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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與文明結伴前行 
 
關於價值與價值觀，從來都是人類高度關注的一

組認知體系，在信息發達，社會結構進一步多元化的

今天，更是如此。 

中國古代先哲先賢有着豐富的價值思想。儒學的

主要內容就是價值學說，孔子把“仁”作為人們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踐中追求的最高價值。儒

家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如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

都重義輕利、揚理抑欲，輕視物質方面的價值，重視

精神方面的價值，倡導以封建倫理道德為基礎的價值

觀。荀子主張先義後利、以義制利，表現出重視精神

價值的傾向，把利國家利百姓的義，視為最高的道德

價值觀。 

在西方蘇格拉底把追求善和美德視為人生的最高

價值，認為善和美德同真正的幸福是一致的，只有理

性才具有絶對的價值，才是善。亞里士多德認為，世

界上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目的，而目的總是趨向於至

善。這樣，善就成為一切事物的最高價值。1 文藝復

興以後，在批判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的宗教價值觀之

後，尊重理性和人權以及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

全面提高了人的地位和人的價值。培根強調“知識就

是力量”，肯定科學知識對於推進人類福祉的價值。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法國哲學家拉皮埃和德國哲學

家哈特曼，德國的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等認為，“諸

如願望、目的、效用、善、正義、德行、道德判斷、

审美判斷、美、真理等，都同價值是甚麼或應當是甚

麼有關”2，因而建立包括經濟學、倫理學、法學、美

學、認識論甚至神學等領域的價值在內的一般價值哲

學。 

著名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把價值需求或自我價值

實現需求列入人的需求五個層次的最高一級。它比生

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需求、尊重需求意義和作用

都更為突出。人生在世，就要盡所能地做到“天生我

才必有用”，瀟瀟灑灑走一會，力求幹出一番事業，

不枉此生，實現自我價值。建立與時並進的現代價值

觀、行為觀，與文明結伴前行，對於成長中的年輕一

代固然重要，對其他年齡組人士亦同樣重要。在進入

特別行政區發展階段，在實行“一國兩制”的澳門，

更宜及時而安善地處理好這項擺在政府與社會有識之

士面前的挑戰，只有在認知上取得共識才可以在行動

導向上作出積極配合。 

 

 

二、價值、價值規律、價值觀 
 

(一) 價值 
這是一個經濟學的常用詞，商品的基本元素之

一。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是勞動的一種特殊社會

轉化形式，它體現了商品生產者互相交換勞動的社會

關係。勞動創造價值，或者說價值來源於勞動，“勞

動是價值的惟一源泉”。對價值的考察可以從質和量

兩方面入手︰一是量的指標，即價值量。價值量是用

它所包含的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的量來計量的，勞動

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如小時、日等來計量

的。二是質的指標，必須把價值的物質內容和它作為

勞動的社會形式(存在形式)區別開來。“價值的物質

內容或價值實體只能是人類的一般抽象勞動，是同一

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是存在於商品或貨幣中的物化

勞動。”3

 

(二) 價值規律 
這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之一，“反映商品經濟

過程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繫，體現着商品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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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運行過程的必然趨勢。”  首先在商品生產中，商品

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其

次，在商品交換中，價值規律要求不同種類的商品，

必須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進行交換。等價交換的原則

就表現為商品價格關係。不同商品價格之間的比例以

商品價值量為基礎。只有按等價交換的原則進行交

換，商品交換才是公平的，才能持久地進行下去。 

價值規律的最大作用一是優化資源配置，二是促

進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價值

規律仍然起着調節生產和流通，促進技術進步，提高

勞動生產率和促使兩極分化的作用。國家在指導經濟

建設，進行宏觀調節時，只有遵照價值規律，才能達

到預期的目的。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價值規律也越來

越強烈地直接影響着各類社會成員的發展思維和行為

取向。 

 

