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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力量
我們都可以是朱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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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訪港，他在其中一場分享會裡被問
到香港人是否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他說：
「無論香港人是否有權
利，這都不會發生。」相信這個坦誠的答案會令到很多人感到失
望，包括我在內。
這種「失望」
，當中其實包含了很多情緒──作為 80 後一代應該
能明白。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香港這個城市曾經展現過一道很美
好的景象。雖然沒有民主，但有自由；雖然文化色彩淺薄，但社會
卻非常文明。可是，回歸快廿年了，我們這一代已長大成人，可見
到的卻是整個城市各方各面都在倒退著。
每一個社會議題，都跟政治互相牽連著，並複雜地糾纏在一起。所
以，除了走出來抗爭之外，我們似乎已經沒有其他辦法可以見到有
一絲機會能讓香港變得更好。或許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這幾年香港
的社會運動可謂一浪接一浪。兩年前的雨傘運動是高峰，兩年後的
今日便已擴展到立法會裡去。但你問我，這些抗爭，最後會贏嗎？
坦白講，正如彭定康所言，我也認為未必會成功。
但這並不等如我們什麼都不要做，並不等如就要服從於這個命運。
因為可以百份百肯定的是，服從只會迎來更差的局面；今日香港落
得如此景地，某程度就是因為太過服從。
抗爭未必會贏，但什麼都不做就一定會輸。至於，香港人是否有權
決定自己的命運？這個問題其實不用問別人，而是問我們自己。我
認命，但不認輸。

本土、
民主、
延長戰線
朱凱廸：
我們可以做棋手
而非棋子
Photo by 梁家泰
Text by 蘇花
Styling by Vicky Yeung
Hair by Ziv Lau
Make up by Deep Choi
Special Thanks to Kacey Wong

2016 年，本港大事回顧必不可少的名字：朱凱廸。時光倒流十年，那個在中環皇
后碼頭絕食、以「本土行動」發言人身份，向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皺著眉頭說
「點解發展同保育唔可以平衡啫？」的黑瘦男子，不變的白裇衫、黑框眼鏡，今年帶
著 84,121 票以新界西票王之姿進入立法會。
「我個 CALLING 係好早，我可唔可以再 GIVE 多啲呢？幫到人我會好開心。」這就是
朱凱廸從政的使命。阿廸，若你有一句說話要跟十年前的自己講，那會是什麼？「我
會同嗰個瞓响碼頭嘅 29 歲廢青講，朱凱廸，你行出嚟搞社運，都係想改變社會啫，
你要改變社會，就要深入政治，而家你入咗立法會真係從政喇，你終於等到為社會
面對生死抉擇嘅時候喇，你醒醒定定，唔好『葉公好龍』嚇到走咗去，你要用你嘅
力量去改變個社會呀。」
當時代給你一個任務，請不要覺得自己渺小。曾在阿富汗追訪戰地新聞的記者朱凱
廸，走過烽煙大地回到香港這個戰場，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為我城未來奮戰。待重
頭，看看阿廸的亂世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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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我本土，

