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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鄧小平先生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文中說，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政府沒有信任感，那麼，

其他一切都談不上了。” 1 這一論斷提出了兩個基本

的要點。第一，實行“一國兩制”，由於兩種制度不

同，差異和矛盾不可避免。所以，相處於一國之中更

需要信任。第二，“兩種制度”互相信任的核心和基

礎是對國家的認同。本文就“一國兩制”下為甚麼需

要建立互相信任，如何建立互相信任，如何保障互相

信任的問題進行探討。 
 
 

二、為甚麼需要建立互相信任？ 
 
“一國兩制”下，不同制度之間的矛盾是必然

的。可以表現為不同的形式。比如在制度方面，近年

來引起爭議的有關普選制度、法律解釋制度、人的權

利自由制度上就存在客觀上的差異。再如，文化與觀

念方面引起討論的有關愛國主義、司法獨立、司法協

助原則、諮詢方式上的認識和理解也各有各說。因此，

要消除差異和不同，並不可行，也不符合“一國兩

制”，問題的關鍵是要防止因差異而引起衝突，要調

和差異之間的矛盾，在差異中尋求共識。要做到這一

點，互相之間的信任是必不可少的。 
信任是防止衝突的基礎，也是解決矛盾的基礎。

在“一國兩制”下，需要建立穩固的互相信任的基

礎。建立互相信任就是建立共同的基礎。 
 
 

三、如何建立互相信任？ 
 
(一) 堅持“一國”是信任的共同基礎 
1. 信任是建立在“一個國家”的共同基礎之上 
信任的共同基礎是甚麼呢？鄧小平說了，就是愛

祖國，即國家的認同上。“一國”是基礎，沒有“一

國”就沒有“兩制”。 

第一，國家的統一是實行“一國兩制”的目的之

一。正如用“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了國家的統一，

那麼更要通過“一國兩制”的方式來鞏固國家的統

一。“兩制”是服務於“一國”目的的，而不是破壞

“一國”的理由。維護“兩制”的界限，在於不能損

害國家的統一。國家統一沒有了，實行“兩制”對國

家而言，又有甚麼意義呢？只有在實行“兩制”有益

於“一國”的情況下，“兩制”才有存在的價值。所

以，不論“兩制”之間有甚麼差別，在維護國家統一

這個根本上，必須保持一致。這就是“兩制”的共同

基礎，也就是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共同基礎。 
第二，“一國兩制”是國家的統一，不是制度的

統一。因為國家統一，允許制度可以不同，統一就成

了共同的基礎。如果謀求制度統一，就是消滅“兩

制”，就沒有共同的基礎。 
2. 增加彼此的信任，必須加深對“一國”的認同 
沒有國家認同，就談不上信任。為甚麼要加強國

家的認同呢？ 
第一，“一國”的正當性。“一國兩制”的提出，

就是為了實現國家的統一。香港、澳門自古以來是中

國的領土，因為歷史的原因，香港、澳門被外國佔領，

結束外國在中國領土上的佔領，實現國家的統一，是

中華民族百年來的共同願望。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實

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解決國家的統一，它是必不可

少的條件，分裂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障礙，必須掃清。

所以，從歷史和現實兩個因素看，實現國家統一具有

完全的正當性。 
第二，“一國兩制”的合理性。考慮到香港、澳

門的具體情況，港澳同胞的意願，採取保留這些地區

原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來完成國家的統一。

這樣，既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又維持了特區的穩定發

展，符合國家和特區的根本利益。在“一國兩制”的

共同基礎上，“一個國家”把“兩種制度”結合起

來，充分利用“一國”的優勢，實現“兩制”利益的

最大化，提供了共同發展的平台。 
第三，國家認同的重要性。正確的認識國家對執

行“一國兩制”是十分重要的。認同國家，維護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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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促進國家發展，這三點就是“一國”的意義所

在。 
(1) 甚麼是國家認同？  
國家認同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國家認同就是對

一個具體國家的認同，不是對抽象國家概念的認同。 
“一國兩制”中的國家認同，就是對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認同。在法律上就是對《中國憲法》的認同。

