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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澳門和香港一樣，是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

政區，即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

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但為了真正

客觀理性地認知“一國”，適度而及時地瞭解中國國

情，有條件的人士認真補充一下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

淵源和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尊重，絕不

是多餘的事情。這不僅涉及對命運共同體與利益共同

體的感情調整，而且也涉及對當代基礎學科基本知識

的增補與進取。 

 

 

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地位、時代價值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不斷在實

踐和理論上進行探索，用發展着的理論指導發展着的

實踐。”“當代中國正經歷着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

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着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

而獨特的實踐創新。”1 其中就包括“一國兩制”偉

大構想的推出與成功實踐。 

中國是東方大國和文明古國。在中國長逾五千年

文明發展史上從不缺少以改革社會、促進文明為己任

的大思想家、大改革家，從不罕見時代偉人睿智過人

的政治智慧和導致改天換日、拉動生產力提升的重大

發明創造。中華文明的吸納、包容能力之強也是舉世

聞名的。一百多年前，代表人類最新最高理論成果的

馬克思主義傳來中國，1917 年蘇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

驚醒東方各民族，也為苦苦探索救國救民之道的中國

先進分子指明了奮鬥目標和前進方向。馬克思主義特

別是作為其哲學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

義認識論，讓中國人認識到在改變舊制度、創造新世

界的歷史長河中，要想遠航成功，必須有軟硬兩種實

力支撐，擁有足以征服狂風惡浪的堅船利炮重要，掌

握社會發展規律、懂得鬥爭策略同樣甚至更形重要。 

馬克思主義(Ｍarxism)是 K‧馬克思和 F‧恩格斯

一個半世紀前創立的學說體系。1848 年他們正式發表

的《共產黨宣言》是其進入成熟化的標誌。作為馬克

思主義奠基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這種新型社會制

度──社會主義當之無愧的總設計師。馬克思主義是

19 世紀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大制高點，它有三個主要理

論來源、三個主要組成部分、三大認知規律。 

其主要理論來源是德國古典哲學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English 

classical politicoeconomics)，和英法空想社會主義

(English-France utopian socialism)。作為完整的科學體

系，它包含三個主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哲學

(Marxist philosophy)、政治經濟學(Politicoeconomics)

和科學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它們構成一個

相互關聯的有機整體。“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認識

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主要特徵是科學性

和革命性的結合，理論和實踐的統一。2  

馬克思主義哲學亦即通常所講的辯證唯物主義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和歷史唯物主義 (historical 

materialism)。“辯證唯物主義是關於自然、社會和人

類思維發展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學，沒有歷史唯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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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就不可能有對社會和人類思維，甚至自然的真正

科學的理解，也就不可能有完整的辯證唯物主義。”3

馬克思主義哲學倡導的認識論、方法論三大基本規律

是：對立統一規律(Law of unity of opposites)；質量互

變 規 律 (Law of mutual change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否定之否定規律 (Law of negation of 

