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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必然要求。”1 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之一的“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

國統一”，“是實現兩個一百年”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內涵和奮進目標中的不可或缺一

項。這也是擺在港澳居民和台灣同胞以及全國人民面前的一個必須達標的歷史使命。 
國家要求：“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

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2 
把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亦即正確處理“一國”和“兩制”的關係，或

中央與特區的關係，這是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即維護“一國兩制”根本宗旨所需，

其驗證標準就是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從

國家角度認定，推行這項基本國策具有長遠性、堅定性、不可動搖性特點，因為它事關國家核心利益

和長遠目標的實現；從特別行政區角度認定，推行這項基本國策必須做到不打折扣、不扭曲、不脫軌，

因為它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和特區居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構成正相關。 
 
 

二、怎麼看這第一個 20 年 
 
(一) 宏觀要充分肯定開創性事業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3 這是毋庸置疑、有目

共睹的權威性判斷，當然也是作為特區歷史見證人的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居民最直接、最具體的切身

感受。20 年在人類文明演進長河中仍然是短暫一刻，然而特區跨越式發展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一

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

最佳制度。”4 
就澳門來講，受到國家領導人的肯定與鼓勵就更加全面、更加充分。早在 2014 年 12 月 20 日，

即澳門回歸祖國 15 週年之際，習近平便明確指出：“‘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

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在澳門社會廣泛深入人心、得到切實貫徹落實，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澳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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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得到尊重和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有效行使，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受到充

分保障。”5 正因為如此，“澳門回歸祖國 15 年取得的成就，值得澳門同胞和全國各族人民自豪和

驕傲；探索積累的寶貴經驗，值得澳門同胞和全國各族人民珍惜和銘記。”6 這“兩組值得”讓澳門

居民深感被關愛有加，甚至受寵若驚。 
由於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拓展的是真正史無前例的開創性事業的開創性實踐，故宏觀上有必要緊

緊把握：一是兩個特別行政區取得各自成功經驗，亦有各自難題需要面對；二是實踐中有風有雨、有

討論有爭辯，但不能講“一國兩制”國策有問題，亦不能講“一國兩制”實踐不成功；三是進入新時

代，特別行政區發展問題依然是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前提下確保自身長期繁榮穩定，關鍵

則是對“一國兩制”、基本法的正確理解和正確實踐，包括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憲制基

礎的精準理解。 
 
(二) 微觀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對立統一觀 
“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等領域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內在的矛盾性，事物內部矛盾推動事

物發展。”“矛盾的同一性是矛盾存在和發展的前提，矛盾雙方互相滲透，貫通為矛盾的解決準備了

條件；矛盾的鬥爭性導致矛盾雙方力量對比和相互關係不斷變化，以致最終造成矛盾統一體的破裂，

致使舊事物被新事物所取代。”7 
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與方法論，這就是對立統一觀認識論。其實，講到辯證法，中國的淵

源和傳承世所公認，《易經》、《老子》等哲學名著成書至少在 2500 年前，陰陽互動、福禍相依等思維

在中國深入人心。近 100 多年來隨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流傳，新一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第一時間

調整了航船正確航向，經 28 年流血犧牲、艱苦奮鬥正式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經 40 年改革開放

極大地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使中國成為全球兩個GDP超過 10 萬億美元的國家之一，既改寫了

當代中國史、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命運，也改寫了當代人類文明史。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最先倡導“金

磚國家”概念的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指出：中國經濟增長之快令人難以置信。2010 年至 2016
年間，中國GDP上升逾 5 萬億美元(由 6.1 萬億美元上升至 11.2 萬億美元)，約為英國 2010 年GDP(2.43
萬億美元)的兩倍，即中國“每三年創造一個新英國。”8 《中國大趨勢》的作者、美國未來學家約

翰‧奈斯比特認為，中共十九大開啟了中國發展的新篇章，不僅釋放出未來中國發展的信號，而且預

示了世界未來走向。9 法國《世界報》2017 年 10 月 15 日在頭版以“中國，強國崛起”六個醒目漢字

表明，“我們已經進入了中國世紀。”10 故此，當代中國史某種意義上講就是當代中國人民的思想

解放史，就是指導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成功實踐史。 
20 年港澳“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業已清晰地表明，要抓大原則大方向就要把國家、民族利益放

在首位，就要心服口服地尊重中央管治權威，就要主動自覺地把特區事務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既要穩

