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重民意與基本法正確實施 

──以群體特徵為視角 
 

庄真真 

 

 

“民意”，僅從字面上來理解，是指人民共同的

意見和願望。在現代社會，人們對它並不陌生，但是

在民主化趨勢下，“民意”卻成為政治社會的寵兒，

被歷史經久不衰地使用着，它通過選舉、輿論，甚至

遊行、集會、示威等多種形式表達出來，對政治、社

會、居民生活等方面均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其中當然

也包括了對基本法實施的影響。本文將以群體特徵為

視角，通過對典型群體性事件中群體力量對基本法實

施所產生的影響，思考在以群體聚合為特徵的群體時

代下如何客觀看待民意，妥善處理民意與民主的關係

以及如何正確引導民意以確保基本法的有效實施。 

 

 

一、民主化趨勢與群體特徵 

 

(一) 民主化趨勢 

民主理論的興起，來源於人民主權觀念的崛起，

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獨立派的代表阿里哲爾

楠‧錫德尼就主張人民主權原則。他認為，權力只有

一個惟一合理的根據，那就是人們以自己為目的而訂

立的自由協議。人們在建立國家政權的時候，依照維

護共同利益所必不可少的尺度限制了自己的自由，但

人民享有建立和推翻政府的權利。1 而後集人民主權

學說之大成的傑出思想家盧梭以“自然狀態”和

“社會契約”理論為基礎，提出主權是公意的具體表

現。人民的公意表現為最高權力。人民是國家最高權

力的來源，國家是自由的人民根據契約協議的產物，

而政府的權力都是人民授予的。因此，國家的主人並

不是君主，而是人民，治理者只是受人民的委託。2 因

而，主權只能屬於人民，政府的權力來源於人民，政

府的建立應該經過人民的同意，政府的權力也應該受

到人民的監督。在政府和人民的關係中，人民是主

人，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只是受託者，這是人民主

權思想的核心，也是民眾崛起的關鍵所在。如今，人

民主權作為權力合法性及正當性的依據受到各國肯

定，許多國家更把人民主權原則寫入憲法中，如《法

國第五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主權屬於人民”，《中

國憲法》規定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然而原則本身並不能產生客觀的實際效能，只有

通過各種途徑和措施，原則才可能真正得以貫徹落

實。人民主權原則的實現也是如此，它必須依賴各種

形式和措施予以實現。其中廣大公民普遍的政治參與

就是實現人民主權，從而在根本上解決國家政治權力

來源於廣大人民的根本途徑。政治參與是指公民在法

律允許範圍內通過各種途徑，直接或間接地決定、影

響國家政策，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民

眾通過政治參與從而促使國家的政策在最大程度上

符合廣大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是民眾政治參與的理想

目標。由於現代生活逐漸以群體的聚合為特徵，根據

法國著名大眾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對大眾心理的

研究3可知，民眾在參與政治實踐中，尤其是在群眾

運動中易受群體精神統一律的支配，而個人一旦進入

群體，他的個性便隱沒了，群體的思想佔據統治地

位。因此，深入探究群體特徵對於更加理性客觀地看

待群體中的民意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二) 群體特徵 

在勒龐構建的理論中，“群體”是個廣泛的概

念，既指暫時聚集在一起的人，更是指一些持久存在

的團體和社會階層，他們關注着同樣的社會熱點，在

一定程度上表現出與同處一地、有組織的群體一樣的

心理行為，群體的情感道德、行為模式受群體精神統

一律的支配。其中，群體特徵主要表現為如下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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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群體中個人的心理特徵 