誠然，立法會「區議會化」的確更為嚴重，先

佢哋都係，傘運之後，社會撕裂係一個事實

係要令我知道自己係乜

天不足，按《基本法》74 條，立法會無法訂

嚟，各人可以有機會講清楚，才是綜合與和解

本土這旗號，自今年 2 月旺角騷亂後，儼如被

定使用公帑和政制改革的議案，政策推進慢得

的開始。你由佢出嚟選，有幾多票咪大家睇到

標榜勇武的右翼本土派代言。但其實回歸後，

令人沮喪，為保選票，大黨細黨免不了在濕碎

個論述同影響力，好均真。而家咁樣（打壓）
，

第一個以本土之名關注香港城市運動的組織

事務跑政績。那麼，有層次的本土政治該如何

即係無畀機會呢個社會去復原。」你覺得今日

「本土行動」
，卻是由中大嶺大的「左膠」一葉

導正，重新開始？「以前民主派講本土，可能

民主力量是壯大了抑或細碎了？「我想推返前

雙輝（葉寶琳、陳景輝、林輝）發起，在 2007

就係『無公屋』
，社會資源分配唔均衡；陳雲

少少，香港民主運動從來都好精英主義，成班

年保衛皇后碼頭的城市保育運動中，
「本土」這

條線就係『人鬥人』
；我嘅本土係個人生活經

精英係睇住個假目標進發，每次有新嘅政黨或

個字眼始在主流媒體出現。本土行動發言人之

驗發展出嚟嘅認識。殖民地政府令我哋唔知自

者社運，都只係唔同意個手法，06 年公民黨、

一的朱凱廸，當時的發言與文章影響力，已超

己係乜、唔知香港係乜，殖民城市嘅壟斷在各

社民連創黨，就係唔同意民主黨嘅模式；到反

越空想，遠達立法會議事堂。

方面從無間斷，你睇下「原居民」
、
「鄉議局」

國教、傘運好似組織上有啲新嘢，當你手法多

翻查阿廸在《香港獨立媒體》發表的 518 篇

（的特權與封建）
，公屋那種 MICRO MANAGE

咗，唔同意呢堆手法嘅人都多咗，但我哋仲係

報 道， 早 於 2007 年 5 月 17 日 寫 的「 還 港

與官僚，當我每次問點解有呢啲問題、開發一

重複緊嗰個單一嘅目標、單一嘅感召，完咗，

於民」
，文中對重建皇后碼頭與解放軍用地的

個板塊，都發現我哋根本無諗過我哋可以點樣

件事咪散咗囉。我講嘅『民主自決』
，係要解

質疑，於同年 6 月 6 日的立法會質詢中，或

做決定、乜嘢係民主。我嘅本土，係要令我哋

放呢個模式，突破成見，唔係下下諗住一拳可

多或少出現於民主黨李永達、社民連梁國雄、

知道自己係乜、可以做啲乜，係一種重新發現

以打爆佢。好似我講官商鄉黑勾結，成件事唔

公民黨張超雄甚至是民建聯蔡素玉各議員的

自己，一種解放想像嘅力量。一個人，要搵到

係只得一個勾，我要化解呢個問題，係要多點

提問內容，迫得時任規劃署助理署長於同年

自己，先至搵到民主自決嘅爆發點。」

陣地式好多細勾咁一齊拆，選立會，要贏係靠

10 月 2 日一一正式回應。社運的 AGENDA
SETTING，朱凱廸從來不屈於任何認命的設
定，決意自定議程。
「如果 2014 年嘅傘運有佢嘅 ENERGY，呢個