(三) 價值觀 
這是社會成員“對經濟、政治、道德、金錢等所

持有的總的看法。” 5  也是“社會成員用來評價行

為、事物以及從各種可能的目標中選擇自己合意目標

的準則。”6 由於人們的社會地位不同，價值觀自然

地也有所不同。 

價值觀通過人們的行為取向及對事物的評價、態

度反映出來，是世界觀的核心，是驅使人們行為的內

部動力。“價值觀是人們對社會存在的反映。人們所

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包括人的社會地位和物質

生活條件，決定着人們的價值觀念。處於相同的自然

環境和社會環境的人，會產生基本相同的價值觀念，

每一社會都有一些共同認可的普遍價值標準，從而發

現普遍一致的或大部分一致的行為定勢，或曰社會行

為模式。”7

價值觀念是社會活動中逐步形成的。家庭、學校

等群體對個人價值觀念的形成起着關鍵的作用，個人

價值觀有一個形成過程，是隨着知識增長和生活經驗

的積累而逐步確立起來的。“傳統價值觀念會不斷地

受到新價值觀的挑戰，這種價值衝突的結果，總的趨

勢是前者逐步讓位於後者。價值觀念的變化是社會改

革的前提，又是社會改革的必然結果。”8

現實的價值觀主要有兩種存在形式︰個體價值觀

和民族綜合體價值觀。前者是個人特定生活環境和社

會實踐的產物，後者作為信念體系和心理結構，是主

體社會文化特性的核心。“從宏觀來說，價值觀是民

族文化深層的價值系統，是一定文化模式的核心，它

是人們關於本民族的文化個性、文化生存的意義及其

價值根據等重大、根本的價值問題的信念體系。”  價

值觀念通過社會成員的宗教信仰、道德意識、風俗習

慣、審美情趣、政治法律理念等表現出來，成為在價

值評價和選擇方面具有鮮明特點和強烈定勢的民族性

特徵。 

“價值觀是由不同生活領域中既有區別又相互聯

繫的諸多具體觀念構成的有機整體，它包括經濟價值

觀、科學價值觀、宗教價值觀、道德價值觀、藝術價值

觀，以及善惡觀、美醜觀、榮辱觀、功利觀等。”10 人

生觀的許多方面，如幸福觀、榮辱觀、生死觀、發展

觀，也都構成價值觀的具體內容。 

價值觀從學術上還可以根據人與宇宙、社會和自

身內在世界的關係加以不同的界定︰一是關於社會成

員主體地位和意義的價值觀念。二是關於社會秩序和

狀態的價值觀念，如是傾向利己主義還是傾向利他主

義；對自由、公正、正義的信念和態度；公平與效率

意識等。三是關於社會規範的價值觀念，包括關於道

德規範、法律規範、宗教規範、政治規範、經濟規範

等的態度、信念和取向。四是關於社會實踐過程中的

價值觀念。如功利意識、效益意識、效率意識、代價

意識等。五是價值本位觀念。各種價值都通過與本位

價值的比較來確定自己的大小，並以此確認自己在價

值體系中的等級地位。這中間，第二三兩項在現代社

會生活中尤其具有特殊的意義。 

價值觀支配主體的評價和選擇，其基本功能包

括︰○1 定向功能。在對各種社會現象判斷過程中做出

“是”或“否”的不同選擇。○2 規範功能。價值觀把

特定的價值意向內化為一套信念體系和價值範式，給

主體提供了一套評定善惡、美醜、正當與否的準則。○3

導向功能。通過在主體心目中樹立起一套關於益、善、

美、榮、好、正當準則，建立起一套目標價值理想體

系。○4 激勵功能。作為信念、信仰、理想等構成的整

體，它是理性自覺和感性欲求的統一，是知、情、意

的統一，激勵主體恪守他所信奉的價值，矢志不渝；

追求所希冀的理想，百折不撓。○5 整合功能。使得主

體的理想目標、態度和傾向、價值評價、行為選擇等，

成為協調、有序和連貫的整體。11

在現代社會中，不能不承認在價值觀諸多特徵中

相對性和多元性尤其需要關注。前者是由於不同主體

的價值觀各不相同，不同的價值觀不是同質的，不能

用同一種尺度去化約，也不能用一種絶對的標準去衡

量。後者是由於“針對不同的價值對象、價值事實，

人們有不同的價值觀；價值事實與主體發生關係的角

度、層次不同，人們的價值觀也不同；人們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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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觀點和傾向不同，價值觀亦不同。” 在充分肯定作為近現代文明標誌的人權、法治、