negation)。這三大定律幾乎可以涵蓋社會現象和自然

現象的方方面面，其中，對立統一規律更是辯證法的

認識基礎，體現求同存異、互利共贏理念的“一國兩

制”正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一次創造性成功實踐。 

歷史雄辯地證明，馬克思主義儘管誕生在一個半

世紀有多之前，但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它是科學的理

論，有着無可比擬的強大生命力。馬克思主義是科

學，也是行動綱領，是奮鬥目標，也是實踐規律。它

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人類智慧的提升，但它不應

也不可能終結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知。“馬克思主義

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發展的普遍

規律，為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指明了方向；馬克思主義

堅持實現人民解放、維護人民利益的立場，以實現人

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和全人類解放為己任，反映了人

類對理想社會的美好憧憬；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事物的

本質、內在聯繫及發展規律，是‘偉大的認識工

具’，是人們觀察世界、分析問題的有力思想武器；

馬克思主義具有鮮明的實踐品格，不僅致力於科學

‘解釋世界’，而且致力於積極‘改變世界’。”4 

馬克思主義的開放性、包容性、創新性、普適性超出

近二百年來任何一種理論體系的影響力。“在人類思

想史上，還沒有一種理論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人類文

明進步產生了如此廣泛而巨大的影響。”5 

當然，也不應忘記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形成、成

長、成熟過程一向伴隨着激烈的批判再批判、鬥爭再

鬥爭。唯物史觀證明，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及

延續 74 年之久的蘇俄社會主義制度，是科學社會主

義的一場重大實踐，由於內外多種因素疊加特別是內

部的非理性蛻變導致前蘇聯走上亡黨亡國之途。毫無

疑問，其初期成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次成功，其後期

失敗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次挫折。這是有待政治家、

思想家以及歷史學家進一步總結的一大課題。 

在擁有五千年東方文明豐富積累的中國大地

上，為推翻舊制度和內憂外患付出過巨大代價，奪取

政權後初期為探索發展道路亦交出過不輕的學費。但

肯於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肯於堅持中國獨特國情，

最終畢竟找出並走上一條真正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成長、完善之路。一個人口逾 10 億、國情十分複雜

的發展中大國歷經逾 30 年奮鬥一躍成為經濟總量超

10 萬億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均 GDP 達至中

等收入國家高位(8,000美元)，期間脫貧人口逾 7億(佔

全球脫貧 80%)，實現由普遍貧困經一部分先富達到

初步共同富裕，提前 35 年完成鄧小平“三步走”規

劃中第三步預期宏偉目標，從而站在比任何時期都更

接近民族偉大復興的時空。這表明在一個人口、面積

均超越歐盟 28 個國家之和、國情之複雜超越世界上

任何角落、任何國家的東方大地上發生的巨變，業已

並繼續改寫着人類文明進程。 

 

 

三、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理解、正確踐行 
 

“新形勢下，堅持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是堅持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

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活的靈魂。馬克思主義

是隨着時代、實踐、科學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

論體系，它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闢了通向真理的

道路。”6 在世界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

樣化、社會信息化的 21 世紀，在進入“一國兩制”

開始全面驗證的歷史新時代，倡導適度加深對中國國

情包括中共建黨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的認知，絕不是

多此一舉，而是有益有建設性的必要選項。以下簡要

地回應一下幾個相關認知問題。 

其一，包括馬克思主義奠基人在內的歷史偉人，

其基本屬性都是人而不是神。人們尊重歷史偉人、信

仰他們所創立的學說，是因為可以從他們的人格和學

說中汲取營養、懂得發展規律，從而走好自身的文明

健康發展之路。任何脫離所處歷史階段和社會實際對

偉人求全責備都是不應該、不必要的，也是不公正的。 

其二，一部完整科學理論體系的驗證必須做到：

一是從各國各民族社會實際出發，二是不可墨守常規

而要與時俱進。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的整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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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

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

法。”7  

其三，科學社會主義要創建的是新型社會制度，

在其史無前例的實踐中難免要走彎路、多交一些學

費。一旦遇險受挫不外兩種選擇：或者轉入消極失

望、不知所措，或者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重新上路。

兩種不同取態導致兩種不同結果。 

其四，提升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認知和尊重，任

何情況下都不意味着對中華文化悠久傳統的忽視和

背離。博採眾長、外為中用向來是中華民族成長、發

展過程中成功之處，反之，一旦閉關自守、自鳴得意，

則必受懲罰。 

其五，仍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當代中國，不僅

生產力發展同發達國家還有明顯差距，在政治領域文

化領域亦有諸多不健全、待完善之處；不僅有貧富差

距越拉越大、生產關係複雜化，而且存在制度建設缺

口和文明踐行的低位。 

其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符合中國社會現實。

發展是人類面對的長效主題，落後階段要立志發展，

擺脫落後之後仍要堅持發展。改革開放令中國面貌大

變，但初級階段的帽子還摘不下來；過去沒有家底時

不能左傾冒進，現在略有家底，依然不容大手大腳、

急功近利，堅持實事求是、韜光養晦似乎仍然重要。 

其七，馬克思主義像任何被公認的科學理論體系

一樣並沒有終極對客觀世界、客觀事物的認識。能否

適應形勢發展及時作出與時俱進的創新，這是對當代

馬克思主義者的考驗。 

其八，馬克思主義與古老東方文明的結合，在 20

世紀末達到爐火純青、令人震撼的新水平，其突出標

誌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如日中升。 

總之，正如鄧小平所講，“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

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

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

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我們多次重申，要堅持馬

克思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馬克思主義

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

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8 

 