國家的概念是抽象的，但國家本身是具體的。如，國

家概念中的政府是一個要素，至於政府如何產生，是

分權還是集權，國家的結構是單一還是複合，對具體

的國家而言，並非千篇一律，它們之間的不同，並不

影響一個國家的存在。 
國家認同既包括對民族、地理、文化、制度意義

上的國家觀認同，也包括對憲法意義上的國家觀認

同，不能將兩者對立，並作為反對國家認同的理由。

比如，不能因為香港、澳門有西方文化背景，有西方

制度的影響，就否定一個國家的原則，不接受國家認

同。 
“一國兩制”中的國家認同，主要是指民族國家

意義上的認同，因為鄧小平先生提出“一國兩制”，

中心是中華民族的國家統一。維持國家分裂，就是出

賣國家，就是民族罪人。“一國兩制”中的國家就是

中華民族形態的國家。在這一點上，總有人似是而非

地提出以政治的價值標準決定是否對國家認同，按照

他們的說法，如果國家的制度不符合某一種政治或意

識形態理論或價值，那麼就不能對國家認同。但是，

他們完全忽視了“一國兩制”下的國家認同，與“一

國一制”下的國家認同是有區別的。以“一國一制”

的思維方式對待國家的認同，要求的是政治價值觀的

統一，但在“一國”中允許存在兩種不同制度的情況

下是沒有可能，因為兩種不同制度的價值觀是不同

的。如果要求兩種不同制度共同接受同一個政治價值

觀，那勢將改變“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

而“一國兩制”的思維對待國家的認同，是超越政治

價值觀的，是以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為優先。鄧小平

先生講愛國，特別指出，不管信甚麼主義，只要擁護

國家統一，就是愛國，愛國觀排除了政治價值因素。2 
所以，應該從“一國”看“兩制”，對待國家的認同。

不能從“兩制”看“一國”，對待國家的認同。以“一

國”為基礎，可以有“兩制”，如果以“兩制”為前

提，就不可能有“一國”。 
所以，不能因為在政治價值觀上與中央政府不

同，就反對國家認同，這本身就是無視“一國兩制”

的現實。在“一國一制”下，可以以不同的價值觀不

認同政府，但在“一國兩制”下，不能以不同的政治

價值觀反對中央政府，“兩制”的存在就是以認同不

同的政治價值觀為基礎的，否定這個基礎，就是摧毀

“一國兩制”。 
因此，民族國家的統一是“一國兩制”的最底層

的基石。維護民族國家的統一，建立統一而強盛的民

族國家，是一個民族的任務，也是國家的責任。 

(2) 為何要國家認同？ 
有了共同的國家觀，才有共同的“一國”觀，才

有共同的語言和基礎。“一國”和“兩制”，中央與

特區的關係才能建立在共同的信任基礎上。有了共同

的國家觀才能建立對國家的信任感。不認同國家，何

來對國家的信任？沒有對國家的信任，哪會有和平共

處，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共同發展？有了共同的國

家觀，才有維護國家統一的責任感，對任何分裂國家

的言行自覺地抵制，多做有利於國家統一的事，不做

損害國家統一的事，國家才會有凝聚力。 
 
(二) “兩制”的互相尊重是建立互信的必要

條件 
如何才能做到兩種不同制度之間能夠互相尊重？

鄧小平先生在論述“一國兩制”思想時就明確指出，

兩種制度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3“講不

變，應該考慮整個政策的總體、各個方面都不變，其

中一個方面變了，都要影響其他方面。”4 所以，要

擯棄對抗的思維，因為有一制總想改變另一制的想

法，雙方根本就談不上信任，只有矛盾和衝突。當“兩

制”可以和平共處，互相尊重，才能實現它們之間的

共同利益，使雙方利益最大化。 
要做到“兩種制度”互相尊重，當然有許多問題

需要探討，比如，過去討論比較多的是從對待“兩制”

的理性態度上分析，提出要做到互相尊重，就要放棄

偏見，不能用舊眼光看待不同制度之間的關係，不能

以偏概全，一葉障目，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兩制”