民主、憲政等所謂西方普世價值的同時，有兩個認識

基點是不容忽略的：一是人類文明發史不能割斷割

裂，在歐洲文藝復興推動的近現代文明成果出現之前

人類至少已有五千年文明積累，其中，由古代“四大

發明”所代表的中華文明更直接為近現代資本主義成

長奠定下重要基礎；二是人類文明的多極性應受尊

重，基督教文明幾百年來貢獻良多無可否認，但東方

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無論從人口比例還是全球影響

力來講都是從來未被取代也永遠無法被取代的文明體

系，近年逾 330 間孔子學院雨後春笋般地在全球超過

80 個國家出現、全球超過 4,000 萬人在苦學孔子語言

便是一個最好註釋；三是文明體系之間的共生、嫁接、

整合正在形成一股新的時代特徵，它們之間的競爭、

抗衡、排斥正在受到內外兩方面越來越激烈的抵制與

否定。 

正因為價值觀的上述動態性、可完善性，所以推

動價值觀教育具有重要意義，它有助於促使人們樹立

正確的價值觀。人的價值觀一經形成，就會影響其信

念信仰、行為趨向及對是非正義、利害衝突等現象的

判斷，甚至會伴隨其整個人生過程。 

 

 

三、普世價值︰界定、拓展與創新 
 

毫無疑問，文藝復興運動以來，歐洲逐步成為人

類文明的一個先進地區，許多現代文明成果最早出現

於歐洲，包括對物質文明的發現、發明和轉化，也包

括對精神文明的指導、推動和驗證。其中，在以制度

構建為核心政治文明方面，歐美近二、三百年間所作

探索確確實實具有里程碑式標桿意義。這裏不僅有自

由、平等、博愛，有人權、法治、民主、憲政，有黑

奴解放、婦女解放、八小時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

有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社會契約論的現代資本主義三大經典原則，有構成與

資本主義抗衡的社會主義新型制度的理論奠基人，當

然，也有伴隨生產力和科技化質量突破而向全球範圍

的擴張、殖民行徑，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種族優越論、

宗教優越論。 

法國布列塔尼孔子學院法方院長蒂埃里‧布萊茲

認為，“中國文化與法國文化一樣，具有很強的開發

性和包容性，與其他文化兼容並蓄，互相融合，包含

着許多普遍價值，很容易被外國人接受。” 14  文化是

國家的軟實力，科學的現代發展觀也是軟實力。美國

哈佛大學教授、“軟實力”理論首倡者約瑟夫‧奈說：

“孔子學院是中國展示軟實力的一個重要工具，它有

助於加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中國在美國展示更多軟

實力、美國在中國展示更多軟實力，將有助於加深兩

國彼此吸引力，從而避免可能導致衝突的誤解。”“中

美發展軟實力不是一場零和博弈。相反，雙方能夠通

過減少誤解和衝突機率而獲益。我們雙方應當歡迎加

強各自國家的文化外交。”

