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膽的嘗試，有益的探索 

──記《“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出版發行 
 

常 談∗

 

 

由楊允中主編，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編寫並出版的《“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以下簡稱

《辭典》)於 2011 年 5 月與公眾見面了，這是“一國

兩制”研究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膽嘗試，更是“一

國兩制”研究史上意義重大的一次有益探索。德國著

名哲學家黑格爾曾經提出：熟知非真知。意思是說，

人們在日常學習、工作和生活中，經常接觸、較為熟

悉的事物，並非真正瞭解、真正知道。從不知到熟知，

固然是一種進步，但從熟知到真知，卻有一個深入其

裏的認識過程。只有掌握了這一事物所包含的全部內

容，瞭解其方方面面及其內在的必然聯繫，即發展的

規律，才能說真正知道了這一事物。因此，對於事物

的瞭解，絕不能以熟知為滿足，淺嘗輒止，更不能不

求甚解。對於“一國兩制”理論的學習和理解也是這

樣。在澳門當今新聞媒體和整個社會生活中，“一國

兩制”的使用頻率很高，人們似乎“熟知”了。然而，

對於甚麼是“一國兩制”，其基本內涵、精神實質、

科學體系、歷史地位、指導意義等，卻未必人人都真

知。“一國兩制”的學習、推介以至研究的經驗告訴

我們：實踐中出現的好些問題和偏差，往往就出在對

熟知的東西並非真知。 1  為了完整地理解“一國兩

制”理論的基本內涵，非常有必要進行普及並強化

“一國兩制”理論基本知識的基礎性工作，這也是推

動“一國兩制”研究工作繼續深化的客觀需要。《辭

典》的出版正好因應了這種迫切的時代需求，客觀上

也為內地和港澳台地區的理論界人士以及廣大讀者系

統瞭解並正確理解“一國兩制”，辟出一條新的途徑。 

 

 

一、創“一國兩制”研究新領域 
 

剛剛面世的《辭典》，不僅是澳門歷史上第一部而

且也是全中國第一部關於“一國兩制”的綜合性百科

類型工具書，是“一國兩制”研究史上的首創，創“一

國兩制”研究新領域。《辭典》的出版貌似偶然，實則

有其必然性，是必然性與偶然性有機統一的產物。 

 

(一)“一國兩制”研究日趨成熟的必然產物 

“一國兩制”作為中國解決台灣、香港和澳門問

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一項基本國策，從其正式提

出並經憲法確立：“國家於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

區”的法律依據，至今也就是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在

這期間，伴隨着“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中英聯合

聲明》和《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香港基本法》和

《澳門基本法》的頒佈以及香港和澳門的回歸，內地

和港澳地區曾掀起過關於“一國兩制”研究的一次又

一次高潮。綜觀這些研究，大都圍繞着“一國兩制”

構想的產生、形成、內容、意義及其實踐等方面來進

行。研究的成果形式多為論文、會議論文集，有關的

專著或著作也有一些。隨着“一國兩制”理論研究的

逐步深入和日趨成熟，廣大讀者在學習、研究“一國

兩制”時，對於其中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

原則等問題的認識，因學術研究的百花齊放而觀點各

異，有時難以做到準確理解，急切需要一部較有權威

的工具型書籍來提供指引和幫助。 

由於“一國兩制”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特

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裏，在

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大陸地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同時允許台灣、香港和澳門這三個地方實行原有資本

主義制度，其內容涉及到了國體、政體等核心概念，

因此，有關“一國兩制”的研究，從學科類別來講，

首先屬憲法學範疇，“一國兩制”正是中國憲政發展

的一個突出特點。此外，“一國兩制”還涉及到了地

方政治體制等內容，因而它又屬政治學研究範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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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的研究正是現代憲法學和現代政治學領

域的全新課題和重要組成部分。2 除此之外，“一國

兩制”的研究，還要求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語

言學以至哲學等人文社會學科的基礎學科予以認真關

注，因此，有學者認為“一國兩制”可理解為一個綜

合性、跨學科理論課題，甚至也可界定為一具新型且

大覆蓋面的交叉學科。3 正因為此，編寫一本涵蓋“一

國兩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論和原則以及相

關學科方方面面知識的大型工具書籍，便是擺在中國

學術界特別是兩個特別行政區專家學者面前的一項當

仁不讓、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作為中國

現僅有的兩個特別行政區之一的澳門，其實踐“一國

兩制”的巨大成功顯然值得高度重視。沐浴在“一國

兩制”陽光下充分享有學術自由的澳門學者得天獨

厚，擔起相關編寫工作的重任理所當然。由於百科全

書較之單純的詞典等工具書在規模和內容上具有明顯

的優勢。最後，按百科全書獨有的體例編寫的“一國

兩制”綜合性大型工具書──《“一國兩制”百科大

辭典》便應運而生。 

 

