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袁 也是澳门回归祖

国 20 周年袁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肯定和评价 20 年

来澳门特区政府的施政工作袁称赞澳门野向世界展

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耶一国两制爷成功实践冶[1]遥我们

相信袁澳门野一国两制冶的成功实践及其宝贵经验

也会为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野坚持和完善

耶一国两制爷制度体系冶[2]作出重要贡献遥 然而袁发生

在香港的冲突活动却给野一国两制冶实践带来了香

港回归 22 年来最为严重的破坏和挑战袁 造成香港

经济断崖式下跌袁 第三季香港生产总值按年下降

2.9%[3]遥 上述冲击促使我们反思院同样实行野一国两

制冶方针的香港和澳门袁其青年在对待中央与国家

的态度上为什么会有巨大的反差钥回归以后同样被

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香港和澳门袁其教育方针和教

育政策的基本理念与核心差异到底是什么钥这种差

异为什么会在野一国冶全局下塑造出两地青少年不

同的价值取向等等遥

一尧澳门野爱国爱澳冶教育深入人心尧
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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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袁野爱国爱澳冶核心价值观已经深入澳门青少年心中袁其国家认同感清晰尧真诚尧普遍遥 澳门野爱国爱澳冶教
育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袁就是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国家指向的教育政策袁包括历届特区

政府所确立的野爱国爱澳冶教育主线尧建立以叶公民与道德曳课程体系为基干的野爱国爱澳冶教育内容尧构筑

多元立体全方位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以及社会多部门共同营造良好浓厚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遥 澳门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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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尧严格依照叶宪法曳和叶基本法曳办事袁为澳门的野爱国爱澳冶教育工作创造安定尧和谐尧繁荣的政治经济环

境曰二是坚定不移坚持野去殖化冶教育方针袁将野爱国爱澳冶教育作为澳门教育工作的主线曰三是坚定不移依

靠国家做好野爱国爱澳冶教育工作曰四是坚定不移走全社会齐抓共管尧做好青少年野爱国爱澳冶教育工作之

路遥 这四点是澳门教育界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的经验袁也是香港教育界亟需学习和汲取的经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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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青少年野爱国爱澳冶核心价值的教育体系遥并且这

套教育体系随着 CEPA 系列协议尧粤澳合作尧野一带

一路冶倡议及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有序推进袁其成

效逐步彰显遥近期有关中小学生的相关统计数据充

分表明袁澳门的野爱国爱澳冶教育已经深入人心袁澳
门广大青少年已经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袁达
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遥

其一袁据澳门教育暨青年局发布的 2018 年调

查问卷统计显示袁 94.51%受访青年对 野尊重国旗

和国歌是公民的基本态度冶选择 3 分以上袁持认同

态度袁 其中 66.00%受访青年选择同意 渊4 分至 5
分冤袁平均值 3.80 分渊满分为 5 分袁以下同冤曰89.70%
受访青年对 野你为国家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

豪冶选择 3 分以上袁持认同态度袁其中 46.30%受访

青年选择同意渊4 分至 5分冤袁平均值3.45 分曰90.93%
受访青年对野国家的发展与你个人息息相关冶选择

3 分以上袁持认同态度袁其中 52.59%受访青年选择

同意渊4 分至 5 分冤袁平均值 3.52 分曰89.63%受访青

年对野你关注与国家相关的议题及时事新闻冶选择

3 分以上袁持认同态度袁其中 45.22%受访青年选择

同意渊4 分至 5 分冤袁平均值 3.42 分曰92.20%受访青

年对 野中华传统文化对澳门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

用袁并继续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冶选择 3 分以上袁持
认同态度袁其中 48.91%受访青年选择同意渊4 分至

5 分冤袁平均值 3.49 分曰95.02%受访青年对野源远流

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应继续得以传承和发扬冶选择 3
分以上袁持认同态度袁其中 60.69%受访青年选择同

意渊4 分至 5 分冤袁平均值 3.70 分曰89.63%受访青年

对野你留意国家的外交关系冶选择 3 分以上袁持认同

态度袁 其中 45.20%受访青年选择同意 渊4 分至 5
分冤袁平均值 3.42 分遥 其中评价最高的是认为尊重

国旗国歌是公民的基本态度袁并且认为中华传统文

化影响了社会发展袁应该得以传承发扬遥 而受访青

年为国家今天的成就感到自豪袁认为国家发展与个

人息息相关袁 他们会关注国家的各项相关事项袁反
映受访青年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及较强的家国情