直至今時今日，全球真正意義上的發達仍然主要

集中歐美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同樣，直至今時今

日，世界上流行價值仍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文明標準

所左右。這是不能不承認的社會現實的一面。與此同

時，人所不能不研究的另一面是，以基督教文明為代

表的西方文明也越來越暴露出局限性、片面性的一

面。可以毫不誇大地講，世界上任何一個文明體系都

不可以講已發展得美侖美奐、無以復加，不存在完善

空間的地步，全人類要繼續現代化、文明化進程，人

類文明永遠不能停留在同一個水平上。每一個由不同

種族民族、不同國情區情、不同發展程度組成的文明

體系，都有進一步尋求突破、加速發展的需求和空間，

一個更加多元、更具多樣性與特異性的文明世界，正

在形成、正在出現、正在展示其嶄新的時代特徵。“人

類歷史發展的過程，就是各種文明不斷交流、融合、

創新的過程。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溝

通交流，在和而不同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相得

益彰，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持久動力，對於增進互

信與友誼、消除偏見與誤解、推動和諧世界的建設具

有獨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15 中華文化的智慧“就體

現和滲透在處理人和人(包括個人與社會、群體與群

體、國家與國家)的關係、人和天(亦即自然與環境)的
關係、現實和未來的關係以及個人的身與心的關係方

面。貫穿在這四大關係中的是中華文化的哲學理念，

就是‘天人合一’，是‘陰陽和合’，是‘和而不

同’。”16

總而言之，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演進的積極成

果，它不可以也不應該被分割、被壟斷。我們尊重文

明的創建、培植、積累、普及規律，尊重前人創造成

果，對於別人首創的文明成果要積極學習、吸納，絶

不抱殘守缺，持取民族虛無主義態度，對於本民族、

本文化體系的優秀特質更不可妄自菲薄，而要加以合

理定位，積極拓展，充分利用，更何況當今中國亦已

成為全球文明演進的一個主要源頭，民族偉大復興也

正在轉化成現實。至於外界強加於民族頭上的雙重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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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我們要學會用硬軟實力兩手特別是軟實力加以因

應，學會用嚴謹的理性思維和政治智慧加以化解。 

 

 

