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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祖國永遠在心中 
 

兩個特別行政區近 20年驗證表明，“一國兩制”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核心內涵，不僅具有廣

濶的可行性、適用性，而且也具有超常的競爭優勢和

無與倫比的開發潛質；不僅具有制度上的科學性、生

命力，而且也伴隨出現理論上的創新性、開拓性。以

澳門特區為例，17 年實踐歷程被視為成功樣板，“愛

國愛澳核心價值深入人心，特別是在貫徹落實‘一國

兩制’、基本法、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方面樹立了榜

樣。” 1 在“蓮花寶地”、“成功熱土”上構建的

“一國兩制”舞台正繼續上演同名好戲、大戲。 

正確處理“一國”與“兩制”關係，即正確處理

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更是重中之重。近年隨着香

港“一國兩制”白皮書的發表，隨着憲法權威地位的

強調，特別行政區廣大居民對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與確保特別行政區長期繁榮穩定之間關係

的理解正逐步加深，愛國愛澳意識則保持常態高位水

平，愛國的核心價值與內涵越加清晰明確。特別行政

區廣大居民，同步認真關注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和自

身核心價值的調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統一獨立

主權國家的尊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及其倡導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尊重、對中央人民政府的尊

重、對國家憲法及國體政體的尊重、對國旗國徽國歌

等國家標識的尊重、對國家通用語言及文化傳統的尊

重，都應毫不猶疑、身體力行，而且要世世代代、薪

火相傳。 

改革開放 38 年來中國的和平崛起已令普羅大眾

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社會制度的理解、體驗面

對轉軌調整新契機。2016 年是中國落實“十三五”規

劃、實現第一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攻關階段的起步

年。在全球經濟復甦乏力、繼續不景形勢下，中國仍

然是全球發展的領頭羊，GDP增長 6.7%，位列所有

大型經濟體之首，經濟總量達 74.4 萬億人民幣(逾 11

萬億美元)，近一步拉大同後續國家的距離。2011-2015

“十二五”期間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年均貢獻率為

30.5%，居全球之首，“十三五”開局的 2016 年達到

33.2%仍居首位。2 毫不誇大地講，中國發展如今已

在量和質兩方面同時加速：推動全球減貧，按世界銀

行 2011 年標準 1981-2012 期間中國共減貧 7.9 億，佔

全球同期比例高達 71.82%；創新方面，2016 年中國

科技進步貢獻率增至 56.2%，發明專利位列世界第

一；孕育商機，未來 5 年，中國將進口 8 萬億美元商

品，吸引外資 6,000 億美元，對外投資 7,500 億美元，

資金流向構成正順差。3 

中國作為當代最大發展中國家，其快速發展不僅

對詮釋社會制度具有不可取代的特定價值，而且也為

佔人類總人口 3/4 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待發展國家實

現跨越式發展作出了積極指引，甚至也促進全球性的

平等、尊重、互利、共贏新型國際關係注入越來越大

的動力。 

進入改革開放新政 38 年來由於方向明確、舉措

對頭，中國綜合國力和社會面貌的深刻變化令世界為

之震憾，但我們仍處人均國際水平低位，還有很多障

礙需要面對，因而繼續保持一個客觀理性、清新務實

的頭腦，是一項永不過時的要求。“我們比歷史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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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

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4 這

讓海內外全體中國人深受鼓舞與激勵，作為受益面最

大、體會最深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我們更應感同

身受、心悅誠服地以作為當代中國人為榮。 

 

 

二、“姓資”、“姓社”有待進一步 
加深理解 

 

“澳門特別行政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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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澳門基本法》在總則第 5 條作出的明確