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認定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

上迄今最壯觀一頁絕不過分，說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

化、東方化、時代化亦順理成章。不管少數人士願意

不願意、喜歡不喜歡，這個可以稱之為中國現象、中

國進程、中國思維的巨變，其說服力與震憾性歷史罕

見，有份見證並參與這項歷史進程，更是當代中國人

的極大幸運。 

 

 

四、中國國情、中國認知 
──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認證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堅持理論創新，正確回答

了甚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甚麼樣

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甚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

重大課題，不斷根據新的實踐推出新的理論，為我們

制定各項方針政策、推進各項工作提供了科學指

導。”9 鄧小平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便明確指出：“我

們建設社會主義，準確地說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這樣才是真正地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我們歷來

主張世界各國共產黨根據自己的特點去繼承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離開自己國家的實際談馬克思主義，沒

有意義。”“搞社會主義一定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辯

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概括

的實事求是，或者說一切從實際出發。”10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階段性成功為中國人

改變命運、實現由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歷史性

蛻變奠定了牢固基礎，同時也令當今全球範圍內的開

明學者、政治家不得不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的重新定

位和時代價值。中國的成功在於堅持從中國國情出

發，緊緊抓住中國社會實際，堅持對人對事的實事求

是認知，堅持改革開放與敢走新路的創新意識，相信

不久將來人們會看到升級版政治經濟學、升級版馬克

思主義哲學和升級版科學社會主義──關於中國道

路、中國模式的全面深刻詮譯。其實，中國成功經驗

初步框架業已出現，那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 

必由之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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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指導黨和人民沿着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理

論，是立於時代前沿、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

度保障，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

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11  

當代中國迅速和平崛起令人信服地表明： 

其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承前啟後、繼往開

來，同時肯於自我完善、與時俱進的社會主義； 

其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是開放型社會主義，

又是創新型社會主義； 

其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符合中國國情和東方

文化傳統的社會主義； 

其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

辯證唯物主義科學認識論並遵循普遍發展規律的社

會主義； 

其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推行“和”文化，倡

導互相尊重、平等交往、互利共贏並承諾永不稱霸的

社會主義； 

其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人類文明史上創造奇

蹟最大、改變面貌最快的社會主義； 

其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堅持二元經濟與二元

社會的國情，不迴避現存矛盾並力求以客觀理性思維

加以回應的社會主義； 

其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最正統、最權威

的社會主義。12  

為了實現第一個“一百年”即“中國夢”的階

段性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共十八大以來，

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並積極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

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總體

佈局，形成並積極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佈局。

“‘五位一體’和‘四個全面’相互促進、統籌聯

動，要協調貫徹好，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建設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生態文明、

和諧社會，協同推進人民富裕、國家強盛、中國美

麗”。13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國 67 年來的發展，特別是實行改革開放新政 38 年

來，國家面貌的巨變，令人信服地證明對“中國特

色”的客觀認知是歷史經驗總結，對它的強調意味着

對馬克思主義的尊重，意味着對中國獨特國情的堅守

和對當今時代發展規律與要求的科學回應。 

 

 

五、“一國兩制”──典型的中國特色、 
成功的中國創新 

 

“面對新的時代特點和實踐要求，馬克思主義也

面臨着進一步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問題。馬克

思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闢了通向真理的道

路。”“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

來，結合新的實踐不斷作出新的理論創造，這是馬克

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14 

鄧小平 30多年前早已認定：“如果‘一國兩制’

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

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

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15 實行“一國兩

制”的特別行政區或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

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東方化、時代化的一大

突出標誌，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創新。作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劃時代創新成果，實行“一