四、“一國兩制”價值觀： 
新的認知、新的超越 

 
隨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面推進，隨着港

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穩定發展，對“一國兩制”理論的

關注與研究已成為理論界以及國人與世人的一項常態

觀察與思考課題。進入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進一步強

調對“一國兩制”的正確理解並相應重視對“一國兩

制”的深入而系統研究，其重要性與迫切性不言而

喻。“一國兩制”可以從多學科、多領域加以合理界

定，其中，一些核心性概念與認知絕不容含糊，而且

要進一步形成主流價值認知體系。 
 
(一)“一國兩制”理論創新 
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長達十餘年的實踐表明“一

國兩制”理論的科學性、可行性經得起社會現實的檢

驗，其創新價值十分豐富，其啟迪意義十分深刻。 
作為創新型價值體系，“一國兩制”理論的意

義、價值、功能、作用是全面而多方位的︰○1 “一國

兩制”的正確實施使單一制國家憲法開始帶有特異

性，使之包容性更大、適應性更強。○2 它是求同存異、

互利共贏的東方文明的充分展示，又是知行合一、理

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認知體系的嶄新突破。○3 它是基於

尊重、共生、包容理念的和平共處原則在新時代的有

效驗證。○4 它是此消彼長、此長彼消，化消極為積極、

化被動為主動的統一戰線思維的現代演練。○5 它是體

現“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原則，既鬥勇更鬥

智的智取方略。○6 它是在擴大開放中提升認知、在鞏

固實踐成果同時堅持擴大開放的明智導向。○7 立足特

區的實踐經驗，與時俱進地對“一國兩制”理論加以

系統化和完善化，也是歷史發展的要求。○8 這項建基

於東方文明的新型理論體系，是百分之百的中國首

創、百分之百的中國專利、百分之百的中國智慧、百

分之百的東方文明。因而，中國學者特別是兩個特別

行政區的學者要當仁不讓做好相應研究。 
 
(二)“一國兩制”制度創新 
在當今的特別行政區絕不是百分之百的資本主

義，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原有資本主義。作為前所未有

的制度創新，“一國兩制”正在開創一種全新的政治

法律制度，一種全新的文明形態，一種全新的社會發

展模式。 
作為創新型制度框架，“一國兩制”特別行政區

制度，其生命力、優越性是顯而易見、有目共睹的︰○1

原有資本主義並非一無是處，其積極一面可獲開發利

用。今日澳門並非樣樣都是資本主義，今日澳門是中

國的天、中國的陽光，中國先進文化也是澳門社會主

流。○2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推翻專制封建帝制後百年

覺醒翻身、自主奮進的歷史經驗總結，也是民族偉大

復興的壯觀現實演示，當前所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並

非終極目標。○3 單一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開始具

複合性，使之更具生命力、凝聚力、向心力；它可使

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民主在實踐中更成熟。○4 特別行

政區制度屬憲政的飛躍，屬歷史大變革中的科學選擇

與先進設計。作為國情複雜的大國，在維護國家核心

利益前提下對特殊地區在制度上作靈活安排，既體現

自身強大又標誌自信自強，有益而無害。○5 特別行政

區本地人當家實行高度自治，本身就是管治民主化的

大膽嘗試。○6 特別行政區採用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主

導體制，其前提在於特區非獨立政治實體。在特別行

政區，對民主、民主化的追求必要的，但絕不宜為民

主而民主，不宜只追求形式上的民主而忽視實質性的

民主，不宜脫離特區現實機械地照搬西方民主。○7 國

家整體與特區局部，“一國”與“兩制”具有利益、

願望、追求的一致性。一方面，國家相信也尊重特區

高度自治，另一方面，國家對特區繁榮穩定、長治久

安樂觀其成。故此，國家有利於特別行政區繁榮穩定、

長治久安的積極舉措，絕不屬干預。○8 體現“一國兩

制”優越性的特別行政區制度，亦屬動態性發展概

念，依然有自我完善諸多空間和及時完善的必要性。 
 總之，特別行政區特就特在實行“一國兩制”，

特就特在它是國際憲政與政治史上真正史無前例的創

新安排，特就特在它是對兩大社會制度優越性的合理

整合。毫無疑問，作為新生事物，特別行政區無論在

制度框架還是理論認知方面也存在繼續完善、優化的

巨大空間，但十多年來的現實表明，沿着這一條沒人

走過的新路，可以迅速改變原有的面貌，可以迅速調

整好相關結構，可以逐步總結出一條適用於自身的發

展路徑，可以使居民生活得更加充實也更有尊嚴，也

可以進一步使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內涵的“一

國兩制”在澳門的驗證，成為當代廣受關注、充分肯

定的成功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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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制”價值觀 
 

五、愛國愛澳：特別行政區一大核心價值 
 
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回歸祖國至今已 11 年有多，

繼特區第一個十年成功奠基，第二個十年起步的第一

年又是一個豐收年。這 11 年不僅是澳門改寫歷史的

11 年，也是偉大祖國在和平統一進程中取得重大進展

的 11 年。十多年來，“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和驗

證取得令人信服的成功，伴隨新生政權的健康成長，

澳門各個領域發生了十分深刻、十分喜人的根本性變

化。 
“一國兩制”已不再是令人陌生、令人質疑的政

治用詞，而是一個家喻戶曉、老少皆知的社會現實。

作為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的積極成果，一個新興的特

別行政區制度或“一國兩制”政治制度正在特區全方

位地展開。 
“一國兩制”是社會核心價值的展示，價值觀與

科學認識論何以重要？如何建立特區核心價值體系？

政府要回答，社會要回答，生活在特區的每個人都要

回答。事實上，就澳門來講，回歸之後“愛國愛澳”