規定，十分重要也十分關鍵，同時也體現國家根據憲

法第 31 條授權作出的莊嚴承諾。但如何正確理解甚

麼是社會主義、甚麼是資本主義，還需要從源頭上加

深了解與認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當代最基本、

最具代表性的兩大社會制度，前者強調“公”即公有

制，後者強調“私”即私有制；前者強調“一公二

共”，即強調經濟基礎以公有制即國有經濟為主體、

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逐步達致共同富裕，在上

層建築以工人階級政黨共產黨為執政黨，公權力由共

產黨為主體來行使；後者強調“一私二資”，即經濟

基礎是私有制，財產私人佔有天經地義，神聖不可侵

犯，在上層建築由資產階級或其政黨掌控國家公權

力。 

改革開放前，為探索社會主義發展規律我們國家

曾經走過彎路，過分強調生產關係的“一大二公”，

以至於“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

樣匪夷所思的口號都曾佔據過媒體導向前沿。總結好

歷史經驗可令人變得更聰明更清醒，中國當代發展史

十分清晰地表明，“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

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有講有

科學根據的新話才能反映新的情況，解決新的問題，

只有用發展了的理論才能指導變化了的實踐”5。社

會制度作為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項基礎性驗證指標，也

同樣是一個動態發展概念，它不可能被簡單化、絕對

化地加以理解，迄今現存的兩大基本社會制度都非十

全十美，也永遠做不到人人都能滿意的十全十美，都

有繼續完善、主動完善、自身完善的客觀需要。 

作出上述認定並不否認現代資本主義無論在經

濟發展、民生改善、制度建構、文化普及等方面的成

功積累，在相當長時期內仍有競爭力、仍有不容低估

的實力，也同樣不能否認社會主義經 20 世紀 90 年代

初的震盪已傷筋動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快速推進過

程中一方面巨大成效令人嘆為觀止，而另一方面舊社

會、舊制度、舊文化的負面影響仍會長期存在，總體

二元性質的國情特點仍會長期伴生，同樣不容忽視並

應予正確對待。 

綜觀 21 世紀世界版圖，兩個體量最大的國家中

國和美國，它們一進一退、一舉一動無不代表着當代

國際形勢的演變和人類文明的積極啟示。中國經 38

年改革開放成功崛起，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最大

的發展中國家，更是當代社會主義當之無愧的代表；

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發達國家，近百年來特別是二戰後

它佔據政治、外交、軍事、文化等諸多領域的霸主地

位，說它是西方現代資本主義代表亦理所當然。兩個

國度、兩種制度、兩大主義、兩大文明體系還在對話

對接、對壘對決，不僅依靠幾個世紀積累的實力，而

且也越來越多地啟動傳統文化與核心價值等軟實力。 

選擇哪一種社會制度、選擇哪一種發展方式，應

由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各國人自行作出決定，其他國

家無權說三道四、指手劃腳。一個國家的政權穩定、

經濟繁榮同社會制度及其執行到位率直接相關，其

中，政治力求勵精圖治、國泰民安，經濟確保繁榮富

強、豐衣足食，文化強調自強自立、自主自信，是任

何國家任何時代不能放鬆的發展要求。對於我們自己

國家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發歷史性巨變以及開

創橫跨基本社會制度樊籬的“一國兩制”新型發展

模式，我們理所當然擁有足够勇氣和信心堅定地加以

維護。 

人類文明進入 20、21 世紀之交的一個最大特點

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傳統社會制度本質與特

徵、優勢與制約的展示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凸顯，其

中分別代表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大發達國家美國和代

表社會主義理念與希望的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之間

的此長彼消、此消彼長進程尤其令人目不暇接。孰好

孰差、孰優孰劣，即使尚不可簡單化、一廂情願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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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肯定與否定，但力量與影響繼續一天天地向某一方

傾斜已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不爭事實。 

其實，早在 60 多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

周恩來總理就代表中國政府明確地提出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

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如今這些規範與指

導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基本關係的重要原則，業已成

為聯合國認定的當今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在和平與發

展繼續成為人類文明進步主旋律的今天，中國方案

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因為“宇

宙只有一個地球，人類共有一個家園。讓和平的薪火

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

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

應有的擔當。”6 

事實勝於雄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基本社

會制度的對壘對抗依然是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的

時代課題，但和則兩利、鬥則兩傷已成全球政界、財

界、文界的普遍共識。推進和平競爭、公平公正、互

相尊重、互補優勢、共同受益的發展進程，不僅是兩

大具不同制度、不同發展模式代表性的國家應有的定

位取向，而且也應是所有國家所有民族的一項最佳最

優選擇。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

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最根本的是要發展社會生產

力”，“社會主義優越性最終要體現在生產力能夠更

好地發展上”，“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

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

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7 

講社會主義實踐，當今最佳甚至惟一有效示範實體就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國成功實踐業已由中共十八

大全面總結為由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三位一體構成

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踐、

理論、制度緊密結合的，既把成功的實踐上升為理

論，又以正確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還把實踐中已見

成效的方針政策及時上升為黨和國家的制度。所以，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論體系、制度

上，特就特在其實現途徑、行動指南、根本保障的內

在聯繫上，特就特在這三者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偉大實踐上。在當代中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8 

在特定歷史背景和社會現實下，伴隨改革開放時

代大潮的興起，中國決策者不失時機地推出“一國兩

制”偉大構想，並經由法制化加以定型後交由新興特

別行政區全面實踐。如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

事業中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

區的存在與發展，在國際範圍內十分顯眼。近一二百

年來曾長期勢不兩立、互相為敵的兩大基本社會制

度，居然可以平等、和諧地共生共存於特別行政區，

這實為特色中的特色、創新中的創新。可以毫不誇大

地說，這是人類政治文明的一項劃時代突破進展與里

程碑式標誌。 

 