勒龐認為，一切精神結構都包含着各種性格的可

能性，環境的突變就會使這種可能性表現出來。但一

個群體形成時，便會使他們獲得一種集體心理，即使

他們原來的生活方式、職業、性格或智力不相同，集

體心理會使他們的感情、思想和行為變得與他們單獨

一人時的感情、思想和行為頗為不同。在集體心理

中，個人的才智和個性被削弱，異質性被同質性吞

沒，無意識的品質佔了上風。與此同時，約束個人的

道德和社會機制在狂熱的群體中失去效力。群體的力

量，使得個人敢於發洩出本能的慾望，基於群體是個

無名氏、法不責眾等觀念的影響，個人會感覺到一股

勢不可擋的力量，原本約束個人的責任感逐漸消失，

個人不再對自身慾望加以限制，個人的本能慾望逐漸

展現出來。 

此外，在群體中，每種感情和行動都有傳染性，

其程度足以使個人隨時準備為集體利益犧牲他們的

個人利益。這本是一種與個人的天性極為對立的傾

向，但在群體中，群體成員感情和行為容易相互傳

染，使得個人表現出容易接受暗示，甚至出現與個人

天性極為對立的傾向。大體上說，心理群體中的個人

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樣，一些能力遭到了破壞，同時

另一些能力卻有可能得到極大的強化。在某種暗示的

影響下，他會因為難以抗拒的衝動而採取某些行動。

群體中的這種衝動，比被催眠者的衝動更難以抗拒，

因為暗示對群體中的所有個人有着同樣的作用，相互

影響使其力量大增。 

2. 情感道德 

群體可以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但是也能表現出

極為崇高的獻身、犧牲和不計名利的舉動，即孤立的

個人根本做不到的極崇高行為。以名譽、光榮和愛國

主義作為號召，最有可能影響到組成群體的個人，而

且經常可以達到使他慷慨赴義的地步。群體雖然經常

放縱自己低劣的本能，他們也不時樹立起崇高道德行

為的典範。如果不計名利、順從和絕對獻身於真正的

或虛幻的理想，也可算做美德，那就可以說，群體經

常具備這種美德。如果對群體給予恰當的影響，那麼

他很可能會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慷慨赴死。 

3. 行為模式 

群體表現出來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壞，其突出的特

點就是極為簡單而誇張，群體情緒的誇張也受到另一

個事實的強化，即不管甚麼感情，一旦它表現出來，

通過暗示和傳染過程便會非常迅速傳播，而它所明確

讚揚的目標就會力量大增。群體情緒的簡單和誇張使

其全然不知懷疑和不確定性為何物。群體感情的狂

暴，尤其是在異質性群體中間，又會因責任感的徹底

消失而強化。群體的誇張傾向只作用於感情，對智力

不起任何作用，不幸的是，群體的這種誇張傾向，常

常作用於一些惡劣的感情。專橫和偏執是一切類型的

群體共性，但其強度各有不同。而群體的多變，只會

影響到很表面的事情，他們對一切傳統的迷戀與崇敬

是絕對的；他們對一切有可能改變自身生活基本狀態

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無意識恐懼。 

4. 易受傳媒影響 

群體的思想和行為易受傳媒影響，群體中的個人

會表現出明顯的從眾心理4，群體只知道簡單而極端

的感情，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想法和信念，他們

或者全盤接受，或者一概拒絕，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

絕對謬論。而傳媒往往先是迎合群眾的感情，然後把

這些感情引入特定的行為渠道，進而對群體思想及群

體行為予以影響甚至施以導向。 

此外，勒龐概括了動員民眾的三個最為重要的手

法──“斷言法、重複法和傳染法”。他說，“群體

因為誇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會被極端感情所打

動。希望感動群體的演說家，必須出言不遜，信誓旦

旦。”根據勒龐的觀察，誇大其詞、言之鑿鑿、不斷

重複、絕對不以說理的方式證明任何事情，是說服群

眾的不二法門。 

由上觀之，在民主化趨勢下，群體中的個體易受

群體成員間感情和行為的傳染，群體中的個體變得偏

執和專橫的特點值得引起關注，如何根據個人在群體

所表現出的心理特徵，群體的情感道德和行為模式，

更加理性客觀地看待群體中的民意，以便更好的處理

民意與民主間的關係，對於現代社會國家治理以及理

想民主狀態的實現有重要意義。就特區而言，自回歸

以來，“民意”幾乎成為港澳政治生活的日常用語，

其對基本法的實施及公共政策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

不容小覷。 

 

 

二、民意對基本法實施的影響 

 

在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的規定，

特區居民享有較為廣泛的政治參與權，包括享有選舉

權和被選舉權，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

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

利和自由。此外，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特區居民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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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權利還受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特