(二)“一國兩制”研究繼續深入的客觀要求 

伴隨着“一國兩制”從構想到實踐，有關“一國

兩制”的研究，如同“一國兩制”的實踐一樣，也取

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一國兩制”在香港和澳門兩

個特別行政區的成功實踐，向世人不可辯駁地證明了

“一國兩制”的科學性。人們通過對“一國兩制”的

不斷研究，也越來越堅信“一國兩制”的制度創新性

和理論創新性。然而，“一國兩制”的科學性和創新

性並不意味着其可以停滯不前，相反，“一國兩制”

正因為其創新性而無先例可循，其在實踐中要不斷面

對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並通過解決問題的過程來不

斷豐富和完善自己。而且，“一國兩制”作為鄧小平

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一個開放的體系，

它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同時又會隨着客觀實際的

變化而與時俱進地邁向成熟。 

從現有理論和特區實踐，人們已不難作出認定，

“一國兩制”絕不是權宜之計，“一國兩制”絕不是

消極防範，“一國兩制”絕不是可有可無、可上可下、

可興可廢，“一國兩制”更不是向資本主義讓步的產

物。作為大思維，它的生命力、優越性還剛剛得到啟

動；作為大決策，它的成效還剛剛得到凸顯；作為大

理論，它必將在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以至

哲學等領域受到越來越大的關注。作為這項大思維、

大決策、大理論發源地的中國，特別是身臨其境、身

體力行驗證這項大思維、大決策、大理論的特別行政

區居民，尤其是官員、學者，更應當在實踐中總結經

驗，認認真真、扎扎實實地推動相關理論的系統化與

完善化，深化對“一國兩制”的理論研究，從而確保

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有效運作，確保特區繁榮穩定和長

治久安。 4  而要繼續深入開展對“一國兩制”的研

究，除了堅持科學、嚴謹、求實的精神和態度，並本

着學術自由、百花齊放的原則外，還需要對有關“一

國兩制”的一些基本概念、原則和制度等內容，在已

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出科學的總結和判斷，對一些

涉及“一國兩制”研究的普及性基礎知識進行系統、

專門的介紹。而要達至上述目標，辭典型的百科全書

無疑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百科全書作為概要記述人類

一切知識門類或某一知識門類的工具書，其主要作用

就是供人們查找必要的知識和事實資料，其完備性在

於它幾乎包容了各種工具書的成分，囊括了各方面的

知識，常被譽為“沒有圍牆的大學”。因此，“一國

兩制”研究的繼續深入，客觀上也要求編寫《“一國

兩制”百科大辭典》。 

 

(三)“一國兩制”研究的既有成果奠定了理論

基礎 

百科全書由於其收錄某一知識領域的各種專門名

詞、術語、地名、事件、人物、著作等內容，因而被

認為是對人類過去積累的重要知識或某一類知識的書

面摘要。正因為如此，它也被視為一個國家或地區一

個時代科學文化發展的標誌。因此，百科全書式的工

具型書籍並不是隨便就可以編寫的，它必須要以有關

的理論研究相對完備，有關的知識累積達到一定程度

為前提條件。試設想，在“一國兩制”構想提出的初

期甚至“一國兩制”實踐的前期，要編寫有關“一國

兩制”的百科全書式大型工具書籍，恐怕是只能想而

做不了的想法而已，因為作為一種全新的制度安排，

人們對它的認識有一個逐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

很多基本性的概念、原則等內容，還處於摸索、完善

階段。在沒有形成比較一致或成熟的看法或意見之

前，編寫一本帶有文獻參考指導性作用的工具書，既

不科學，也不現實，更不可行。 

隨着“一國兩制”由構想變成現實，並逐步取得

成功，“一國兩制”的研究也漸漸深入，成果也越來

越豐富，這為編寫百科全書式的工具書提供了知識上

的積累和理論上的準備。隨着研究的深化，人們對於

“一國兩制”的認識也由表及裏，對“一國兩制”理

論的基本認知也慢慢自成體系。即使“一國兩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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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在實踐中出現重大挑戰時，人們借助於已有的研究