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是社會主義中國依憲依法建

立的新型地方行政區域；是由社會主義國家中央政府

直轄的地方政權；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央政府直接管理

外交、國防事務的地方；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央政府行

使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委任權並接受定期述職的

地方；是社會主義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負責對其立法事

務實行監督的地方。特別行政區是中國主權下、維護

國家核心利益下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的地方，是作為國家一級行政單位享有高度自治權包

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和獨立司法權、終審權的地方

行政區域；當然也是傳統優勢和“一國兩制”優勢疊

加，發展潛質與發展空間十分集中與突出，居民基本 

 

 



《“一國兩制”研究》2017 年第 1 期(總第 31 期) 
 

- 30 - 

權益保障充分與愛國愛區核心價值觀穩定提升的新

型政權構成和新型社會生態、新型發展模式，其居民

絕大多數與全國人民構成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的

地方。 

總之，特別行政區是在“特”、“新”兩個字上

大做文章的地方，是探索和驗證國際政治發展史上以

至人類文明史上力度最大、影響最深的大變革、大創

新。這裏在政權平穩過渡、順利交接後開啟的新天

地、新模式，其理論價值與實踐價值均不容低估。 

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之初，“一國兩制”偉大構

想正式定型推出後便引起全球性轟動。世紀之交香

港、澳門正式回歸，“一國兩制”作為基本國策進入

全面實踐迄今已近 20 年，其創新性質與正面形象已

逐漸為國人和世人所熟悉、所認同。實踐是真正檢驗

真理的惟一標準。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活生生的現實

有力地證明： 

其一，“一國兩制”是當代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基本國策，其驗證成效事關國家核心利益； 

其二，“一國兩制”是推進國家和平統一、實現

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戰略安排； 

其三，“一國兩制”是與國家主體部分實行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同步構成的殊途同歸、異典同工； 

其四，“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最具代表

性、最典型、最現實的集中展示； 

其五，“一國兩制”是符合當代特別行政區居民

意願、利益與要求，同時也代表全國各族人民長遠利

益與共同期盼的關鍵性舉措； 

其六，“一國兩制”是現代社會主義認同資本主

義合理存在前提下對其利用、改造、駕馭，使之為我

所用、為我服務的成功演練； 

其七，“一國兩制”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

主義認識論方法論的重大突破； 

其八，“一國兩制”是科學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

正確而必然的選擇。 

因而，認定“一國兩制”是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

思主義哲學特別是其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與時俱

進與劃時代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東方化、時

代化歷史進程的一項典型標誌，毫不誇張，當之無愧。 

“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

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16 “一國兩

制”它為世紀之交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預見性、普

適性提供了絕佳的佐證。這場在理論、制度、觀念等

領域體現多重創新的馬克思主義實踐，鎸刻着十分顯

眼的中國印記，閃現出東方文明的光芒。這是史無前

例的求同存異、互利共贏，這是令人震憾的對立統

一、質量互換。事實勝於雄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東方化、時代化節節勝利推進的大局下，任何靠外國

干預勢力奶水長大或本土滋生的攪事之徒意欲逆歷

史潮流而動、挑戰國家主權和中央管治權威，都是以

卵擊石、蚍蜉撼樹；任何失據失真的辯解、反彈、對

抗，都顯得十分蒼白乏力，無以立足服眾。 

 

 

六、“一國兩制”實踐在途中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實踐發展

永無止境，我們認識真理、進行理論創新就永無止

境。”“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把馬克

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點緊密結

合起來，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不斷把馬克思主

義中國化推向前進。”17 

特別行政區成功開局，“一國兩制”科學性與生

命力受到驗證，面對“一國兩制”實踐的新形勢、新

任務，要有新思維新行動。雖然前行之路漫漫，可能

會繼續遭遇質疑與挑戰，但真理不怕辯論，邪不壓

正、邪必歸正。對於明目張膽鼓吹“去中國化”、“港

獨”、“民族自決”一類對抗行為，事關大是大非，

且直接違反基本法，絕不宜聽之任之，不可養痈為

患。2016 年 11 月 7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關於

《香港基本法》第 104 條的解釋，代表了包括香港同

胞在內的 13億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劃出了“港獨”