區法律的保障。基本法規定了居民享有如此廣泛的權

利和自由，為特區居民充分表達民意提供了廣泛和豐

富的渠道。在特區，民眾力量不僅通過定期進行的立

法會選舉展現出來，通過傳媒表達出來，甚至通過集

會、遊行、示威等激烈的行動表達出來，對政治和社

會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 

回顧近年來的重大事件，不難發現，“在涉及香

港基本法實施的一些重大問題上，特別是那些重大問

題與中央政府有關時，民意總是以無比強勁乃至出人

意料的力量表達出來，力圖影響和左右基本法的實

施。” 5  從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在香港的居留權問

題，到 2007 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及 2008 年香港立法

會的產生問題，再到《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的

問題以及最近“雙非”孕婦、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設立

等等問題，我們都可以看到民意所發揮的巨大影響。 

以香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設立風波為例，原本該

科目設立是旨在加深學生對祖國及國民身份的認同

感，然而事與願違，科目的設立卻被部分港人質疑為

“政治洗腦”，反彈不斷，香港特區政府在面對政府

總部廣場被佔領、絕食、大集會等等一系列民眾聲勢

日漸浩大的強勢表達下，最終還是以做出修改有關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政策，交由學校自行決定如何

處理，同時撤銷三年內推行此科目的“死綫”的大讓

步並同意擱置國教科課程指引而告終。讓人感嘆，特

區政府終究還是做不到“擇善固執”。6 

用勒龐對群體心理和行為的研究反思這次事

件，可以發現在這次數以萬計的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課程設立的大規模行動中，部分人士正式利用群體

對新事物的無意識恐懼和天然偏見的心理特徵，採用

“斷言法”將國民教育科設立直接標籤為“政治洗

腦”(即使多數人並未真正看過國民教育教材7)，並採

用激昂、誇大的言詞、言之鑿鑿及不斷重複的方法，

以陰謀論作為表達基礎，然後以訴諸情感作表達技巧

將這個信息強化，再通過出言不遜、信誓旦旦的演說

及極端的絕食行為迅速成功感染民眾，讓許多少不更

事的黃口孺子及年輕學生不去上學參與到遊行、集會

甚至罷課、絕食中來。儘管特區政府針對這次事件，

緊急成立了“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並邀

請反對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團體加入，但包括學

民思潮及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在內的主要反對團體

均拒絕加入，並以要求政府撤科作為與政府開展討論

的前提條件。事件中群體的這種專橫偏執，聽不進其

他意見並拒絕討論的現象，正印證了勒龐觀察到的

“群體中的個人會表現出明顯的從眾心理，群體只知

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想法

和信念，他們或者全盤接受，或者一概拒絕，將其視

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論”的群體特徵。 

此外，勒龐還觀察到，“群體中個人的有意識人

格的消失，無意識人格的得勢，道德和責任意識逐漸

消失，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傳染作用而轉向一個

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觀念轉化為行動的傾

向，是組成群體的個人所表現出來的主要特點，具備

強大個性，足以抵制那種暗示的個人寥寥無幾，根本

不能逆流而動。”因此，在這次風波中出現的“一個

只有十多歲的學生在論壇中不明所以地隨便辱罵官

員‘無恥’，在場的成年人熱烈鼓掌鼓勵，媒體叫

好”的情況8就不足為奇了。 

需要反思的另一點是，此次事件中，部分媒體以

不變的手法，推波助瀾，一面倒地去報到反對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的觀點，並誇大其詞地描寫成全港市民都

支持的地步，而任何提出與這些反對者不同的觀點，

一說出來便遭到圍攻、指責、人身攻擊甚至侮辱，在

整個過程中，媒體儼然成為了公開審判的法庭。令人

遺憾的是，近年來社會議題上不同意見和看法已毫無

例外地第一時間通過媒體的推波助瀾被激化為非要

對方“跪低”不可的矛盾。此次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設

立過程中政府與反對者的對峙，僅是近年來群眾運動

中務求對手不“跪低”不罷休的又一個例子。9 

在澳門，由於具有較香港更為穩固的“愛國”、

“愛澳”根基加之《澳門基本法》頒佈 20 年來，特

區政府及民間團體堅持不懈的大力宣傳，使得基本法

在澳門特區實行還算順利，不僅於 2009 年完成了《維

護國家安全法》的立法，亦於 2012 年有序而又平穩

地推進澳門特別行政區政治體制的發展。然而，在群

體時代下，特區政府在施政過程中，特別是一些政府

決策的作出亦受到越來越多來自群眾運動和民意的

壓力。 

 