和認識，也能主動而嚴謹地作出理智的思考和判斷，

而這又有益於人們關於“一國兩制”思維體系的自我

完善。最終，“一國兩制”的知識體系逐步步入成熟。

當“一國兩制”研究的理論成果豐富到一定程度時，

編寫百科全書式的工具書也就有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辭典》的出版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四)“一國兩制”實踐的巨大成就提供了豐富

素材 

“一國兩制”構想的生命力正在於它的實踐性，

“一國兩制”構想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目標決定了其具

有強烈的實踐性。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成立以

來，“一國兩制”在這兩個地方的實踐取得了舉世矚

目的成就。以澳門為例，回歸祖國十多年來，在中央

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澳門各界人士務實進

取，保持了社會繁榮穩定，各項事業取得長足進步。

正如胡錦濤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十週年大會上所

講的那樣：“澳門回歸祖國以來的 10 年，是‘一國兩

制’在澳門成功實踐的 10 年……也是澳門各界人士

積極探索符合澳門實際的發展道路、不斷取得進步的

10 年。”5

“一國兩制”在港澳實踐的巨大成就，為“一國

兩制”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材料。澳門作

為“一國兩制”理論的前沿陣地，澳門居民都是實行

“一國兩制”的行為主體，而澳門學者更應成為“一

國兩制”理論研究的積極參與者。在澳門所發生的一

切，無論從政治、法律，還是從經濟、民生，以至社

會、文化等方面觀察，都是特區在“一國兩制”下依

法施政的結果，都直接和國家的進步發展構成正相

關。所有成就都可歸結於“一國兩制”方針的正確，

所有不足都可理解為“一國兩制”這一新生事物尚待

完善。“一國兩制”實踐的巨大成就，其本身就值得

我們好好去分析總結，特別是要在一些規律性問題的

認識上及時作出回應、作出配合、作出選擇6，而其中

當然就包括了百科全書式工具書的編寫。這正如《辭

典》的編者在前言中所說的那樣：“‘一國兩制’作

為嶄新的制度創新與發展模式已在香港和澳門兩個特

別行政區取得奠基性、階段性成果。‘一國兩制’與

特別行政區制度已成為舉世矚目的新鮮事物，它給人

們帶來的是新制度生命力與科學性的驗證，是開放、

實踐、創新思維的巨大說服力，是東方文明體系對新

時代新形勢的回應。”7《辭典》的編寫正是體現這種

說服力和回應的最好方式之一。 

(五)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設立打造扎實平台 

編寫百科全書式大型工具書是一項極富挑戰性的

工作，高質量的百科全書的編寫往往是衡量一個國家

或地區科學文化發展的水平的標誌之一。編寫“一國

兩制”主題工具書則更是一項史無前例的挑戰，因為

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方面，“一國兩制”作為一種新

事物其本身還處於一個發展、完善過程中，要編寫這

樣的一本綜合性大型工具書，不僅需要超人的勇氣和

過人的膽識，還需要有一個富有拼搏、協作精神並具

戰鬥力的團隊，否則，光憑個人的單打獨鬥，是難以

編寫出“一國兩制”主題的工具書的。當然，編寫“一

國兩制”大型工具書，離不開核心人物的作用，無論

是計劃的推出，還是框架及內容範圍的確定，以至具

體的編寫，都需要一、二位對“一國兩制”有系統研

究和深入認知的專家或學者來領軍、統籌。 

澳門被歷史選中成為驗證“一國兩制”新理論、

新思維的示範區，無論特區政府還是特區居民都是歷

史的幸運者──成為正確實踐“一國兩制”有效載

體。澳門回歸後，特區政府官員也好，社會各界包括

學者也好，都應學會用永無止境的追求與探索來拓展

澳門的“一國兩制”事業。8 在眾多的探索者中，楊

允中博士便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從澳門邁向回歸

祖國的過渡期開始，楊允中博士便開始關注“一國兩

制”理論與實踐的發展，他的研究領域也始終未離開

過“一國兩制”，並一直處於理論研究的前沿。在澳

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成立一年後不久，楊允

中博士便通過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這個平台，正式啟動

《辭典》的編寫工作。在他的帶領下，全體編寫人員

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遵循百科全書獨有的體例和

“一國兩制”所體現的創新精神，力求做到理論與實