已成為社會第一核心價值。對於現代文明有基本認知

的人，其價值取向應該是：愛國→愛澳→愛家→愛己，

而不宜排序倒置。四者之間具高度的目標一致性和利

害關聯性。我們的民族偉大復興離開民族大覺醒，離

開自尊自愛自強自立，那是萬萬不能實現的。因此，

要有效落實“一國兩制”，不僅經濟民生這個基礎要

抓住不放，而且持之以恆地推動廣大居民以“愛國愛

澳”為核心的公民教育同樣是基礎性的課題。2009 年

6 月，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舉行的民調顯示，48.77%的

受訪居民認定“愛國愛澳”是特區居民第一核心價

值，比居第二、三位選擇的“機會均等，公平競爭”、

“人權保障”分別高出 6.46%、7.55%。2010 年 12 月

的另一次民調顯示，澳門居民總體個人幸福度為 6.18
分，是同組七個選項中分數比較高的一項，80.47%的

居民對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

自治充滿信心。澳門理工學院與澳門經濟學會 2011
年 1 月公佈的 2010 年澳門居民主觀幸福感為 7.03 分，

其中 65.1%受訪者給出 7-10 分的高分值。在特區，居

民幸福滿意度越高，則越加表明“一國兩制”的生命

力和優越性是經得起檢驗的。 
國家領導人對澳門進入全新歷史發展階段的繁榮

穩定大局、對各界居民日益高漲的愛國精神百般鼓

勵，厚愛有加。澳門回歸五週年時胡錦濤主席說：“實

踐證明，澳門人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管理

好、建設好、發展好澳門的。”  澳門回歸十週年時

胡錦濤又說：“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為澳門

發展譜寫出新的輝煌篇章，為國家發展增添了奪目光

彩。”18 2010 年 11 月溫家寶總理來澳視察時講：“回

歸祖國以來，是澳門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澳門同

胞分享了祖國的尊嚴與榮耀。澳門的發展進步，是‘一

國兩制’科學構想的又一次成功實踐，是中華民族邁

向偉大復興的一個標誌。”19  
正確理解“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正確處理

中央與特區間的關係，是愛國愛澳的核心要求，正如

胡錦濤主席 2009 年12 月提出“ ‘一國兩制’是一個

完整的概念，‘一國’和‘兩制’緊密相連。要全面

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關鍵是要把愛國

和愛澳有機統一起來。既要維護澳門原有的社會經濟

制度、生活方式，又要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安全，

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既要維護澳門特

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充分保障澳門同胞

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又要尊重中央政府依法享有

的權力，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澳門事務。”20

澳門居民的愛國愛澳情懷經已形成薪火相傳、世

代承繼的優良傳統，這既是文化傳統又是寶貴遺產，

需要珍惜愛護，也需要培植固基。溫家寶總理 2010
年 11 月來澳視察時指出︰“澳門同胞既是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主人，也是國家的主人。澳門特別行政區成

立以來，不僅從祖國內地快速發展中獲得了源源不竭

的發展動力和越來越多的發展機遇，在國際上分享着

偉大祖國的尊嚴和榮耀，也為國家發展作出了重要貢

獻。對澳門同胞長期以來為國家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

現代化建設、為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作出的重要貢獻，

全國各族人民不會忘記。”21

吳邦國委員長曾在 2009 年 12 月指出︰“澳門同

胞素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始終與祖國人民血脈相

連、心心相印。澳門回歸後，澳門同胞真正成為國家

和澳門的主人，享有廣泛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抒發出

前所未有的愛國愛澳情懷，以嶄新的面貌投身於‘一

國兩制’的偉大實踐。”“他們打心眼裏擁護我國政

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堅持澳門是祖國不可分離的

一部分，高度認同澳門事務是中國的內政，自覺維護

國家的核心利益和中央的權威，堅決反對和抵禦外部

勢力干預。他們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澳人治

澳’，堅持在愛國愛澳旗幟下的最廣泛團結，以強烈

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參與管理澳門各項事務，努力建設

自己的美好家園。他們堅信社會主義祖國是澳門的堅

強後盾，積極參與祖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大力

支持內地抗災救災和社會公益事業，衷心為祖國的發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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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就感到驕傲和自豪，充分體現了心繫祖國、血濃

於水的同胞親情。”22

國家領導人也諄諄告誡，“愛國愛澳”這面大旗

還要繼續高高舉起。“澳門同胞素來有講團結、顧大

局、重協商的好傳統。隨着澳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

澳門各階層利益趨向多元，訴求日益多樣，但根本利

益是一致的。要診惜並發揚優良傳統，包容共濟、求

同存異、顧全大局、協力同心，在愛國愛澳的旗幟下

實現最廣泛的團結，為澳門各項事業發展營造良好的

社會環境和氛圍。”23 “澳門的未來寄託在年輕人身

上，必須十分注重對澳門年輕一代的教育，特別是國

家、民族觀念教育和基本法理論實踐教育，推動基本

法課程進學校、進課堂，把年輕一代培養成‘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的忠實維護者與積極踐行者，使愛