固搭上國家發展快車從中獲益，又要發展特區獨特優勢為促進國家發展服務；既要充分肯定大方向大

原則、大成就大進取，又要承認某些時段某些地域遭遇阻力和非理性挑戰；既要強調尊重中央管治權

威，又要積極維護特區公權力權威；既要堅持統戰思維、團結大多數，又要防範個別人孤芳自賞、經

營自我；既要確保頂層決策正確，又要力求多數人理解、配合到位，等等。總之，既抓大又不放小，

既抓難又不放易，既看大事、抓原則，又竭盡可能把工作作細作精，作真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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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史為鑑，認真總結 20 年基本規律 
 
(一) 成功實踐的基本要求 
“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實踐迄今已有四個五年依法施政期的檢驗。說兩地

實踐均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不僅有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領域的翻天覆地深刻變化以及廣大居

民發自內心的感受可以作證，而且也有各國政治家、理論家以及國際媒體數不勝數、不勝枚舉的讚揚

和肯定。從各界人士自身體會來看，直接涉“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衡量指標，至少可以設定以下這些

不容忽略的核心要求。 
其一，國家恢復行使主權、全面管治權到位； 
其二，特區新興政權行使高度自治權有效不越位、民本不官僚； 
其三，社會和諧包容穩定常態化、有感化、可視化； 
其四，經濟持續走強，民生持續走高； 
其五，治港港人、治澳澳人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調整到位； 
其六，特區正面積極形象被國人、世人接受認可。11 

 
(二) 回歸標誌着澳門進入其歷史發展新紀元 
1999 年 12 月 20 日在澳門以至中國歷史上是個值得大書特書的日子。這一天，澳門實現了歷史

性回歸，並進入實踐“一國兩制”歷史新時代；這一天，永遠結束了中國領土由外國人管治的非常態

局面，也啟動了具全面創新意義的新型發展模式；這一天，澳門居民真正成了自身命運的主人，而國

家和平統一進程則邁開了歷史性一大步。 
政治上，澳門是正確實踐“一國兩制”的成功樣板，18 年來政治民主有序推進，法制建設循序

漸進，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在國家認同這一大方向大原則上未曾含糊。 
經濟上，澳門實現了歷史罕見的跨越式發展，18 年間經濟總量增長 6 倍以上，2013、2014、2017

均達到澳門幣 4,000 億元(505 億美元)以上，2017 年人均GDP為澳門幣 622,803 元(77,996 美元)12，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澳門 2017 年人均GDP為 79,564 美元，成為全球三強之一，僅次於盧

森堡的 107,708 美元和瑞士的 80,837 美元。13 居民社會保障與基本福祉達到全球高水平。 
文化上，澳門是愛國愛澳新型核心價值觀和包括愛國觀、是非觀、競爭觀、發展觀、榮辱觀在內

“一國兩制”文明觀的載體及新理念新思維的加速孵化器。 
社會上，澳門是寬鬆、和諧、包容、自強的有效指向器，澳門的相關高指標(如 2016 年 HDI 為

0.909)全球罕見。澳門不僅是內地居民移居的期望目標地，而且也逐漸成為學有所成的海歸人士的滙

集地。 
 
(三) 成功實踐的基本體驗 
澳門是實踐“一國兩制”前沿陣地之一，在推進史無前例“一國兩制”嶄新制度全面實施過程

中，點點滴滴的經驗都來之不易，無論對特區本身還是對國家都至關重要。有關對實踐“一國兩制”

基本經驗的理解與體會，每個人均可做出各自不同的判斷，但以下八點恐怕尤其值得重視。 
一是尊重中央管治權威，要發自內心，並感恩戴德、知恩圖報，沒有國家的強大，港澳就不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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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回歸之後也難以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二是倡導愛國愛澳新型價值觀，認真宣傳推介並認真實踐“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認真培養可靠

的梯隊，而且有條件人士應主動投入對其深入而系統的研究； 
三是堅持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公權力機關要相互支持合作、相互監督制衡，全面建設廉潔政府、

法治政府、民本政府； 
四是量入為出，全力改善民生，急民生所急，憂民生所憂，這既是驗證“一國兩制”優越性所需，

也是貫徹“以人為本”施政理念所需； 
五是循序漸進，積極推廣民主，力求抓住民意、啟迪民智、維護民眾尊嚴，民主不是表面化工程

而是居民實實在在的權利行使； 
六是力求寬鬆包容，認真求同存異，但不能放鬆開拓創新，不能靠依賴思維過日子，探索追求永

無止境； 
七是維持多元多維，擴大開放度，但政府與民間都需把握核心價值觀導向，當仁不讓，當機立斷； 
八是廣結善緣，兼愛平等，主動拓寬對外聯繫渠道，積極維護特區健康形象。14 
 