踐的統一，廣度與深度的統一、重點條目與非重點條

目的統一、主要學科與關聯學科的統一、傳統認知與

思維突破的統一，並通過高定位設計、高標準切入、

高質量把關，向精品目標進發。無論是條目的選擇還

是具體內容的撰寫，編寫人員都精益求精，反復推敲，

力求觀點鮮明、數據準確、資料新穎、敍述客觀。《辭

典》易稿近三十次。經過一年半多的不懈努力，《辭典》

終於按計劃與公眾見面了，這其中包含着以主編楊允

中教授為首的編寫團隊的不少辛勤汗水。當然，《辭典》

的出版也離不開特區政府、澳門理工學院及內地和澳

門社會有關方面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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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一國兩制”事業之推進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十週年大會

上曾指出：“‘一國兩制’事業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和

澳門特別行政區和祖國內地共同發展繁榮的事業，也

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已經取

得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把這一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

進，需要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努力。”9 其中的

社會各界人士當然包括了澳門特區的居民，尤其是致

力於澳門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研究的專

家、學者。因此，儘管“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取

得了巨大成功，並形成了符合澳門實際情況的“澳門

模式”，但“一國兩制”的實踐永無止境，仍具長期

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我們要把“一國兩制”的偉大

實踐不斷推向前進，就必須進一步加強“一國兩制”

的宣傳推介工作，通過多種形式，全面準確地闡述“一

國兩制”方針，廣泛深入地宣傳“一國兩制”方針，

深入淺出地解讀“一國兩制”方針，使“一國兩制”

方針更加深入人心。同時，我們還要深化對“一國兩

制”的理論研究，認真總結“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好

經驗、好做法，研究解決“一國兩制”實踐中的新情

況、新問題，不斷豐富“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

把“一國兩制”方針貫徹好實施好。《辭典》的出版，

無論對於“一國兩制”的宣傳推介，還是研究深化，

都具有積極意義。 

 

(一) 全面瞭解“一國兩制”構想產生及形成

過程的解碼器 

“一國兩制”構想的首創者當推鄧小平先生。但

“一國兩制”構想到底是如何產生並形成的，學術界

還是有不同的看法。《辭典》通過“台灣問題”、“香

港問題”和“澳門問題”等條目的內容，來說明“一

國兩制”構想產生的歷史背景；通過“長期打算、充

分利用”、“一綱四目”、“葉九條”、“一個國家、

兩種制度”等條目的內容，來介紹“一國兩制”構想

的形成過程；通過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

等人物類條目的內容，幫助讀者瞭解歷史人物在“一

國兩制”構想產生及形成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此

外，《辭典》還將與“一國兩制”構想有關的、涉及憲

法學或政治學等學科的一些基礎知識，如“國家結

構”、“國家制度”、“國體”、“政體”、“自治”、

“和平共處”等，以及有關的法律文件或著作，如《中

英聯合聲明》、《中葡聯合聲明》、《鄧小平文選》、《澳

門回歸大事記(1972-1999)》等，都盡量收錄進來。這

些條目猶如解碼器一樣，通過全方位、多角度的內容

介紹，幫助讀者在較短的時間內比較系統地瞭解“一

國兩制”這一構想產生的社會條件和逐步形成過程，

從而揭開罩在“一國兩制”這一偉大構想之上的神秘

面紗。“一國兩制”實際上就是實事求是的產物，它

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中國共產黨縱觀國際形勢，

根據中國國情，從實際出發，在尊重歷史和現實的基

礎上，提出解決台灣、香港和澳門問題，實現祖國和

平統一的一項基本國策。瞭解了“一國兩制”構想的

產生及形成過程，有助於我們準確理解“一國兩制”

方針的基本內涵和特徵，這也是我們正確解讀“一國

兩制”方針的必要前提。 

 

