了香港反帝、反

殖色彩的著名「六七暴動」。隨後，香港掀起了波

瀾壯闊的第一次中文運動。當時英文是香港唯一

的官方語言，但長期高位運行，沒能普及到下層社

會。語言問題造成了政府與人民的嚴重隔閡。中文

運動的發起者將矛頭直指港英政府的集權政治和

對華人的歧視。他們認為政府對推廣中文的態度

消極，這代表著殖民統治者的傲慢和對中國文化

的冒犯[9]，乃是一個民族輕視另一個民族的殖民

思維在作祟。港英政府迫於壓力終於在1974年正
式頒布《法定語文條例》，中文第一次被列為法定

語文。該條例規定：「在政府或公職人員與公眾人

士之間的事務往來上以及在法院程序上，中文和

英文是香港的法定語文。」[10]中文運動的意義並

不在於中文取得了法定的地位，而是在於喚醒了

港人的本土意識和民族意識。同時，運動的訴求

與種族平等相關聯，突出語言（中文）與種族的密

不可分，中文是中國人身份的重要標誌，英語則是

殖民壓迫本土人民的工具。這時候在港人心中，愛

港和愛國並不衝突，港人身份和中國人身份之間

並不矛盾，更通過「反殖」、「反帝」的社會運動不

斷鞏固自身的中華認同。但是，港英當局也在其語

言政策裡大做手腳，偷樑換柱，以粵語代表（實為

取代）中文，玩弄暗渡陳倉的把戲。

為培植本土意識，拉開港人與內地的文化關

係，削弱港人對中國的國家認同與忠誠，更為了清

除來自內地的政治影響，港英政府在學校禁授國

語（普通話），有意實施「疏離教育」，淡化港人的

中國人身份認同。在「去中國化」的大政策背景

下，粵語自然成為被推崇的官方語言，以頂替本應

該選擇的中文普通話（國語）。從此，一套以「標準

中文」（繁體字）為書面語、粵語為口語的語言體

系在香港得以確立。[11]推崇粵語的做法導致其他

方言在香港被排斥乃至圍剿，客家話、潮州話等電

視節目被取消，中文廣播只可使用標準粵語，甚至

利用粵語詞匯構成書寫文體或書面語，這種違法

中國歷史上書同文的傳統的做法的全是開歷史倒

車，屬於肢解中國語言和中國文化的惡劣行徑。再

加上幼兒園和小學全部採取粵語教學[12]，粵語流

行文化——港劇、香港電影、粵語歌曲變得大受
歡迎，香港居民的文化傳播成了粵語為主要媒介的

天下，集體記憶也主要由粵語來構建。

到了20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開始成功轉
型並實現騰飛，躋身國際大都市之列。而反觀改革

開放前的中國，國門封閉，經濟落後，生活貧困。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隨著港陸兩地交流的日

益頻繁，港人看到了兩地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開

始產生明顯的優越感。這強化了他們業已形成的

本土身份意識。「現代」對「落後」的優越感抬頭，

把內地民眾視為「他者」的心態開始在香港盛行。

一種本土的港人身份認同與固有的國族身份形成

了競爭。儘管港人的雙重身份意識或雙重認同還

算相安無事，沒有形成衝突，但是，由於香港長期

形成的語言圍牆，客觀上已將說粵語的港人跟說

普通話的內地人區別開來。這種語言的屏障也被

有意無意地強化或堅守。事實上，操一口流利、地

道的粵語成了外地人融入香港社會的入場券，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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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幾乎沒有任何市場。不過，語言的高度政治化

是近些年的事。

另一方面，港英政府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普
及中小學義務教育，英語也開始得到普及。這使得

香港成為比較典型的雙語社會。教育改革是英語

在香港得到傳播的巨大推動力量。在基礎教育得

到普及的情況下，早期的精英階層的英語教育和

雙語主義開始成為大眾雙語教育，更多孩子有機

會在學校學習英語，從而提高自己的雙語水平。人

口普查數字表明，聲稱懂英語的人口比例從1961
年的9.7%上升到1996年的38.1%[13]。在九七主權移

交之前，香港400所中學中，有350所是英語學校
[14]。結合社會經濟環境和全球化背景，香港從20
世紀70年代起逐漸成長為重要的國際貿易、金融
和商業中心，「英語從一種純殖民語言轉變成為

香港人對外交流必不可少的國際通用語言」[15]。

英語不再被港人視為民族身份的威脅，逐漸失去

了種族壓迫的意味，反而被視為職業發展和社會

階層向上流動的重要工具，是一種「成功的語

言」。由語言層面開始，一個「英上中下」的階級關

係在港人社會早就形成，九七回歸之後並為改變。

20世紀80年代末的香港社會隨著中英聯合聲
明的簽署進入回歸前的過渡期。某種別有用心的

「九七大限」的媒體話語建構給港人製造了恐慌

和不安全感，這種歪曲的共同命運感加速了「香港

人」身份認同，進一步鞏固了業已形成的香港人本

土意識。至此，「香港人」的身份建構在香港社會

基本宣告成型——所謂「香港人」指的就是定居

香港、會講粵語、分享粵語文化的華人[16]。

打破語言壁壘加大推普力度

香港特區在九七回歸後接連遭遇亞洲金融

危機和非典疫情的衝擊，旋即出現嚴重的經濟

衰退。在香港經濟風雨飄搖之際，中央政府推出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以及開放內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等舉
措，幫助香港經濟強勁復蘇，讓香港市民吃了定心