的發展。要做到互相尊重，不能有對抗的心理、對抗

的思維，要有包容之心。但是，筆者認為有一個問題

不可回避，必須要研究，因為它決定着互相尊重還是

互相對抗的選擇，是一個基礎性的問題，即特別行政

區在“一國兩制”下如何定位及扮演甚麼角色？定位

和角色的不同，決定了用甚麼態度去處理不同的制度

之間的關係。 
特別行政區的定位和角色，對國家而言主要是政

治的還是經濟的？是有不同的看法。 
特區內的部分人主張，民主是“一國兩制”成功

的基礎，特區要成為民主示範，以影響國家的發展。

所以，把特區的主要價值定位於政治。這種認識隨着

內地經濟發展，特別行政區經濟作用對國家的逐漸弱

化尤其明顯。綜觀近代中國統一的歷史，以政治民主、

經濟發展為理由反對國家統一，反對中央行使主權是

被反覆使用的兩個主要理由。當經濟發展水平不能成

為理由時，民主政治就成了惟一的理由。因此，為了

要實現這種價值，扮演相應角色，自然地反對內地的

社會制度，不僅不會尊重內地的社會制度，而且總想

改變它。所謂的“民主拒共”就是具體的體現。這種

矛盾引起的對抗，徹底破壞了雙方互相尊重和信任。

然而，“一國兩制”解決國家的統一，港澳回歸，主

要服務於國家四個現代化建設，國家需要特別行政區

的經濟貢獻，從不將特區政治價值作為爭取目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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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特別行政區的政治價值是國家的未來，實行“一國

一制”不是更加容易嗎？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兩種制度”在經濟上的互動，是它們之間有共

同的利益和需要，有相對的同質性，經濟求同，對雙

方有利。但政治上求同，雙方不接受。兩者沒有同質

性，沒有共同基礎、共同的需要，強求一致，“兩制”