 

四、對特別行政區社會現實宜看準看深、看遠看透 
 
(一) 香港取得成功實踐，但亦存“四多四缺” 
香港是中國第一個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20 多年來率先垂範開創性地啟動實踐“一

國兩制”征程，並取得令人尊重的不俗成果。但居安要思危、盛世求危言，這是古往今來歷代先哲先

賢一再警喻的一大主題。在充分肯定香港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效同時，適當聽一聽廣泛存在於民間的議

論也許會不失裨益。有人把香港社會現實疏理出所謂“四多四缺”現象： 
一多群體鬧事、民粹泛濫、“港獨”抬頭； 
二多歪嘴和尚，自持清高脫俗，實則導向失據； 
三多公權軟骨、優柔寡斷、貽誤戰機； 
四多山頭林立、群龍治水、各自為政。 
一缺領軍統帥，真正運籌帷幄、令行禁止、兼善天下的調控中心尚待形成； 
二缺理論導向，對新興政權、新興制度，對“一國兩制”實踐不存偏見的理解尚待加強； 
三缺社會團結，高國際化高多元化下核心發展理念與利益驅動尚未營造出最大公約數； 
四缺國情意識，作為主體居民不可或缺的愛國愛港情懷尚有頗大提升空間。 
 
(二) 澳門的“四多四缺” 
不錯，澳門的某些發展指標不容小視，其社會和諧度、穩定度，其核心價值觀調整，整體觀察應

不低於香港。這是 18 年多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不誤戰機、共同開拓、自強不息、積微成著的結果，

但本着居安思危、防範未然一類認知，把視角調正一點，也不難發現時下澳門仍存不少領域、不少課

題值得政府與社會共同關注與破解。試看民間的下述議論： 
一多官場冗員，墨守常規，不做不錯文化積習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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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民間山頭，保守依賴，孤芳自賞； 
三多低位認知，表面和諧，簡單化表面化思維常居主導地位； 
四多超強大鯊、族群政治、資源傾斜。 
一缺公平競爭，令社會活力不足、動力不夠； 
二缺公民意識，令社會文明度同發達社會不成比例； 
三缺創新思維，令保守依賴思維往往欄路設阻； 
四缺精準理解，令“一國兩制”高指標成功實踐打了折扣。 
 
 

五、堅持“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的必要性 
 
“實踐證明，只要堅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堅持集中

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堅持包容共濟、促進愛國愛澳旗幟下的廣泛團結，‘一國兩制’實踐就能

沿着正確方向走穩、走實、走遠，澳門就能擁有更加美好的明天。”15 
是特殊的中國國情、特殊的歷史背景、特殊的社會現實，造就了今天的澳門；是改革開放總設計

師鄧小平為首的國家領導人不失時機地推出“一國兩制”基本國策，令澳門有份站在時代前沿探討有

關發展規律的認知。面對“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深水區的新時代、新常態，走好符合歷史規律、符合

自身特點的新型發展之路，必須堅持：○1 在發展目標、路徑上符合國家總任務要求；○2 實踐取得持續

穩定發展成效；○3 政府引導有較強決心、勇氣、魄力；○4 民眾認知有較高共識且日趨精準；○5 外界有

基本的理解與認同。為此，緊緊把握住下述基本認知，恐亦十分必要。 
其一，“一國兩制”事業是中外政制發展史上以至人類文明史上不存先例的創新，如此彈丸之地

的澳門單獨建立直屬中央政府、具一級行政單位地位的特別行政區，是充滿政治智慧的高前瞻性高預

見性決策。 
其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有各自的成功經驗和各自需要面對的問題，繼續總結好各自“一

國兩制”實踐的基本規律，走好未來實踐新征程不容有誤有失：中央與特區兩級政府不失時機的正確

指引十分關鍵，而廣大居民歷史使命感、社會責任感和愛國愛區時代意識的持續提升亦至關重要。 
其三，要立足國家現實和特區現實，繼續探索、拓展“一國兩制”正確實踐之路，力求特區發展

盡快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要同國家發展保持同向同步，更不容滯後與扭曲。 
其四，澳門雖小，但其經驗、價值彌足珍貴。是“五十年不變”的第一個 1/3 實踐期的成功實踐，