(二) 準確理解“一國兩制”方針基本內涵和

特徵的金鑰匙 

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就必

須要正確把握“一國兩制”的基本內涵和基本特徵。

“一國兩制”的基本內涵和基本特徵雖有聯繫，我們

在描述其基本特徵時離不開其基本內涵，但它們又有

區別，前者是指“一國兩制”所反映出來的內在的組

成要素，它主要是從事物自身的內在組成部分的角度

來認識這一事物，而後者是指“一國兩制”區別於其

他事物的特別顯著的徵象、標誌，它主要是從事物自

身所表現出來的外部特殊屬性的角度來認識這一事

物。人們在研究“一國兩制”時，有時往往不加以區

分，容易將作為“一國兩制”基本內涵的“一個國

家”、“兩種制度”、“澳人治澳”或“港人治港”

和高度自治等作為其特點或特徵。 

為了幫助人們更好地區分並準確理解“一國兩

制”方針的基本內涵和基本特徵，《辭典》除了在“一

個國家，兩種制度”這一條目中明確列明其基本內涵

外，還將其基本內涵所包括的內容盡量作為單獨條目

來編寫。不僅如此，對與基本內涵有關的名詞或術語，

如愛國主義、愛國愛澳、愛國愛港、祖國、民族認同、

民族意識、基本國策、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國旗、國徽等，也都有所收錄。

至於體現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具體法律制度、經濟

制度、社會和文化制度等內容，編者在力所能及的範

圍內，都盡力收錄。對於有助人們把握“一國兩制”

方針基本特徵的知識，編者也能認真挑選，有所收錄。

如為了說明“一國兩制”方針的中國特色性，《辭典》

安排了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若干條目；為了說明

“一國兩制”的理論創新性，《辭典》安排了有關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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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中央與地方關係、統一戰線等若干條目；為了

說明“一國兩制”的制度創新性，《辭典》將基本法所

規定的若干制度作為條目；為了說明“一國兩制”方

針的長期性，《辭典》將認識論、實踐論的一些知識作

為條目，如知行統一觀等。此外，《辭典》還將有關專

家、學者論述“一國兩制”的著作予以收錄，拓寬人

們理解“一國兩制”方針基本內涵和特徵的視野，如

蕭蔚雲教授主編的《論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制》、

楊允中博士撰寫的《我的“一國兩制”觀》、駱偉建教

授撰寫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概論》等。總之，

凡是編者能想到的有益於人們正確理解“一國兩制”

方針的條目，都在《辭典》收錄範圍之列。這些詳盡

的條目和豐富的內容，無疑是我們打開“一國兩制”

這一知識寶庫的金鑰匙。 

 

(三) 詳盡細解“一國兩制”基礎知識的工具書 

宋朝大詩人陸遊在給其兒子傳授寫詩的經驗時，

曾在一首詩中寫道：“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

意思是說，要想寫得好詩，不單單要在詩詞本身下功

夫，還要練好詩外功。詩外功一般是指本專業以外的

其他知識，現在通常還包括本專業的基礎知識。“一

國兩制”的宣傳推介和理論研究工作同樣如此。如果

我們對“一國兩制”本身的一些基礎性知識不能很好

地瞭解和掌握的話，是很難學習研究好並宣傳推介好

“一國兩制”的。 

《辭典》就是一部詳盡細解“一國兩制”基礎知

識的首選工具書。它完全按照百科全書的體例來編

寫，並充分反映“一國兩制”跨學科特點，全書具有

主題突出、體例創新、內容豐富、容量巨大的特點。

從時間跨度上看，涵蓋了遠古時期和當今社會；從地

域範圍上看，包括世界上有關的國家和地區，是名符

其實的古今中外。《辭典》收錄了“一國兩制”這一研

究領域內的相關名詞、術語、事件、人物、地名、法

規、著作等，基本涵蓋了“一國兩制”所涉主要相關

學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論等基礎知識。在條目的選

定上，力求體現“一國兩制”的創新思維，又遵循辭

書的傳統規範。條目釋義通常按定性詞、相關背景、

基本特徵、關聯要素等內容撰述。因在澳門出版，《辭

典》較多運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相關事例，讓澳門居

民閱讀起來有一種特別的熟悉感和親近感，加大《辭

典》的可讀性。此外，《辭典》還把同“一國兩制”有

一定淵源的一些事例，如二千年來中國歷代當政者對

特殊邊遠地區實行的特殊政策，如改土歸流等，以及

作為中華文明不可或缺組成部分的歷代變法代表事

例、人物，如戊戌變法、王安石變法等，也有所收錄，

以強化對“一國兩制”的理論淵源的認知，強化對中

華文明體系的認知，編寫者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此

外，凡是專有名詞，基本上都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澳

門特別行政區有關機關審定的為準，力求規範化。尚

未審定或尚未統一的則以“約定俗成”為原則，沿用

習慣用法。總之，《辭典》是詳盡細解“一國兩制”基

礎知識的必備工具書。 

 