對立，衝突必起，“一國”必將破局。所以，這種從

政治上定位特別行政區在國家中的角色，不利於“一

國兩制”的發展，只會讓“一國兩制”走上死胡同。

當某些人或勢力放下了民主先鋒的包袱，是否有利於

建立起“兩種制度”的互相信任呢？不妨應該嘗試。 
 

 
四、如何確保互相信任？ 

 
信任是一種誠信，是價值層面的，有很大的主觀

性。為使“一國兩制”下的信任能夠保持長久和穩

定，除了加深和鞏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對國家

的認同外，還是需要有制度的保障。對促進信任要有

具體制度，對破壞信任的行為要有具體的防範和制

裁。制度的構建既是以信任為基礎，也是確保信任的

必要的安排。正如一個合同的訂立，首先是基於雙方

的合意，雙方的誠信，但是，為了兌現承諾，不會因

為基於誠信，就完全沒有履行合約的強制規定，相反，

正是通過強制履行合約的規定，才保障了誠信。一旦

不兌現誠信，就要承擔由此引起的責任。 
信任與制度之間是互為條件的。制度實施需要從

信任出發，當運作中的問題是缺乏信任引起，就不應

該否定制度本身。因為缺乏信任的基礎，就是法律作

出了規定，法定的權力也會受到干擾，猜疑的一方總

想限制另一方的權力行使，壓縮合法的活動空間。相

反，當雙方有了信任，就會作出互相配合，事半功倍。

而制度的作用就在於，一方面促進互相信任，另一方

面對損害互相信任的行為給予糾正。所以，既需要信

任，也需要制度，制度以信任為基礎，制度以保信任

為己任。兩者缺一不可。 
下面從信任的角度，就基本法的三個制度安排進

行分析。 
第一，中央人民政府對行政長官的任免與特別行

政區選舉行政長官的關係。 
有人提出，既然特區居民選出行政長官的人選，

為甚麼要中央任命，是否多此一舉？如果要由中央任

命也應該是一種程序或形式，不是實質性任命權力。

這種主張，從心理上分析是缺乏對中央政府的信任，

從制度上分析，就是要弱化制度對信任的保障，變成

徒有形式。如果換一個角度看，中央政府對特區居民

沒有信任，會否給特區自行選舉行政長官的選舉權？

基本法授予特區選舉行政長官的權力，就是對特區居

民的信任。但是，信任是有基礎的，就是行政長官的

人選是要擁護“一國兩制”，擁護基本法，效忠國家，

接受中央領導，對中央負責。當特區居民基於對中央

的信任，在選舉行政長官人選時，能夠選出符合上述

條件者，中央政府有甚麼理由不任命？基本法規定中

央政府的實質任命權，不是為了任意否決選舉產生的

人選，而是為了對付一旦選舉產生的人選與中央對

抗，必須事先預防，從而回歸到行政長官與中央互相

信任這個目的上。這是必要的一項制度安排。因此，

基本法的這一規定是建立在對特區居民的信任基礎之

上，只有當信任遇到破壞時，中央政府才會行使否決

權。在這個機制運作時，首先要建立起互相信任。而

要做到這一點，又必須對行政長官人選的標準有一個

共識和認同，不是口頭上的、陽奉陰違的表態，而是

真實的、心悅誠服的接受。奉勸某些人放棄那種想法，

他們在處理中央任命與特區選舉關係時，總是關注如

何擴大特區的選舉權限，壓縮中央任命的權限，不考

慮尋求信任的基礎。事實上，此路不通。中央不可能

放棄最後實質的任命權，就是完全排除中央對選舉的

影響力，最終還是要面對中央的任命，因為這是中央

保證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的惟一手段。如果出現對

抗，只能是兩敗俱傷，社會付出更大的成本，對中央

與特區關係有百害無一利。我們應該換一個角度思考

問題，不是在權限上做文章，而是在堅持在互相信任

上下功夫，在此基礎上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中

央自然接受選舉結果，不可能產生對抗，最終是雙贏。

面對這兩種不同的結果，希望“一國兩制”能夠成功

的人，會作出正確的選擇。所以，要轉換思路，回歸

信任，看待制度的安排。未來選舉辦法的任何修改，

都要有利於互相信任。不利於互相信任的都是不可取

的。 
第二，特區立法會制定法律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委會審查法律的關係。 
特區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自行立法，可能

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中央與特區關係的事務，所以，

同樣存在一個互相信任的問題。以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

為例分析。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

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

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基本法授權特區自行立

法，既是中央尊重特區的法律制度，也是對特區的信

任。基於互相信任，特區應該履行基本法的義務，制

定實施基本法第 23 條的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2009
年澳門特區體現互相信任，立法會順利通過了國家安

全的法律。但是，香港的某些人，反對履行基本法的

義務，從根本上反對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實質就是要

破壞特區與中央的互相信任。我們可從 2003 年香港特

區中止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的結果看，一旦破壞了互相

的信任，對實施“一國兩制”是有利還是不利？對中

央與特區關係的發展是有利還是不利？對行使高度自

治權是有利還是不利？答案是清楚的，絕對不利。從

而，迫使中央政府採取措施，重塑互相信任的基礎和

構建相應的制度。理由很簡單，不會因有人破壞互相

信任，我們就不要信任，相反，我們需要信任，所以，

要建立和完善保障信任的制度。難道大家不應該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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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嗎？ 
至於特區立法會制定其他法律，只要符合基本法

就有效，充分體現中央對特區立法會的信任。只有當

立法抵觸基本法有關中央管理的事務，中央與特區關

係的事務時才行使發回權。中央並不事先審查特區立

法會在立法中有關自治事務的條款是否抵觸基本法。

試想，如果雙方缺乏信任，特區立法會干預中央管理

的事務，中央干預特區自行管理的事務，這個機制還

能正常運作嗎？ 
第三，特區法院行使審判權與全國人大常委會解

釋基本法的關係。 
基本法規定，特區法院在行使審判權的過程中，

如有需要，可以對自治條款進行解釋，就是涉及到中

央管理的條款，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條款也可以解釋，

只有在終局判決前，需要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

這種安排也是建立在對特區法院的信任基礎上的。如

果我們抽掉信任的基礎，法院應該提請而不提請，結

果會是如何呢？只能面對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某些人

總擔心人大常委會釋法，不希望及反對提請人大常委

會釋法，將人大常委會釋法說成是干預司法獨立，總

以懷疑、回避、提防的心理對待人大常委會依法解釋

基本法條款。其中原因雖然有不同法律文化的因素，

一個是強調司法解釋，一個是規定立法解釋，但是有

了互相信任，完全可以解決。相反，如果法院不信任

人大常委會，卻要人大常委會信任法院，這種不對等、

不互相信任、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當然行不通。所

以，不改變這種心態，只能加劇衝突，不會解決矛盾。

因為當出現對基本法解釋錯誤時，糾正錯誤的解釋，

正確闡明基本法的含義是人大常委會不能逃避的責

任。 
經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權力的行使要以

信任為基礎，沒有互相信任，必然就想限制對方的權

力，反對對方行使權力。這就是衝突的根源。信任是

通過依法行使各自的權力與履行各自的義務實現的。

因為授予權力是一種信任，賦予義務是一種約束，權

力和義務的背後是一種信任。中央保證特區行使自治

權是一種信任的體現。特區履行義務也是向中央兌現

一種信任。不履行義務，總想限制中央的權力，就是

破壞中央與特區之間的信任機制。 
事實證明，十年來，基本法規定的機制並沒有濫

用。並沒有破壞互相信任。所謂人大釋法破壞司法獨

立，人大釋法破壞高度自治都是沒有根據的。只要我

們堅持“一國兩制”，堅持依基本法辦事，堅持互相

信任，“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中央與特區的關

係一定能夠和諧的發展。 

 
 