令澳門的地位、作用、意義、影響無可取代，重視澳門、重視澳門實踐經驗、確保澳門的實踐價值與

意義受到普遍認同，着實是一步大棋、一步好棋。 
 

 
六、創新永遠沒有休止符 

 
作為生活在“一國兩制”實踐前沿陣地的澳門學者，有條件比較符合實際的就“一國兩制”這一

全新理論、全新制度、全新發展模式向廣深推進及時作出判斷，這本身就是一大幸運。當然，“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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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也可能令認知形成誤讀誤判；避免這種局限的干擾，就在於觀

察者自身要力求最大限度堅持務實理性、客觀，力求最大可能地回歸初心，正確理解“一國兩制”基

本國策的構建初衷。 
 
(一)“一國兩制”理論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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綫思維的現代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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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因而，中國學者特別是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學者要當

機立斷當仁不讓做好相應研究，使之發揚光大並走向成熟。 
 
(二)“一國兩制”制度創新 
在當今的特別行政區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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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在實踐中更趨成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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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行政區實行本地

人當家高度自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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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前提在於特區並非獨立政治實體。在特別行政區，對民主、民主化的追求是必要的，但絶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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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堅信並尊重

特區高度自治，國家對特區繁榮穩定、長治久安樂觀其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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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存在自我完善的某些空間和及時完善的必要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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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培育新時代“一國兩制”文明觀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

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8 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

基礎，“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9 
在強調文化驅動力建設進程中，一要切切實實抓好年輕一代薪火相傳教育，二要在全民社會範圍

深入推進“一國兩制”文明觀教育。關於前者，由於九○後、世紀後出生的新一代不僅對國家、民族

的歷史不熟不懂，而且對生於斯長於斯的港澳歷史以及父輩長輩歷史亦知之甚少，故補好這一課勢在

必行。實現愛國愛澳光榮傳統代代相傳，保證“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就要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

培養。青少年是祖國的花朵、民族的未來。要使青少年繫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正確認識祖國、認識民

族、認識五千年東方文化傳統，更多理解“一國兩制”與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內在聯繫，從而牢牢把握澳門同祖國緊密相連的命運前程，加深民族自豪感和愛

國愛澳情懷，增強投身“一國兩制”事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關於後者，應該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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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愛澳”教育，必然導致新型“一國兩制”文明觀的形成。按照通常

核心價值標準判斷，“一國兩制”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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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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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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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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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結語 

 
“如果說二十世紀是社會主義拯救了中國，那麼二十一世紀則是中國拯救了社會主義。”21 這

是當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一項突破性高端判斷。根據對現存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

主義的深度思考與感性體驗，人們似乎也可以推導出這樣的認知：如果說 20 世紀是美歐現代資本主

義代表的西方文明主宰世界，那麼 21 世紀各國人民將見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代表的東方文明在全球

範圍內的導航與保障；如果說全球最大的中華民族巨輪有望在 21 世紀中葉駛達偉大復興的勝利彼

岸，那麼全新設計的澳門號“一國兩制”新輪將會是編隊同期抵埗、當之無愧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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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一國兩制”既是文明提升過程也是理論創新過程，既是認識論調整過程也是價值觀完善過

程。澳門特區 18 年有多發展經驗令人信服地表明，“一國兩制”產生在當代中國既有偶然性又有必

然性。在中國數千年文明發展史上充滿智慧的變革、創新從未間斷，即使鴉片戰爭後處於最低沉時期

仍然有系列星光燦爛的思想家政治家出現。進入 20 世紀伴隨先進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和實踐，僅僅 28
年便打出一個人民共和國；上世紀 70 年代末在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大潮中一個獨具匠心的大膽而

務實的“一國兩制”構想破繭而出，並迅而形成一項足以改寫歷史的基本國策。1982 年憲法第 31 條

和用十二條形式表述的這項方針，是中英、中葡兩次政府談判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指針

與底綫，並隨即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基本法形式加以具體化、法制化、規範

化。香港、澳門兩個特區成立後 20 年上下的成功實踐，把這個人類文明史上具里程碑意義的新發展

模式展現在世人面前。儘管路上有風有雨、有多元表達甚至抗爭，但歷史車輪已留下不可磨滅、不容

纂改的深深軌跡，和國旗一起高高飄揚的區旗清楚不過地顯示，這是全新時代、全新形勢、全新的運

行機制、全新的價值體系，這是在中國土地上展現在世人面前的新興政權、新興制度、新興發展模式、

新興成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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