(四) 正確析解“一國兩制”實踐的指南針 

“一國兩制”構想突破了一個主權國家實行一種

社會制度的傳統理論模式，形成了一個國家內兩種不

同社會制度同時存在、共同發展的新格局。“一國兩

制”還突破了傳統的國家結構模式，使國家結構呈現

出既不是簡單的單一制，也不是聯邦制，而是在一個

統一的國家裏設置特別行政區，授予其行政管理權、

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實行高度自治等，

這一系列創舉無疑是具有生命力的。然而，“一國兩

制”的這種創新性並不意味着其可以停滯不前，相

反，“一國兩制”構想必須隨着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完

善和豐富自身的內容。“一國兩制”的創新性也不意

味着其實踐過程會是一帆風順的，相反，“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的過程中，始終伴隨着爭議甚至矛盾。誠如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五週年大會所上

所講的那樣：“‘一國兩制’作為一個嶄新事物，我

們在實踐中難免會遇到一些矛盾。要正確分析和妥善

處理出現的矛盾，關鍵是要堅持全面、準確地理解和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10

由此看來，要正確分析和解釋“一國兩制”在實

踐中遇到的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關鍵是我們要深刻領

會“一國兩制”的科學內涵和豐富精神，並將其運用

於解決“一國兩制”的實踐中發生的爭議。而要做到

這一點，瞭解“一國兩制”的來龍去脈，掌握其基本

內容，熟悉“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等，便是必不可

少的，否則，我們面對“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的問

題或矛盾會感到無從下手，甚至可能人云亦云，無所

適從。在總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編寫的《辭典》，

為我們正確析解“一國兩制”的實踐活動提供了指

引。對於“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的有關法律爭議及

其圓滿解決，《辭典》都有所收錄，如因香港居港權案

件、行政長官任期爭議等引發的基本法解釋活動，《辭

典》中都有體現。從這些爭議的成功解決中，我們可

以看出，只要牢牢把握住“一國兩制”的科學內涵，

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辦事，不僅爭議和矛盾可以得

@ DJF @ 



《“一國兩制”研究》第 9 期 
 

要不斷向前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就必須要深

入破解“一國兩制”實踐中的難題，如中央和特區的

關係如何在基本法框架下良性互動發展？內地與港澳

在經濟文化等領域合作中如何既保持各自制度的特

色，又能實現共贏？特區的政制發展如何體現循序漸

進，又有利於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等。而要破解“一

國兩制”實踐中的難題，一時一刻也離不開對“一國

兩制”實踐中既有成就的總結，一時一刻也離不開對

“一國兩制”實踐中經驗教訓的分析。而要做好這些

工作，又始終離不開準確理解並完整把握“一國兩

制”的內涵。《辭典》作為以“一國兩制”為主題的百

科全書式大型工具書，其內容本身就是“一國兩制”

理論與實踐成果的集中反映形式之一，它為我們繼續

深化研究“一國兩制”，深入破解“一國兩制”難題

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到順利解決，香港和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也會得到切

實保障，“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最終也能夠取得更

大成功。 

 

(五) 深入破解“一國兩制”難題的試金石 

“一國兩制”在香港和澳門已成功實踐十多年。

然而，實踐永無止境，探索和創新也永無止境。世界

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

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既不能把書

本上個別論斷當作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

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11 
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不能滿足已有的成績，更

不能固步自封，都要繼續創造自身發展史上的新高

度。一方面，“一國兩制”構想作為鄧小平理論中最

富中國特色的內容之一，本身就是實事求是的產物，

是運用歷史智慧進行開拓創新的典範，它自身也是需

要不斷豐富和完善的。另一方面，“一國兩制”在香

港和澳門的實踐，雖說總體上是成功的，但“一國兩

制”作為一種科學理論，從其提出到昇華，都離不開

對其實踐經驗的不斷總結，只有這樣，“一國兩制”

的事業才能不斷向前推進。 

 

總之，《“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的出版，是澳

門特區邁向第二個十年進程中的一件盛事，也是“一

國兩制”研究領域的一件大好事，更是澳門學界的一

樁大喜事，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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