 
註釋： 
                                                 
1 《鄧小平論“一國兩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 年，第 14 頁。 
2 同上註，第 14、17、19、21 頁。 
3 同上註，第 5、12、36 頁。 
4 同上註，第 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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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鄧小平先生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文中說，“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政府沒有信任感，那麼，其他一切都談不上了。”   這一論斷提出了兩個基本的要點。第一，實行“一國兩制”，由於兩種制度不同，差異和矛盾不可避免。所以，相處於一國之中更需要信任。第二，“兩種制度”互相信任的核心和基礎是對國家的認同。本文就“一國兩制”下為甚麼需要建立互相信任，如何建立互相信任，如何保障互相信任的問題進行探討。 
	 
	 
	二、為甚麼需要建立互相信任？ 
	 
	“一國兩制”下，不同制度之間的矛盾是必然的。可以表現為不同的形式。比如在制度方面，近年來引起爭議的有關普選制度、法律解釋制度、人的權利自由制度上就存在客觀上的差異。再如，文化與觀念方面引起討論的有關愛國主義、司法獨立、司法協助原則、諮詢方式上的認識和理解也各有各說。因此，要消除差異和不同，並不可行，也不符合“一國兩制”，問題的關鍵是要防止因差異而引起衝突，要調和差異之間的矛盾，在差異中尋求共識。要做到這一點，互相之間的信任是必不可少的。 
	信任是防止衝突的基礎，也是解決矛盾的基礎。在“一國兩制”下，需要建立穩固的互相信任的基礎。建立互相信任就是建立共同的基礎。 
	 