民主運動：唔係分個餅，

呢啲點好蝕，講做地區，好表面咁搞下環保酵

係講我張唔止得個餅呀

素班係無意思，從根本體制上去改革，係去搵

「將民主運動講成打贏共產黨係好 SHORT

每一千個勾結之中咁多條線嗰五個爆發點，大

能量係唔可以畀排外本土派控制。若果講素人

TERM。我哋嘅民主運動，唔止得打倒共產

政治，我係零三七一第一代素人社運嘅最後一

黨，更加唔應該好似傳統民主派咁只係做一個

個老兵，左翼嘅本土唔係咁，我要企出嚟話畀

『唯普選』嘅運動。當你嘅運動只係得一個定點

大家知。」那你的本土是什麼？「TERMS（社

嘅道德感召或者情緒爆發，對家咪一嘢就推冧

盤棋捉

運字眼）在香港是相對的。我們當年想到用

你囉，因為你放得一樣嘢响枱，無提住各人其

知易行難，阿廸，啲爆點去邊度搵呀？「我好

『本土』這個字，是相對傳統民主派 07-08 年

實張枱唔止得一樣嘢㗎。」阿廸認為民主運動

面對現實㗎，客觀環境的確令人沮喪。但香港

那種『唯普選』的離地民主運動。我好記得

需要不斷更新議程，否則無從對奕。

好老套，咩都無試過就氣餒。我想話，我哋唔

當年民主黨與民建聯在市區重建的立場是一

觀乎參選期到勝選後短短兩個月，朱凱廸及其

係要新嘅技法，我哋要令做咗嘅嘢有人睇到，

致的，咁民主派同保皇黨嘅分別係咪淨係得

團隊的確身體力行在每個環節加插「唔止得呢

令大家有返信心。事實係，每個板塊、每件事

『普選』？香港政治應該係有 LAYERS，我嘅

個餅」的新議程，一場選舉，
「官商鄉黑」
、
「橫

都會有一個好擅長嘅人可以處理，社會問題就

『本土』就係對抗嗰種『離地』
，我反對新自由

洲摸底」
、西鐵雙計賺盡 13 年等等議題破土

好似好多盤棋，我哋可以做棋手，唔係做棋子

主義，希望透過空間改造，重奪民主自主，

而出；當選日挾票王之勢，將深耕十年的菜園

㗎嘛。啲人話我好叻，其實我一啲都唔叻，我

相對於口講民主精神，更需要埋頭去做居民

村民帶到鏡頭前，同場加映農業復興倡議；當

都係一個人之嘛。最緊要你搵到你人生嘅課

組織嘅運動。」這個講法不算公道吧？民主

選後受人身威脅高調報警之時，不忘加插「綠

題，你响你盤棋行嘅每一步，都會關係到其他

黨也是靠「區佬」深耕細作，即使區議會得

色中秋，唔玩螢光棒」的環保推廣；報警後梁

人行緊個佈局。政治係需要好多棋手一齊搵盤

票及議席按年下跌，但爛船都有三斤釘，民

振英來電問候，阿廸突擊要求關注橫洲發展計

自己捉得叻嘅棋一齊捉，而唔係當咗政客或者

主黨仍是區議員數目最多的民主派政黨呀。

劃，迫得運房局局長張炳良、發展局局長陳茂

代議士係棋王，一條友可以合埋眼捉晒咁多盤

「我唔係話跟 CASE 無用，我都有跟 CASE，

波在中秋節當日與阿廸及戰友姚松炎會面，那

棋。唔得㗎，立法會議員唔係棋王嚟㗎，公民

但 2015 年起，若果淨係做 CASE 去對應民主

時，朱姚二人尚是候任議員。這就是朱凱廸的

先至係棋手，個社會係要靠大家一齊落場捉返

運動，係會做到蠢晒，傘運之後社區嘅民主自

更新節奏。

贏盤棋。你覺得有第二盤你會捉得叻啲嘅咪換

主係要有超越劃巴士線嘅諗法，思維係闊過跟

CASE 好多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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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地每個點嘅鬥志同我一齊打。而家民主陣形