 

三、民意引導與基本法有效實施 

 

從上述事例可見，群體中的個體因受到群體成員

間感情和行為的傳染，所表現出的偏執、專橫全然不

知懷疑和不確定性為何物並拒絕討論的特徵與現代

公民社會所要求的理性討論的核心價值理念是完全

背道而馳的，但在民主化趨勢下，民意對基本法的實

施及政府公共決策的形成所帶來的影響卻愈來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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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看待民意與民主的關係，如

何正確引導民意以確保基本的貫徹實施值得深入思

考。值得慶幸的是，群體雖然在智力上總是低於孤立

的個人，但是從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動這個角度看，群

體可以比個人表現得更好或更差，群體可以成為極端

的犯罪群體，也常常可以成為英雄主義群體。正是群

體，而不是孤立的個人，會不顧一切地慷慨赴難，只

為一種教義或觀念；會心甘情願地赴湯蹈火，只求贏

得一份榮譽或肯定。這全看環境如何，一切取決於群

體所接受的暗示是甚麼性質。因此，若要確保基本法

在特區得以順利有效施行，客觀認識民意與群體特徵

並給予群體正確的行為導向十分重要，具體而言，可

從以下幾方面着手： 

 

(一) 加強公民教育，逐步培育和鞏固“一國兩

制”、“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等核心價值 

社會核心價值是一種社會制度普遍遵循的基本

價值，是整個社會的精神核心。每個處於不同發展階

段的社會都有其社會核心價值，它主要體現在制度、

政策、法律等社會規範中，具有引領思潮、堅定信念、

凝聚人心、激發活力、預測趨勢等多重功能10，並對

一個社會的價值變遷和民眾的情感道德導向起着重

要影響作用。因此，應該在特區加強公民教育，培育

和鞏固“一國兩制”、“愛國愛港”、“愛國愛澳”