	 
	三、如何建立互相信任？ 
	 
	(一) 堅持“一國”是信任的共同基礎 
	1. 信任是建立在“一個國家”的共同基礎之上 
	信任的共同基礎是甚麼呢？鄧小平說了，就是愛祖國，即國家的認同上。“一國”是基礎，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 
	第一，國家的統一是實行“一國兩制”的目的之一。正如用“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了國家的統一，那麼更要通過“一國兩制”的方式來鞏固國家的統一。“兩制”是服務於“一國”目的的，而不是破壞“一國”的理由。維護“兩制”的界限，在於不能損害國家的統一。國家統一沒有了，實行“兩制”對國家而言，又有甚麼意義呢？只有在實行“兩制”有益於“一國”的情況下，“兩制”才有存在的價值。所以，不論“兩制”之間有甚麼差別，在維護國家統一這個根本上，必須保持一致。這就是“兩制”的共同基礎，也就是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共同基礎。 
	第二，“一國兩制”是國家的統一，不是制度的統一。因為國家統一，允許制度可以不同，統一就成了共同的基礎。如果謀求制度統一，就是消滅“兩制”，就沒有共同的基礎。 
	2. 增加彼此的信任，必須加深對“一國”的認同 
	沒有國家認同，就談不上信任。為甚麼要加強國家的認同呢？ 
	第一，“一國”的正當性。“一國兩制”的提出，就是為了實現國家的統一。香港、澳門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因為歷史的原因，香港、澳門被外國佔領，結束外國在中國領土上的佔領，實現國家的統一，是中華民族百年來的共同願望。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解決國家的統一，它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分裂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障礙，必須掃清。所以，從歷史和現實兩個因素看，實現國家統一具有完全的正當性。 
	第二，“一國兩制”的合理性。考慮到香港、澳門的具體情況，港澳同胞的意願，採取保留這些地區原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來完成國家的統一。這樣，既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又維持了特區的穩定發展，符合國家和特區的根本利益。在“一國兩制”的共同基礎上，“一個國家”把“兩種制度”結合起來，充分利用“一國”的優勢，實現“兩制”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共同發展的平台。 
	第三，國家認同的重要性。正確的認識國家對執行“一國兩制”是十分重要的。認同國家，維護國家統一，促進國家發展，這三點就是“一國”的意義所在。 
	(1) 甚麼是國家認同？  
	國家認同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國家認同就是對一個具體國家的認同，不是對抽象國家概念的認同。 
	“一國兩制”中的國家認同，就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在法律上就是對《中國憲法》的認同。國家的概念是抽象的，但國家本身是具體的。如，國家概念中的政府是一個要素，至於政府如何產生，是分權還是集權，國家的結構是單一還是複合，對具體的國家而言，並非千篇一律，它們之間的不同，並不影響一個國家的存在。 
	國家認同既包括對民族、地理、文化、制度意義上的國家觀認同，也包括對憲法意義上的國家觀認同，不能將兩者對立，並作為反對國家認同的理由。比如，不能因為香港、澳門有西方文化背景，有西方制度的影響，就否定一個國家的原則，不接受國家認同。 
	“一國兩制”中的國家認同，主要是指民族國家意義上的認同，因為鄧小平先生提出“一國兩制”，中心是中華民族的國家統一。維持國家分裂，就是出賣國家，就是民族罪人。“一國兩制”中的國家就是中華民族形態的國家。在這一點上，總有人似是而非地提出以政治的價值標準決定是否對國家認同，按照他們的說法，如果國家的制度不符合某一種政治或意識形態理論或價值，那麼就不能對國家認同。但是，他們完全忽視了“一國兩制”下的國家認同，與“一國一制”下的國家認同是有區別的。以“一國一制”的思維方式對待國家的認同，要求的是政治價值觀的統一，但在“一國”中允許存在兩種不同制度的情況下是沒有可能，因為兩種不同制度的價值觀是不同的。如果要求兩種不同制度共同接受同一個政治價值觀，那勢將改變“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而“一國兩制”的思維對待國家的認同，是超越政治價值觀的，是以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為優先。鄧小平先生講愛國，特別指出，不管信甚麼主義，只要擁護國家統一，就是愛國，愛國觀排除了政治價值因素。  所以，應該從“一國”看“兩制”，對待國家的認同。不能從“兩制”看“一國”，對待國家的認同。以“一國”為基礎，可以有“兩制”，如果以“兩制”為前提，就不可能有“一國”。 
	所以，不能因為在政治價值觀上與中央政府不同，就反對國家認同，這本身就是無視“一國兩制”的現實。在“一國一制”下，可以以不同的價值觀不認同政府，但在“一國兩制”下，不能以不同的政治價值觀反對中央政府，“兩制”的存在就是以認同不同的政治價值觀為基礎的，否定這個基礎，就是摧毀“一國兩制”。 
	因此，民族國家的統一是“一國兩制”的最底層的基石。維護民族國家的統一，建立統一而強盛的民族國家，是一個民族的任務，也是國家的責任。 
	(2) 為何要國家認同？ 
	有了共同的國家觀，才有共同的“一國”觀，才有共同的語言和基礎。“一國”和“兩制”，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才能建立在共同的信任基礎上。有了共同的國家觀才能建立對國家的信任感。不認同國家，何來對國家的信任？沒有對國家的信任，哪會有和平共處，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共同發展？有了共同的國家觀，才有維護國家統一的責任感，對任何分裂國家的言行自覺地抵制，多做有利於國家統一的事，不做損害國家統一的事，國家才會有凝聚力。 
	 