丸。香港社會普遍對中央政府表現出了更大的信

心。而2008年的北京奧運和汶川大地震更是極大
激發了港人的愛國情懷，作中國人的榮譽感普遍

增強。由於香港與內地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密切聯

繫，普通話作為我國唯一的國家通用語言在香港

軟著陸。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和境外勢力的蠱

惑，推廣工作遇到了阻力，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受境外勢力的影響，2008年後，香港發生了幾次大
規模的泛政治化語言爭議和社會運動，語言被部

分港人用作「族群主義」的武器，成為區分香港人

和內地人身份的核心標誌。此後港人的中國認同

一路走低，香港認同不斷攀高，「粵普之爭」和「中

英之爭」日漸強烈。

作為「去殖民化」的重要措施，自九七回歸後

兩個月，香港特區政府發表《中學教學語言指

引》，開始強制推行母語教學，規定獲得豁免用英

文授課的中學共有114所，其餘307所中學必須使
用母語教學[17]。出乎意料的是，這一政策卻遭到學

生、家長、學校乃至社會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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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遇到了極大的阻力。在當地報紙和電視報道的

畫面中，那些未能保留英語教學學校的學生淚流

滿面、家長垂頭喪氣、老師憤怒抗議，甚至出現三

者抱頭痛哭的局面，恍如世界末日[18]。針對這種局

面，特區政府做出了一定的政策調整。經過一段時

間的醞釀，特區政府於2010年提出了《微調中學教
學語言》政策。在新政的影響下，香港的中學無需

再二元的分為英中和中中，但滿足一定要求的學校

可以班為單位申請英語教學[19]。這一舉措等於變

相允許學校自決教學語言安排。推普工作遇到了

極大的挑戰。教學語言從英語轉向中文的政策遇

挫，不僅沒有撼動殖民時期遺留的教育語言等級

制度，從實際的結果上卻諷刺地鞏固了英語的優

越地位。香港學者蔡寶瓊尖銳地指出，這種僵化

的分流模式不僅具有限制性，而且具有精英主義

和明顯的社會分化性，凸顯了英語霸權在學校政

治中的力量。實際上這種做法並沒有完全達到推

動母語教學的初衷，反而導致校內分流，再次確立

了「英中」的優越與精英地位，更激化了「英中」與

「中中」之間的爭逐。[20]英語作為文化精英的想像

更加牢固，家長們只會想盡辦法將子女送往英文

中學，害怕被貼上來自中文中學的標籤。

在香港社會，分辨本地人與外地人最明顯的

特徵一度就是語言。粵語和英語這兩種強勢語言

共同塑造了香港人的獨特身份，成為維護本地族

群認同、香港與內地建立文化區隔的最核心要素

之一。這一特徵在香港回歸之後沒有削弱，甚至在

數次社會暴亂中成為一些人反中亂港的「工具」。

普通話在香港目前仍然只作象徵性或儀式性用

途，並不廣泛應用於媒體、政府、法律界和商界的

重要場合；本地人在非工作場合的交流也很少使

用普通話。在最敏感的教育領域，「兩文三語」的

語言政策雖實施多年，但在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

字（普通話和簡體字）方面，特區政府的態度一直

不夠堅決，在財政上也缺乏支持力度。根據語常會

的報告顯示，特區政府在1995至2015年間的教育
資金運用比例高度傾斜，英語教育佔58.25%，中文
教育佔15.77%，而推廣普通話僅佔3.17%。正如立
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2015年一份《以普通話教授
中國語文課的政策》文件顯示，全面推行「普教

中」的學校比例非常低，小學為16.4%，中學僅有
2.5%，至於其他學科更不可能使用普通話教學。
[21]可見，由於推普面臨阻力，特區政府有所顧慮，

也有所妥協。

香港特區不僅是全球性的大都市，更是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與發展的主要力量。如果香港社會

不能真正理解自己在未來國家發展格局中的定

位，那麼香港下一代年輕人的競爭力將越來越弱，

城市競爭力也會面臨重大挑戰。要保持香港經濟

的活力及全球競爭力，保障香港在大灣區建設中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強有力地推行「去殖民化」措