的社會核心價值，以利於基本法的順利施行。 

“一國兩制”、“愛國愛港”、“愛國愛澳”作

為社會核心價值觀並非一個空泛的概念，具有豐富內

涵，其中“一國兩制”中所包含的中央對特區執行的

12 項基本政策以及中央與特區關係，澳門居民的基本

權利和義務，特區的經濟、社會、文化、對外事務等

的具體內容都通過基本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成為

規範特區治理及保障居民基本權利的基本準則。“愛

國愛港”、“愛國愛澳”實際上是“一國兩制”方針

在特區居民情感領域的具體反映，是“愛國家”、

“愛香港” 、“愛澳門”情懷的集中體現，同時也

是國家實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條件之

一。鄧小平曾說過只有“愛國愛港”者，才能治理香

港，這同樣也適用於澳門，只有“愛國愛澳”者才能

治理澳門。而“愛國”的標準就是要求熱愛祖國，尊

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對特區行使主權；

“愛港”、“愛澳”則是要求居民以主人翁的態度積

極參與到特區的各項事務中去，全心全意服務社會，

維護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 

在香港特區，至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中

國後，不管從主權、政治體制還是法律層面上講已不

存在“國家認同”的問題，但從實踐情況來看，香港

居民的身份定位(即國民身份定位)仍是困惑港人的一

個現實問題。根據“香港大學民意計劃”持續 14 年

來對香港居民身份認同調查的數據顯示11：1997 年回

歸時，有 35.9%的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只有約其

一半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一方面與香港處於長

期的殖民統治下，港英政府歷來所刻意栽培的殖民文

化以根除香港居民對於中華傳統文化、對於中華民族

的民族認同，用西方文化影響香港人在意識形態上的

取捨有直接關係。另一方面，與 20 世紀 70 年代，隨

着香港經濟的騰飛以及在此期間在香港出生的人口

已超過香港總人口的一半以上12，以及港英政府在隨

後的過渡時期，有意的培養香港人建立本土意識有重

要關係。13 需要承認的是，認同感是一種心理上的真

正接受及認可，這需要一個較為長期的歷史過程，英

國人扭轉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用了 150 年的時間，

導致回歸前，香港人已經具有較強的本土意識以及對

於香港的歸屬感、自豪感。因此，要培育和鞏固香港

居民的“一國兩制”、“愛國愛港”的意識，重塑香

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感，對國家的歸屬感以及對民族

的自豪感仍需要長期的耐心培育。 

在澳門特區，由於回歸前，澳門人的回歸願望、

對於中國的歸屬感、認同感、自豪感在回歸時已有較

為深厚的土壤，因此，“一國兩制”、“愛國愛澳”

作為主流的核心價值其重要性持續得到澳門居民的

普遍和高度認同。根據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

心自 2011 年至今每半年進行一次的“一國兩制綜合

指標”民意調查報告 14 中關於“澳門社會核心價值

觀”的調查顯示：“一國兩制”、“愛國愛澳”蟬聯

澳門居民認定的澳門社會核心價值的前三位。其中，

“一國兩制”已經連續 3 次成為本澳居民首推的社會

核心價值，選“一國兩制”作為澳門社會核心價值的

居民比率歷次分別為 59.26%、53.69%、56.33%、

51.13%；“愛國愛澳”也緊隨其後以平均 52.55%的

比率成為本澳居民認定的社會核心價值。這表明上述

兩項核心價值已經在澳門基本定型，並固化在澳門居

民心中。在特區未來的公民教育中，“一國兩制”、

“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等核心價值觀應值得全

體社會、居民進一步關注，並加以鞏固。 

 

(二) 加強基本法宣傳，貫徹法治理念，嚴格按

照憲法和基本法處理“一國兩制”下出現的問題 

制度經濟學派的先行者康芒斯在其《制度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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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一書中很深刻地談到，制度本質上即是“集體行

為對個體行為的控制、解放和擴張”。無論是作為

“顯性制度”的社會基本政治制度系統，還是作為

“隱性制度”的社會風俗禮儀和倫理規範，它們之於

人們行為實踐的基本意味不僅僅是控制性的行為規

範，還有自由激勵性的行為引導(行為解放)和行為擴

展。15 因此，制度對於群體時代下規範民眾的公共行

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本法作為“一國兩制”理

論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整個特區法律體系的基礎和

靈魂，其立法精神，就是要維護特區的穩定、繁榮、

發展及居民的安居樂業、長治久安。從基本法內容的

設計上看，除了規範特區的政治體制、經濟和社會事

務政策外，還增加了許多有關居民個人權利和自由的

條款，這些具體化的規定使得基本法在實踐中成為可

以實施的法律，並逐漸滲透到現代民主制度和法治的

各個環節，成為特區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想

要在民主化趨勢下，引導民眾的公共行為，讓民眾在

法律允許的範圍和界限內表達意見並確保基本法的

有效施行，就必須加強基本法宣傳，切實貫徹法治理

念，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規定處理“一國兩制”下

出現的問題，特別是對於基本法條文的理解爭議，應

該嚴格遵循基本法規定的方式和步驟予以解決。 

此外，中央政府、內地居民與香港、澳門兩個特

別行政區政府、特區居民要相互瞭解對方所實行的社

會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等，相

互尊重彼此在意識形態方面所存在的差異，相互理解

對方社會所倡導的社會核心價值。需要強調的是，香

港、澳門各界人士要尊重國家實行的政治體制，尊重

內地的司法制度。而基於基本法中有關港澳實行原有

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傳統的規定，中央政府和內地居民

也應充分尊重港澳的法律規則及法律傳統。與此同

時，內地居民需要不斷加深對“一國兩制”、特別行

政區制度的認識，而特區居民則需要不斷適應基本法

所訂定的這套全新的特別行政區制度。 

 