	(二) “兩制”的互相尊重是建立互信的必要條件 
	如何才能做到兩種不同制度之間能夠互相尊重？鄧小平先生在論述“一國兩制”思想時就明確指出，兩種制度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 “講不變，應該考慮整個政策的總體、各個方面都不變，其中一個方面變了，都要影響其他方面。”  所以，要擯棄對抗的思維，因為有一制總想改變另一制的想法，雙方根本就談不上信任，只有矛盾和衝突。當“兩制”可以和平共處，互相尊重，才能實現它們之間的共同利益，使雙方利益最大化。 
	要做到“兩種制度”互相尊重，當然有許多問題需要探討，比如，過去討論比較多的是從對待“兩制”的理性態度上分析，提出要做到互相尊重，就要放棄偏見，不能用舊眼光看待不同制度之間的關係，不能以偏概全，一葉障目，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兩制”的發展。要做到互相尊重，不能有對抗的心理、對抗的思維，要有包容之心。但是，筆者認為有一個問題不可回避，必須要研究，因為它決定着互相尊重還是互相對抗的選擇，是一個基礎性的問題，即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下如何定位及扮演甚麼角色？定位和角色的不同，決定了用甚麼態度去處理不同的制度之間的關係。 
	特別行政區的定位和角色，對國家而言主要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是有不同的看法。 
	特區內的部分人主張，民主是“一國兩制”成功的基礎，特區要成為民主示範，以影響國家的發展。所以，把特區的主要價值定位於政治。這種認識隨着內地經濟發展，特別行政區經濟作用對國家的逐漸弱化尤其明顯。綜觀近代中國統一的歷史，以政治民主、經濟發展為理由反對國家統一，反對中央行使主權是被反覆使用的兩個主要理由。當經濟發展水平不能成為理由時，民主政治就成了惟一的理由。因此，為了要實現這種價值，扮演相應角色，自然地反對內地的社會制度，不僅不會尊重內地的社會制度，而且總想改變它。所謂的“民主拒共”就是具體的體現。這種矛盾引起的對抗，徹底破壞了雙方互相尊重和信任。然而，“一國兩制”解決國家的統一，港澳回歸，主要服務於國家四個現代化建設，國家需要特別行政區的經濟貢獻，從不將特區政治價值作為爭取目標。如果特別行政區的政治價值是國家的未來，實行“一國一制”不是更加容易嗎？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兩種制度”在經濟上的互動，是它們之間有共同的利益和需要，有相對的同質性，經濟求同，對雙方有利。但政治上求同，雙方不接受。兩者沒有同質性，沒有共同基礎、共同的需要，強求一致，“兩制”對立，衝突必起，“一國”必將破局。所以，這種從政治上定位特別行政區在國家中的角色，不利於“一國兩制”的發展，只會讓“一國兩制”走上死胡同。當某些人或勢力放下了民主先鋒的包袱，是否有利於建立起“兩種制度”的互相信任呢？不妨應該嘗試。 
	 