是任何情況下不容觸碰的紅綫。澳門特區表面上穩定

祥和，但對同樣性質的暗流湧動也不容掉以輕心。人

們也不會忘記，每當澳門有重大政治活動時，香港極

端民主派的代表性人士往往不請自來，千方百計試圖

橫加干預。為確保新形勢下“一國兩制”實踐不走

樣、不變形，除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要嚴陣以待、認

真防範外，各界居民不失時機地加強自我教育、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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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顯然也是做好應對防範的時代要求。以下是一

些對“一國兩制”表面化、簡單化的不到位認知，作

為特區居民，應正確理解“一國兩制”的深刻內涵。 

其一，“一國兩制”的一個核心內涵是保護資本

主義，而香港、澳門是資本主義世界一部分。這顯然

是一種表面化或隨意化理解，首先，“一國兩制”核

心內涵是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捍衛國家核心利

益，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為此，當然要保持原有

資本主義即香港、澳門特區的原有資本主義社會制度

和生活方式。說香港、澳門與世界資本主義保護私有

制天經地義有共同性一面是成立的，但特別行政區成

立後說它們屬於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無論在政治上還

是文化上都是不成立的，因為特別行政區是社會主義

國家中央政府屬下的新興政權，其最終發展前景是同

國家主體部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殊途同歸、異曲同

工，兩地之間也是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 

其二，要用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影響大

陸。香港、澳門作為較早進入發達階段的資本主義社

會，無疑也較早接觸到以西方發達國家為開端的人

權、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博愛等所謂“普世價

值”，這也是兩地一項發展優勢，應該珍惜。但同時

也應懂得，人類文明演進只有幾千年歷史，迄今任何

國情下任何制度，都遠未達到完美無缺地步，重視自

身成果也要尊重別人發展進步。這是其一，其次，更

應理解，進入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發展階段，廣

大居民尤應培育、捍衛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為內涵的

新型核心價值觀。 

其三，“‘一國兩制’是你們香港、澳門的

事”。這項判斷有一定合理性但欠準確全面。“一國

兩制”表面上看是僅在特別行政區實施，但它作為一

項基本國策，同時也要求全國人民都要理解、支持，

正如基本法屬全國性基本法律，全國人民都不可違反

基本法一樣。這同基本法要求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

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澳門特別

行政區依照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第 22 條)，是不

同性質的問題。 

其四，“港人”、“澳人”可以不是中國人。言

外之意是在國家認同、民族認同上可以持模糊概念，

這其實是一種消極甚至是扭曲了的心態。基本法規

定，非中國籍居民亦可成為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即廣義的港人、澳人，但這些人在人口結構上恐永遠