施勢在必行。而語言的去殖民化是當務之急，也

是必然的選擇。這並不等於簡單地拿英語開刀，而

是要改變此前英治時期的語言政策，消除其影響。

香港必須跳出民粹主義的身份政治的怪圈，努力

與內地進行全方位融合。首先，英殖民遺留的語言

等級制度必須徹底推翻，終結英語的霸權地位以

粉碎人為虛構的關於殖民統治的美好幻想，將普

通話提升為香港最重要的官方語言，降低英語和

粵語在政治領域的地位。其次，香港需放棄普粵

對立的思維，將普通話接納為香港的普通話，使

之成為主要的社會交流與大眾傳播的媒介。以粵

語抵制普通話的思維模式其實是在文化上畫地為

牢。港人應儘快消除語言焦慮，與「揚普抑粵」的

謠言作鬥爭。第三，普通話應該而且必須成為主要

的教育語言。普通話是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語言

紐帶。在國家認同的層面上，普通話不只是祖國大

陸的語言，更是包括港澳台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

共同語言。它還是連接全中國人民乃至全球華人

的感情紐帶和文化紐帶。香港要在主權回歸的基

礎上，積極運用語言的力量重塑後殖民時期的港

人愛國意識，提升他們的中華民族身份認同，實現

語言、文化和人心的回歸。

關於推普，我們認為有一些必要而切實可行

的措施可以採用：

首先，將普通話提升為唯一的或第一官方語

言，行政部門、立法會與法院，將主要以普通話為

工作語言，英語可暫時起輔佐作用，基層部門可以

靈活。粵語只能在基層暫時使用，最後將徹底從

政府辦公場所退出。這將徹底改變香港的語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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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和普通話的地位。

其次，將普通話提升為主要的教育語言，英語

只起輔助作用。在公立學校，普通話應該成為主要

的教學語言。近來普通話引入學校，成了香港少兒

必須掌握的語言則是一種劃時代的變化。這為香

港將來語言版圖的變化奠定了基礎，但治本之策

是逐步將普通話提升為主要的教育語言，與英語

形成雙語制，而粵語將不得不退出課堂，回歸到家

庭和一般社交場合。

第三，規範香港的傳媒語言，逐步減少粵語電

台和電視台的比例。香港的各類出版物、印刷品和

紙媒，可制定措施禁止使用不規範粵語詞匯與語

法。

最後，還應充分利用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優

勢和建設契機，有效發揮三地同宗同族、語言文化

相近的天然優勢。今年6月2日，國家教育部發布
《粵港澳大灣區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21）》，指
出大力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構建和諧語言生

活、增強語言與國家認同，是粵港澳大灣區語言文

字事業的重要任務。報告同時建議在法律上強化

普通話與簡體字的地位，香港應將普通話教育作

為政策融入考評體系，粵港合作推進普通話教學，

更好地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及「一國兩制」事

業發展[22]。應當大力促進三地人民的「大灣區」身

份認同，攜手共建文化灣區，然後再逐漸加大「中

華文化、國家認同」元素的輸入，從而實現區域身

份認同向國家層面認同的遞進式發展。

結論

回歸二十餘載，香港特區與內地在文化、經

濟、科技、政治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大

多數香港同胞的國家認同感不斷增強，但也有部

分港人思想認識存在偏差，缺乏對中國的國家認

同，身份意識錯位，甚至發展為極端的本土分離主

義。這一局面的產生很大程度上跟香港回歸前的

語言政策有關。英語和粵語被認為是構建香港身

份的重要因素。它們構築了針對普通話語系的壁

壘，妨礙了對普通話語言與文化體系的認同，進而

妨礙了港人的國家認同。這種語言的壁壘在香港

九七回歸後仍被一些港人所堅守和利用，香港與

大陸之間的語言─文化鴻溝仍在。極端主義者以語
言和文化的差異為武器，企圖弱化港人的國家認

同。要結束這一局面，英殖民統治遺留的語言等

級制度必須推翻，終結英語的霸權地位，以普通

話教育取代粵語，從政府、學校、媒體和社會多個

維度共同努力提升港人的中華民族認同。香港社

會拒絕普通話是港英當局的政治遺產之一，旨在

弱化港人的愛國熱情和中國認同。目前有必要採

取必要的強力措施以扭轉這一局面。普通話應該

成為香港最重要的官方語言、教育語言和媒體語

言。

[1]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1年年中人
口數字」[EB/OL]https://www.censtatd.gov.hk/tc/
press_release_detail.html?id=4888（2021年10月21
日）。

[2]So Daniel W.C. Implementing mother-to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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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ifestations and origins of the 
politicization of language problems in Hong 
Kong

Tang Shan (Gu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Cultures)

Jia Haitao (Liberal Ar ts College of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Hong Kong is a multilingual society, 
and there are three main languages: Cantonese, English 
and Mandarin. Until now, Cantonese has been the most 
common language of the Hong Kong population, but 
other dialects of Chinese are also popularly spoken 
there. During the British rule, English was the language 
of the ruling class, dominated and is still seen as a sign 
of importance to this day. At present, although the status 
of Cantonese has improved, and it is used in many 
important occasions, it has not yet replaced the status of 
English. And Putonghua is still in a state of exclusion 
and cannot become the mainstream. This situation is 
caused by the language barriers set up by the Hong 
British authorities of Hong Kong in history. The reason 
for the Chinese-English competition and the Mandarin-
Cantonese Rivalry was the conspiracy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rs, and now it has become a weapon in the 
hands of Hong Kong rioters.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vigorously promote Putonghua in Hong Kong and use 
Putonghua as the main language of education, media 
and official language to break the existing language 
pattern.

Key Words: Hong Kong, language problems, 
language barriers, Mandar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