	 
	四、如何確保互相信任？ 
	 
	信任是一種誠信，是價值層面的，有很大的主觀性。為使“一國兩制”下的信任能夠保持長久和穩定，除了加深和鞏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對國家的認同外，還是需要有制度的保障。對促進信任要有具體制度，對破壞信任的行為要有具體的防範和制裁。制度的構建既是以信任為基礎，也是確保信任的必要的安排。正如一個合同的訂立，首先是基於雙方的合意，雙方的誠信，但是，為了兌現承諾，不會因為基於誠信，就完全沒有履行合約的強制規定，相反，正是通過強制履行合約的規定，才保障了誠信。一旦不兌現誠信，就要承擔由此引起的責任。 
	信任與制度之間是互為條件的。制度實施需要從信任出發，當運作中的問題是缺乏信任引起，就不應該否定制度本身。因為缺乏信任的基礎，就是法律作出了規定，法定的權力也會受到干擾，猜疑的一方總想限制另一方的權力行使，壓縮合法的活動空間。相反，當雙方有了信任，就會作出互相配合，事半功倍。而制度的作用就在於，一方面促進互相信任，另一方面對損害互相信任的行為給予糾正。所以，既需要信任，也需要制度，制度以信任為基礎，制度以保信任為己任。兩者缺一不可。 
	下面從信任的角度，就基本法的三個制度安排進行分析。 
	第一，中央人民政府對行政長官的任免與特別行政區選舉行政長官的關係。 
	有人提出，既然特區居民選出行政長官的人選，為甚麼要中央任命，是否多此一舉？如果要由中央任命也應該是一種程序或形式，不是實質性任命權力。這種主張，從心理上分析是缺乏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從制度上分析，就是要弱化制度對信任的保障，變成徒有形式。如果換一個角度看，中央政府對特區居民沒有信任，會否給特區自行選舉行政長官的選舉權？基本法授予特區選舉行政長官的權力，就是對特區居民的信任。但是，信任是有基礎的，就是行政長官的人選是要擁護“一國兩制”，擁護基本法，效忠國家，接受中央領導，對中央負責。當特區居民基於對中央的信任，在選舉行政長官人選時，能夠選出符合上述條件者，中央政府有甚麼理由不任命？基本法規定中央政府的實質任命權，不是為了任意否決選舉產生的人選，而是為了對付一旦選舉產生的人選與中央對抗，必須事先預防，從而回歸到行政長官與中央互相信任這個目的上。這是必要的一項制度安排。因此，基本法的這一規定是建立在對特區居民的信任基礎之上，只有當信任遇到破壞時，中央政府才會行使否決權。在這個機制運作時，首先要建立起互相信任。而要做到這一點，又必須對行政長官人選的標準有一個共識和認同，不是口頭上的、陽奉陰違的表態，而是真實的、心悅誠服的接受。奉勸某些人放棄那種想法，他們在處理中央任命與特區選舉關係時，總是關注如何擴大特區的選舉權限，壓縮中央任命的權限，不考慮尋求信任的基礎。事實上，此路不通。中央不可能放棄最後實質的任命權，就是完全排除中央對選舉的影響力，最終還是要面對中央的任命，因為這是中央保證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的惟一手段。如果出現對抗，只能是兩敗俱傷，社會付出更大的成本，對中央與特區關係有百害無一利。我們應該換一個角度思考問題，不是在權限上做文章，而是在堅持在互相信任上下功夫，在此基礎上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中央自然接受選舉結果，不可能產生對抗，最終是雙贏。面對這兩種不同的結果，希望“一國兩制”能夠成功的人，會作出正確的選擇。所以，要轉換思路，回歸信任，看待制度的安排。未來選舉辦法的任何修改，都要有利於互相信任。不利於互相信任的都是不可取的。 
	第二，特區立法會制定法律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審查法律的關係。 
	特區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自行立法，可能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中央與特區關係的事務，所以，同樣存在一個互相信任的問題。以基本法第23條規定為例分析。基本法第23條規定，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基本法授權特區自行立法，既是中央尊重特區的法律制度，也是對特區的信任。基於互相信任，特區應該履行基本法的義務，制定實施基本法第23條的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2009年澳門特區體現互相信任，立法會順利通過了國家安全的法律。但是，香港的某些人，反對履行基本法的義務，從根本上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實質就是要破壞特區與中央的互相信任。我們可從2003年香港特區中止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結果看，一旦破壞了互相的信任，對實施“一國兩制”是有利還是不利？對中央與特區關係的發展是有利還是不利？對行使高度自治權是有利還是不利？答案是清楚的，絕對不利。從而，迫使中央政府採取措施，重塑互相信任的基礎和構建相應的制度。理由很簡單，不會因有人破壞互相信任，我們就不要信任，相反，我們需要信任，所以，要建立和完善保障信任的制度。難道大家不應該從中反思，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嗎？ 
	至於特區立法會制定其他法律，只要符合基本法就有效，充分體現中央對特區立法會的信任。只有當立法抵觸基本法有關中央管理的事務，中央與特區關係的事務時才行使發回權。中央並不事先審查特區立法會在立法中有關自治事務的條款是否抵觸基本法。試想，如果雙方缺乏信任，特區立法會干預中央管理的事務，中央干預特區自行管理的事務，這個機制還能正常運作嗎？ 
	第三，特區法院行使審判權與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關係。 
	基本法規定，特區法院在行使審判權的過程中，如有需要，可以對自治條款進行解釋，就是涉及到中央管理的條款，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條款也可以解釋，只有在終局判決前，需要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這種安排也是建立在對特區法院的信任基礎上的。如果我們抽掉信任的基礎，法院應該提請而不提請，結果會是如何呢？只能面對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某些人總擔心人大常委會釋法，不希望及反對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將人大常委會釋法說成是干預司法獨立，總以懷疑、回避、提防的心理對待人大常委會依法解釋基本法條款。其中原因雖然有不同法律文化的因素，一個是強調司法解釋，一個是規定立法解釋，但是有了互相信任，完全可以解決。相反，如果法院不信任人大常委會，卻要人大常委會信任法院，這種不對等、不互相信任、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當然行不通。所以，不改變這種心態，只能加劇衝突，不會解決矛盾。因為當出現對基本法解釋錯誤時，糾正錯誤的解釋，正確闡明基本法的含義是人大常委會不能逃避的責任。 
	經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權力的行使要以信任為基礎，沒有互相信任，必然就想限制對方的權力，反對對方行使權力。這就是衝突的根源。信任是通過依法行使各自的權力與履行各自的義務實現的。因為授予權力是一種信任，賦予義務是一種約束，權力和義務的背後是一種信任。中央保證特區行使自治權是一種信任的體現。特區履行義務也是向中央兌現一種信任。不履行義務，總想限制中央的權力，就是破壞中央與特區之間的信任機制。 
	事實證明，十年來，基本法規定的機制並沒有濫用。並沒有破壞互相信任。所謂人大釋法破壞司法獨立，人大釋法破壞高度自治都是沒有根據的。只要我們堅持“一國兩制”，堅持依基本法辦事，堅持互相信任，“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一定能夠和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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