「最可惜係個政府 DQ 咗梁天琦、陳浩天」阿
廸感慨說，
「我係用選舉去呈現香港，我相信

25

家一齊爆佢。」

延長戰線：喂，你搵你生命中

一盤繼續囉，最緊要落手。」
喂你無答我點搵佢哋出嚟呀。
「玩 FACEBOOK。」

你講真？「係，玩 FACEBOOK 唔係 BOUND 住

。呢個社會上真係有好多人無機會講
『CASE』

這條本土民主的戰線，由反高鐵延長至今，由

人，而係 SPOT OUT 同道人，呢個科技嘅發

嘢，亦無人聽佢講嘢。我嘅任務就係去聽佢哋

一紙規劃文件走到八鄉接地氣，而朱凱廸，亦

展係繞過咗現實好多權力嘅阻礙，我哋唔係要

講嘢，再用行動回應。三層係要同時存在，呢

由立法會門外的示威者一員，變成議事堂內尊

圍爐打飛機，而係用呢個溝通渠道去連結人，

個係一個人生嘅課題。」

貴的議員。
「我今日有嘅所有累積，係菜園村

去反對現實中也文也武嘅人。我其實無嘢叻，

問題回到我們自身。抗爭不累嗎？當年保育政

村民同我一齊行嘅時候，我學返嚟嘅。」9 月 5

我想成就好多人，而唔係強到彈走晒其他人。

府山、皇后碼頭、菜園村，尚未自封國師、

日勝選當晚，阿廸與菜園村民高婆婆一起見記

玩得好 FACEBOOK 真係好重要，令大家知道

一度提倡「快樂抗爭」的陳云根也進入「皇

者時說。
「高婆婆 90 歲人仲耕緊田，呢種愛土

吾道不孤，除咗追求每場社會運動人數上有線

天擊殺」模式，阿廸，每日抗爭我們會快樂

地、愛家園嘅精神，亦係我哋後生仔要秉承嘅

性上升之外，我哋仲有啲乜嘢呢？呢個係一個

嗎？「我唔覺得無咗快樂喎。係我哋不嬲搞抗

精神，我哋先可以响咁困難嘅日子，繼續抗爭

REDO 群眾運動嘅過程，去為出過嚟嘅人重建

爭搞得悶之嘛。右翼的抗爭很排斥文化，傳

落去，去搵到新嘅希望。」本土，合該讓所有

信心。」

統民主派又沒有努力提升文化。反釋法遊行

人找到歸屬與認同，心甘情願落地生根。

FACEBOOK 之於阿廸，是教育的工具，是

仲係唱緊十年前反世貿嘅歌。响香港，對社

想像力的提示咭與公佈板。就像他與地區團

運過度消毒變成一種貧乏，平日無準備、無

後記：LIFE IS 鳩揈揈

隊帶衣車到東涌街上擺街站兩日，霎眼看不

CONNECTION，只有救亡嘅時候，因為危機

整個訪問，朱凱廸屢屢自嘲「廢鳩」
。
「我其實

過是即場將廢橫額升級再造成環保袋，但第

才有 BOUNDING，咁好弊。」弊在沒有信任，

係廢鳩嚟㗎，我係 WORKAHOLIC，之不過

二天有街坊主動上前露兩手，帶動其他新手

也弊在功利思維下，沒有足夠的反省、振作與

我唔係做乜師物師，我做社運之嘛。我真係好

甚至是團隊義工一齊發揮創意。沒有苦主哭

長期作戰的靱力。

廢，我哋成班人一齊响八鄉種嘢，大家都係一

訴、沒有橫額與憤怒，這個車衣抗領展，是

也許，我們可以從朱凱廸兩場輸掉的區選找到

齊開始學，佢哋個個種到出神入化，我種啲嘢

用針線修補街坊關係，重提一個社區鄰里、

答案。問及 2011 及 2015 兩場輸掉的區選，

仲係死下死下。」說完露出阿廸招牌鳩笑，差

衣食住行可以有更理想的生活選擇。細心

阿廸說「無 2011 嘅區選，就無『土地正義聯

點讓人忘記身後不遠處，站著兩位 24 小時貼

看，阿廸在抗領展的每個帖文，寫的都是每

盟』
，雖然當年我乜都唔識撞個頭埋去，但當

身保護他的警員。當選後，跟著阿廸上台接

個人的故事，讓我們看到抗爭背後，卑微卻

年我拉咗五個人同我一齊出選，贏嘅議席多過

受歡呼的有八鄉復耕計劃的「八鄉有種米」
、

活生生的尋常百姓家。