 

三、擴大實踐成效──特別行政區政府與 

居民的時代承擔 

 

此時此刻，當“一國兩制”實踐已經取得眾所周

知、有目共睹成效的新形勢新常態下，幾方面基本認

知的強調似乎仍有必要性與迫切性。 

一是維護“一國兩制”作為基本國策歷史定位

的初衷。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競爭、競存的當代時

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發展中國家肯於在自己

歷史地位較為特殊的局部版圖上推出在一個不短歷

史時期內保持其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國策，國家

希望並要求這項史無前例的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實

踐能做到不變形不走樣不動搖，即在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的同時確保特別行政區長期繁榮穩

定。這既是國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特別行政區居民

和全國人民基本福祉所在，“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50 年不變，這些都

是集中體現國人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的核心要

素，常然也是迄今任何制度、任何時代不曾有過的關

懷最大化、期盼最大化。令人不安甚至擔心的是，由

於利益趨動和理念欠缺，特別行政區範圍內仍不時有

人以身試法、興風作浪，矛頭對准新興政權，甚至意

欲挑戰國家管治權威。在表面上似乎暫時風平浪靜的

澳門，絕不可放鬆警惕、喪失應有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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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堅守求同存異、對立統一認識論。資本主義

其萌芽狀態可以追溯到五百年前，現代資本主義逐步

建立也約有兩百年之久，而社會主義作為新興思潮興

起只有 1.5 世紀，作為制度建立剛剛一百年。資本主

義制度的建立經歷了多次與封建專制度復辟的較

量，社會主義制度成長過程也伴隨過分裂甚至解體。

進入 21 世紀，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

化、信息網絡化繼續深化，代表兩大主義、兩大基本

社會制度的中國和美國，無論是國內事務還是國際關

係一舉一動、一進一退無不成為人們驗證制度優劣的

風向標。一方面，雙方之間有鬥爭、有矛盾、有理念

與利益衝突，這恐怕一百年後也不會消失，另一方

面，雙方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員，相互之間又是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為依存、互為補充。所以，中

美兩大國作為不同社會制度的代表性載體，從高端決

策層到普通居民，也都有必要強化平等、尊重、包容、

合作思維，盡量多懂一點求同存異、對立統一的辯證

認識論。21 世紀理應成為和平與發展主導的世紀，不

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公民平等相處、互補有無，

建立新認知新文明的世紀。 

三是培植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東方智慧與

“和”文化。天人合一、和而不同，這是中華傳統文

化和東方哲學的一個核心思維，也是中華民族生生不

息、自強自立五千年的生存體驗。西方世界近二百年

來強調自由、平等、博愛，強調人權、民主、法治，

毫無疑義有其不可取代的歷史進步性，這中間實際上

也有東方“和”文明、“和”哲學的積極因素。由中

華民族開拓、積累的東方文明和東方發展哲學，其理

論的基礎性、實踐的普遍性更值得深挖深耕、系統開

發。其實，體現求同存異、互利共贏、對立統一等價

值觀念的“一國兩制”，就正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

的一項大跨度、高密度的成功創新，它業已開啟了一

個全新社會生態、全新發展模式、全新文明程式。全

體中國人都應花一點力氣理解它、吸納它，生活在特

別行政區的中國人更應守家在地、現身說法去接受

它、研究它、提升它，“一國兩制”理論在未來年代

進一步大幅升值將是可以預期的事。 

四是理解作為殊途同歸、異曲同工辯證思維的嶄

新創新。實行“一國兩制”並非同國家主體部分實行

的社會主義制度脫軌，而是緊緊圍繞宏偉中國夢有序

實現的特事特辦； 

實行“一國兩制”並未也不可能對國家主體社

會主義事業構成傷害，而是社會主義利用、改造、駕

馭的資本主義成功演示； 

實行“一國兩制”並非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原則，而是新形勢新時代新國情新世情下歷史唯物主

義、辯證唯物主義的創造性嶄新實踐； 

實行“一國兩制”並非違背東方文明核心價值

與中華悠久文化傳統，而是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的高

智商選擇； 

實行“一國兩制”並非同本地居民和國人願

望、利益相抵觸，而是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利益共

同體的擴大化。 

故此，認定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成功創造，認定“一國兩制”