國愛澳傳統薪火相傳。”24

價值觀是人生觀、世界觀的認識基礎，建立共同

價值體系事關特區發展成效，事關“一國兩制”成功

實踐。核心社會價值是人類文明的傳承和延續，因此，

要持有理性的認同、理解心態。諸如人權、民主、法

治等理念，並非某些人的專利，而是現代文明普世共

享的核心價值內涵。以人權為例，它是個含義廣泛的

概念，包含生命權、生存權、發展權、成就權，也包

含人格權、形象權、參與權、知情權等等。人權靠制

度保障也靠社會群體共同推動；既靠環境優化也靠自

我維護。維護人權要從每個國家的社會現實出發。2004
年 3 月 14 日通過的現行憲法第四次修正案，已把“國

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正式寫入憲法第 33 條，成為國家

的憲政原則。至於民主，它是個綜合性合成概念，人

們既要高度關注政治民主、民主制度化課題，也要適

度關注民主傳統、民主作風的形成。因此，它既事關

大局、事關特區整體利益，又事關個人權益的有效行

使和公民綜合素質的穩定提升。在特別行政區，“一

國兩制”理論與認知體系，體現和諧寬鬆、包容共濟、

互利共贏的社會優勢，也集中展示出人格平等化、權

益保障化、發展多元化、思維科學化的時代特徴，其

中愛國愛澳這一核心價值理念尤其需要世代相傳，發

揚光大。 

 

 

六、結束語 
 

在尊重、維護國際公認的一些價值觀念的同時，

更應看到進入特別行政區發展階段的港澳社會，“愛

國愛港”、“愛國愛澳”應該而且事實上已經成為廣

大居民須臾不可離開的核心社會價值。“愛國愛澳”

是現階段澳門特區居民第一核心價值，受到較高認同

率值得欣慰。事實上，“一國兩制”既是制度創新的

成功範例，又是現代文明的合理昇華。在全體居民特

別是青少年中深入推進“一國兩制”教育，必然導致

新型“一國兩制”文明觀的形成。構建同特別行政區

制度相適應的新型社會價值體系，具有特殊意義，這

包括：一是尊重中央、尊重國家的層級觀念；二是維

護憲法、憲政的全局觀念；三是堅持以民為本的文明

施政觀念；四是敢於創新的開拓探索觀念；五是“愛

國愛澳”的核心價值觀念；六是自強不息、與時俱進

的奮進觀念。“‘一國兩制’是嶄新的文明體系，特

區政府和居民都是‘一國兩制’文明的現實載體，也

是‘一國兩制’文明的實際受益者。進一步培育、構

建‘一國兩制’文明觀，確保這個載體的有效性、高

效性、長效性，是特區公民社會建設的一項突出內

容。”25 按照通常核心價值標準判斷，“一國兩制”

價值觀可以解讀為包括愛國觀、是非觀、競爭觀、發

展觀、榮辱觀等等基本理念。26 這個愛國觀當然包括

愛澳以至愛家愛己，也可解讀為愛大家與愛小家的一

致性、維護國權與民權的一致性。一般來講，中老年

居民，基本上都經歷過不同時代不同際遇磨鍊，因而

愛國觀、是非觀、榮辱觀等項較易解決，而生長在物

質豐裕時代的年輕朋友，對強調競爭觀、發展觀、追

風觀等項可能會有所偏愛，而對愛國觀、是非觀、榮

辱觀等項則可能有所忽略。澳門是公認的蓮花寶地，

澳門不俗的經濟發展基礎和寛鬆和諧的社會環境令人

羨慕，但澳門社會的文明程度還存在頗大完善空間。

為使澳門特區驗證“一國兩制”取得更大成就，制度

體制建設不能放鬆，發展觀、價值觀的構建與調整同

樣不容忽視。故此，通過各種教育形式令 80 後、90
後以至 00 後青少年的公民意識持續得到提升，這是一

項關係到優良傳統薪火相傳的基礎工程，要細水長

流、長抓不怠。 

提升政治認同、擴大政治參與是社會轉型的需

要，也是澳門居民自我完善、提升綜合素質的重要內

涵。在未來的公民社會建設與公民教育領域有兩個突

出熱點得關注：其一是社會多元化、個性化、民主化

不可逆轉，但堅持主流價值導向十分必要；其二是和

諧、寬鬆、包容是社會主旋律，但必要時基於對本地

整體利益的維護也應果斷作出反應，以至軟硬兼施。

這是“以人為本”依法施政理念使然，也是政治智慧

集結並優化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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