社民連呀！」那 2015 年呢？「講真，如果只

90 歲的菜園村米農高婆婆和本地果菜做成的

朱凱廸的正義 LAYERS：是怎樣？怎樣追尋？

計真係住响鄉郊嘅村民票，我贏咗㗎喇！係唔

花束，高婆婆站在阿廸身邊對記者說「我 4 點

一個公義的社會（JUST SOCIETY）應該是怎

知邊度有一車車票揼去票站之嘛。」

鐘就起身出嚟支持佢，佢贏咗我好高興好高

樣？「
『JUST』係一個道理之間嘅角力，我

2015 年區選，阿廸與姚松炎、張貴財合組

興」
，說時高舉雙手，由衷笑得手舞足蹈；勝

覺得係一種平衡。一個正義嘅社會，公民係

「城鄉共生連線」
，是傘後首個以理念結合無黨

選後扑咪見記者，幾個月以死相搏的情緒一下

可以以民主嘅方式擁有生產資料、媒體同企

派政治素人的選戰組織模式，三位參選的選區

子湧上來，帶淚多謝太太女兒，卻聲言面對官

業。」好離地喎，可唔可以具體啲？「我會分

橫跨港島中產、放射到新界東西鄉郊，文宣影

商鄉黑絕不退縮。他鄉再美，出走多好，也不

三層去講。我自己係一個環保撚，終此一生，

片亦是當屆最多綠色、令人耳目一新的香港。

及踩在有泥草花香的自己地頭來得踏實。

我哋都唔應該剝削下一代嘅生存機會，呢個係

對比 2004 年，新東民主派的「鑽石名單七一

朱凱廸，你呢刻最怕什麼？「我好驚我會同

對環境，對個地球嘅應有之義。咁中間嗰層，

連線」
，那個「唯普選」的離地連結，朱姚張三

個女好疏離。」唔係喎，你太太一鬧不遷（朱

就係望返自己嘅城市，我哋係咪處於一個共享

人由選區到政策，都更體現其政治議程。再看

女名字）你就衝埋去攬住佢喎。他又忍不住再

嘅狀態呢？我哋嘅空間、生活、生存嘅方式，

數據，今次立會選舉，朱凱廸的鄉郊票幾近全

鳩笑，
「都係嘅，都仲係好有愛，但無乜 LIFE

我哋係咪有權去做決定呢？個權力係咪平衡

取，打破圍頭佬一定係建制票倉的成見。
「如

囉。」LIFE 是什麼？「咪即係自由自在咁鳩

呢？而家政府好詭異咁提出『創造空間』就等

果無 2015 嘅區選，我今次都贏唔到。鄉村人

揈揈囉。呢幾年，血肉模糊嘅政治就係我嘅生

如解決問題，我想講嘅係，而家嘅政治係在上

接受咗我嘅鄉郊視野，突破咗土地鬥爭嘅可能

活。我太太真係好似個宇宙咁偉大，佢接受咗

位者『創造』一啲所謂嘅『空間』
，去定義我哋

性。我唔係話要消滅鄉郊，我係企响佢哋嗰一

我，佢先係最無私嘅人。」死亡威脅之下，在

應該點去衣食住行，你劃咗我只可以點住、只

面，我只係提出，條村要點，我哋可以民主決

沒有英雄的年代裡，他只想做一個人。 一個毋

可以點樣生活、只可以點參與政治，咁點算係

定，唔係由地主財主話晒事，土地要有正義，

忘自己是誰，為何而活的人。

公義呢？你係咁移山填海滅村係無解決到個問

唔止係用嚟 RENT SEEKING。提出民主改革

民主自決，本質是每個人都能選擇成為一個怎

題㗎喎。一個公義嘅社會，係公民有權一齊去

鄉議局，自己新界自己救，就係令足夠人相

，貫徹善
樣的人。阿廸選擇了「GIVE 多啲」

決定點創造、創造啲乜、點樣分配，係一種合

信，我哋係有扭轉分配嘅力量。」村民，原來

良，知行合一。我們未來想要哪一種 LIFE 呢？

作，而唔係官僚。最後去到最低嗰層，就係跟

係咁諗。

你已經落手尋找生命中那盤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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