(三) 營造理性客觀的輿論氛圍 

在全球資訊爆炸的資訊時代，民意的形成、滙聚

和反映，離不開傳媒這個平台或渠道。傳媒肩負着發

佈資訊、傳遞民意和監督施政的重任，在西方國家更

被視為與行政、立法、司法有相同地位的“第四力

量”。因此，在特區，要確保基本法得以順利有效實

施離不開理性客觀、平和務實的輿論氛圍，它需要政

府以及作為“第四力量”的傳媒的同心協力。 

一方面，政府應該給予社會、傳媒寬鬆的自由輿

論空間；另方面，傳媒在處理報導時，則應秉持忠於

事實的最高原則，通過客觀報導，反映實際狀況以及

不同社會成員對政府、社會的不同要求、態度，及時

傳遞各利益主體的訴求。如果只為吸引讀者或其他目

的而存在刻意放大或激化矛盾，為反對而反對的心

態，很容易製造另一種敵我矛盾，淪為政治反攻而非

反映民意，進而偏離社會脈搏，出現以偏概全、反黑

為白的報道，甚至出現部分極端言論。當然，社會如

此複雜，出現部分極端言論並不奇怪，關鍵是社會主

流輿論採取怎樣的態度，如果主流輿論予以強烈譴

責，就會壓縮極端言論的活動空間，維持一個健康互

動的氣氛。此外，這同時也要求民眾秉持理性務實的

態度，參與公共事務時，多從一些有利於特區和諧穩

定的角度提出建設性意見和建議。 

 

(四) 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在吸收民意時，必須

以保障基本法的有效施行為前提 

在現代公共行政領域，政府的任何決策都必須以

民意為依歸，但在施行“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特區，還必須格外

強調維護國家統一、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

門的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這一主綫。眾所周知，特別

行政區的成立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澳門恢復

行使主權為前提條件的，因此，無論是在《中英聯合

聲明》、《中葡聯合聲明》闡明的中央政府對港澳基本

方針政策的各項規定中，還是在基本法規定的在港澳

兩個特區實行的各項制度中都體現得淋漓盡致。由此

可見，“一國兩制”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就是維護國

家統一、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的長期繁

榮穩定。因此，要確保“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得到全面貫徹落實，就

需要作為“一國兩制”法律化、規範化的基本法的各

項規定落到實處。因而，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需要以

保障基本法的有效施行作為吸收民意的前提。香港的

實際情況表明16，在可以預見的期限內，香港居民的

國民身份認同，還需要一段較長時間才能建立，民意

中不利於基本法順利和有效實施的諸多因素將不可

避免地存在。而在澳門，雖然素來有較為和諧的社會

氛圍，但是近年來出現的逢“五‧一”、“十‧一”

以及特區回歸日就必然出現遊行的現象中，我們也發

現，民意的強勢表達對於特區政府政策的制定也有不

容小覷的影響力。當然，政府的決策應該以民意為依

歸，但是對於民意中那些不利於基本法實施的因素，

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特區政府，都應該從特區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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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出發，堅定的維護基本法的權威，切實保障基本

法的有效施行。 

 

 

四、結語 

 

勒龐最早有效地闡明了“個人在群體影響下，思

想和感覺中道德約束與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衝

動、幼稚行為和犯罪傾向突然爆發”的實相，這無疑

“給予作為古典民主學說和關於革命的民主神話基

礎的人性畫面沉重一擊”。因此，在群體時代下，不

能盲目崇拜西方民主神話，把民意奉為圭臬，而是應

該對群體特徵有更加清晰的認識，對民意有更客觀理

性的判斷。在對民意的吸收問題以及在對民意與民主

關係的處理問題上，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則必須以保

障基本法的有效施行為前提。當然，民意與民主是密

切相關的，民主經驗的積累是成就有序、穩健和成熟

民意的必要條件。然而，需要正視的是，民主並非一

蹴而就的。因此，在特區應仍嚴格按照基本法的制度

設計逐步探索和推行適合港澳發展的特色民主路。現

階段，加強公民教育，逐步培育和鞏固“一國兩

制”、“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觀，

營造平和探討、不偏不倚、理性中立的輿論氛圍，嚴

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解決“一國兩制”實踐中遇到

的問題對於確保群體時代下基本法的有效施行仍十

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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