事業及理論是當代馬克思主義一項大膽突破，是倡導

兩大社會制度，以公平競爭求繁榮穩定、以理念創新

求發展提速、以合作包容求共同進步，最後達至美美

與共、天下大同、盛世共享。這是人類文明的一次歷

史性跨越，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深度理解，是主宰命

運、提升智慧的現實演練。 

五是不忘堅持對“原有資本主義”的立法初

衷。已由基本法加以規範化的“一國兩制”一項重要

內涵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

年不變”。這清楚不過地表明澳門特別行政區要保持

的並非泛泛的西方資本主義，既不是美國為代表的壟

斷資本主義，也不是西歐葡萄牙式的資本主義，而是

同葡萄牙有一定關聯、主要由本地居民開發開拓的具

本地特徵的土生土長澳門資本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既

有強調私有制、符合現代資本主義共同規律的一面，

又有強烈的中華文化傳統和東方文明價值的另一

面，譬如，在澳門不管是白手起家還是繼承祖業，企

業家幾乎都有一個還富於民、守望相助的好傳統。當

然，不能不承認的另一個特點是受制於結構特異、規

模偏小、社會發育欠充分，澳門也是一個經濟與社會

兩大領域發展空間受限的資本主義，或者說仍未擺脫

初級階級的資本主義。故深入落實“一國兩制”，既

要時刻不忘國家核心利益，也要注重切實從澳門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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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堅持澳門社會現實，就要對自身的區情社情做

到精準把握。 

六是及時做好對現行特別行政區制度認知的補

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澳門特

別行政區制度，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

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

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澳門基本法》的規定為

依據。《澳門基本法》總則第 11 條這項原則性規定清

楚不過的表明，在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

無論政治、法律、經濟、民生、文化、社會以及對外

事務，並非樣樣都要遵循原有資本主義，這是因為在

特別行政區既要維護憲法權威又要把基本法作為最

高法加以遵循，即使原有不抵觸《澳門基本法》的法

律法規隨時間推移也要在實踐基礎上予以修訂完

善。當前的特別行政區業已進入“一國兩制”第一個

“50 年不變”的中期，但仍處“一國兩制”實踐初級

階級。在整個“一國兩制”實踐期，特別行政區政治

既不是國家主體部分的社會主義政治，也不是資本主

義或原有資本主義政治，而是“一國兩制”政治，同

理，特別行政區經濟是“一國兩制”經濟，特別行政

區文化是“一國兩制”文化。這種體現特別行政區制

度的創新設計，某種意義上正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兩種社會制度的對接磨合與集成重組，因而是全新的

社會心態，全新的發展模式。 

 

 

四、結束語 

 

澳門很幸運，因為它是兩大社會制度對話對接、

對壘對決的前沿陣地；澳門人很幸運，因為他們是實

踐新興發展模式的參與者、受益者。回歸 17 年來多

項經濟、社會指標躍升到世界第一梯隊前列，這個過

去一向寂寂無名的小城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比較到

位，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比較充分(納入《澳門基

本法》的便有 30 條 35 項之多)，社會包容度、寬鬆

度令人羡慕，民主民生指標的優化有目共睹。 

見證兩類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文明在眼前嫁接、

整合並直接受益，推動這如日中升的“一國兩制”事

業沿着既定國策不走樣、不變形、不動搖前行，這是

當下特別行政區政府與社會各界的不屈使命與光榮

承擔。應該承認，說澳門發生歷史性罕見的巨變一點

也不誇張，但無論經濟結構還是社會結構，它的二元

結構特徵依然明顯，故進一步推動“雙強”結構的建

立十分之必要：一方面，要有一個真正的以民為本、

依法施政的強政府，另一方面，也要有一個認清時

代、認清形勢、認清社會責任的強社會。新一輪“一

國兩制”的高水平實踐需要群策群力、全員全體付

出，也離不開理念與行動調整的同步到位。 

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一國兩制”總設計師

鄧小平就講：認定正確的，“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

大膽地闖”。9 如今，“一國兩制”事業的驗證已進

入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的新階段。澳門特別行政區應

該說沒有延誤 50 年不變第一階段有效實踐期。進入

有穩態常態要求的新時期新階段，當務之急是靜下心

來，理智而清醒地認真回顧前 17 年新走的路，並從

中發現、汲取可供未來參照的某些基本規律，既不滿

足於亮麗華彩的統計數字和充滿鼓勵的肯定用語，也

不迴避深挖現實中的深層次問題，令身心回歸到實實

在在的社會現實。要走好下一步棋，確保更高水平實

踐成功，基本認知的調整到位十分必要與重要，這中

間當然包括自立自信、自主開拓思維的倡導，其中，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調整到

位，就更形迫切與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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