難以取代中國公民成為特區主體居民，這是其一，其

次，這些人也永遠不能成為具體的治港港人或治澳澳

人，因為特區根本大法──基本法早有排除性明確規

定。作為特區居民中的中國籍居民即本地華人，不管

你手上持有外國旅行證件與否，都不宜在嚴肅的公民

身份上同其他外籍人士相比，特區成立後國家不要求

其他居港、居澳非中國籍人士改變國籍歸屬理應看成

是對其一種特別照顧，而堂堂有生理遺傳基因和文化

基因的人士即使對大陸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也不宜動

搖自己的民族身份。 

其五，港澳是高國際化、高多元化社會，對國家

認同、民族認同有保留不違基本法。國際化多元化程

度高是特區一種優勢，要適度開發利用，但這絕不能

成為背離國家、數典忘祖的借口。國家認同、民族認

同、文化認同，這是居民公民素質、公民意識反映，

也是政治發展、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認知程度可

有不同，但完全不認同則必然同近期有所公開化、表

面化的分裂國家行為，即“台獨”、“港獨”等走在

一起，這是極為危險的行為取向，因而也是對基本法

的一種變相背叛。 

其六，實行“一國兩制”我們港澳人不吃虧。這

是一種十分狹隘的認識。不錯，為了正確實踐“一國

兩制”，國家為特別行政區提供了多方面優惠安排。

譬如港澳都是發達地區，但基本法規定國家不在特區

徵稅，這是國際上罕見的特殊安排。只要有利於特區

長遠發展，國家都會盡量給予支持。事實有力地驗

證：國家好，特區更好，特區好，國家亦好。因為雙

方是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作為特區居民，應該

站高一點、看遠一點，這是當代特區人的幸運，故應

心懷感恩、知恩圖報。 

其七，台港澳同屬資本主義制度，我們要讓大陸

人向我們學習。毫無疑問，港澳與台灣有着不少共同

性：首先，三者都屬於“九二共識”所強調的一個中

國，三地主體居民都是中國人；其次，在當代三地經

濟發展都曾達到一個不低的國際水平；再次，三地迄

今均非屬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制度。這都是事實，然

而，三地之所以分別走過同大陸不同的發展道路，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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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歷史因素也有人為因素，中年以上的人士絕大多數

記憶猶新。三地在制度上同大陸有差異，也勿庸迴

避，兩岸四地同屬一家人，生理血緣基因和文化基因

使互相之間的聯繫紐帶無法分割，更何況近 30 年中

國大陸的巨變一再改寫了人類文明進程。除了極少數

人別有用心之外，絕大多數四地同胞之間沒有理由互

相排斥、互相指責，而應實實在在地堅持求同存異、

互利共贏，認真做到既互相尊重、互相學習，也互相

包容、互相認同，何樂不為。 

其八，大陸這些年變化很大，但遺憾的是自由度

不高。這同樣屬於一種表面化簡單化認知。自由也

好，民主也好，都是一種抽象政治詞滙，對其理解、

判斷同樣要堅持務實理性、實事求是。港澳台三地由

於受西方影響較深，作為國際化指標，其社會自由度

不低，開放性、包容性也較高，構成其自身發展優勢

理應珍惜發揚。中國大陸在開放性、自由度等方面雖

有很大發展進步，但確確實實仍在不斷完善過程中，

這不僅是政治制度的不同所使然，而且也需從國際上

罕有的複雜國情尋求原因。尤其重要的一點是，自由

度高和正確維護自由度是兩回事。像 3 年前台灣的

“太陽花事件”、香港的“佔中事件”以及司空見慣

的社會亂象，令經濟民生受阻、國際形象受損，不受

其利反蒙其害，這恐怕也是相當多的人迄今未能深刻

總結好的一件事。 

 

 

七、“一國兩制”正確實踐要不忘初衷、 
固本求源 

 

“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

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

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18 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制度，歸結起來，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代中國的

成功創新，進一步將之歸結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東

方化、時代化的生動驗證，亦具有不容低估的厚重理

論支撐。其中，初見成效、初顯雄威的“一國兩制”

事業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大奇葩，它使全球目光

看到一種可以集成兩大社會制度優勢於一身的新型

發展道路，看到制度的優化與理論的創新永無止境，

看到實踐再實踐、創新再創新的文明進程永無止境；

看到和平崛起中的中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無限

創造力、凝聚力。儘管未來征途依然會有風有雨，來

自內部與外界的挑戰和抗衡永遠不容低估，但依理前

行、依法前行的決心與信心也永遠不能動揺，因為

“一國兩制”因包容而厚積、因交流而繁榮、因互鑑

而升華、因創新而趨前、因“雙正”(正確理解、正

確實施)而成熟。作為生活在特別行政區的中國公

民，有份見證如日中升、方興未艾的“一國兩制”事

業，我們深感幸運與自豪，正因為如此，我們不應放

慢前進腳步、不應放鬆對深層次理論問題的思考。 

 

 

 

註釋： 
                                                 
1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 年 5 月 18 日，第 02 版。 
2 《中國大百科全書》(精粹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年，第 991 頁。 
3 《中國大百科全書》第 15 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年，第 15-184 頁。 
4 同註 1。 
5 同上註。 
6 同上註。 
7 習近平：《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五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 年 7 月 2 日，第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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