怀[4]遥
其二袁 以近 5 年来澳门高中应届毕业生升学

地的变迁为例袁 亦充分说明国家认同在澳门青少

年心理尧价值及就业趋向当中的明显上升趋势渊详

见图 1冤遥

图 1 近 5 年来澳门高中毕业生在中国

两岸四地升学趋势图

资料来源院本表相关数据来自澳门教育暨青年局编写

的 5 个学年度的叶澳门高中毕业生升学调查简报曳袁参见澳

门教育暨青年局网站

新时代澳门野爱国爱澳冶教育的深入人心以及

成果频出袁 与习近平主席对澳门青少年的关心尧关
爱和对澳门特区政府的关心尧领导密不可分遥

早在 2014 年 12 月 20 日袁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

澳门回归祖国 15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

届政府就职典礼时袁就高度评价了澳门教育界所取

得的重大成就院野爱国爱澳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冶遥
习近平主席指出袁野我们高兴地看到袁澳门同祖国内

地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袁继续为祖国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作出独特贡献袁分享祖国发展带来的机遇

和成果遥澳门同胞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不断加

强袁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不断升华袁爱国爱澳成为

社会主流价值观冶[5]遥习近平主席也十分重视澳门青

少年教育工作袁并给予切实工作指导袁要求野继续面

向未来袁加强青少年教育培养冶遥具体而言袁就是野要
实现爱国爱澳光荣传统代代相传袁保证耶一国两制爷
事业后继有人曰 要高度重视和关心爱护青年一代袁
为他们成长尧成才尧成功创造良好条件曰要把我国历

史文化和国情教育摆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袁让
青少年更多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袁更多感悟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尧 发愤图强的光辉历程袁
更多认识新中国走过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

成就袁更多理解耶一国两制爷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联

系袁 从而牢牢把握澳门同祖国紧密相连的命运前

程袁加深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爱澳情怀袁增强投身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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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两制爷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冶[5]遥
2019 年 5 月 31 日袁习近平主席还亲自给澳门

的小学生回信袁指出野爱国爱澳冶教育的重大意义遥
习近平主席指出袁野回归祖国 20 年来袁 澳门发展日

新月异袁澳门同胞工作生活越来越好遥 祖国是澳门

的坚强依靠袁你们从小就懂得这个道理袁我十分欣

慰冶曰并勉励孩子们野你们是祖国的花朵袁是澳门的

未来遥 希望同学们不辜负杜岚老校长的期望袁传承

好爱国爱澳优良传统袁珍惜时光袁刻苦学习袁健康成

长袁长大后为建设澳门尧振兴中华多作贡献冶[6]遥

二尧国家认同指向的澳门教育政策

如果要问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其教育工作的最

大特色是什么钥那就是爱国教育袁或者叫野爱国爱澳

价值观冶教育遥 这是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工

作的底色尧主流和特色遥自回归以来袁澳门特区政府

就有一种十分明确的问题意识袁就是加强澳门市民

和青年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感遥这不仅成为特区

政府施政的主流和主线袁更是澳门教育部门工作的

主流和主线袁以此为轴线袁有关设计课程体系尧安排

教育内容尧拓展课外活动尧加强教育合作尧提升学生

素质和能力等所有教育流程和环节都渗入了国家

意识和国家认同的成分袁因此也才有了澳门野爱国

爱澳冶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遥 澳门教育行政部门

有关国家认同指向的教育政策主要有院
渊一冤加强野爱国爱澳冶教育成为历届特区政府

施政的主线遥澳门回归祖国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就

明确提出野爱国主义和公民意识应在整个教育领域

内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切实的推行冶袁特区政府应野致
力弘扬中华文化袁 培养市民爱国爱澳的情怀冶[7]遥
2001 年的施政报告要求教育部门做好 野有关国家

民族观念的教育袁有关权利和义务尧自由和责任的

教育冶[8]遥 特区政府 2005 年的施政报告对 野爱国爱

澳冶教育规划更加清晰袁要求野大力培养青少年的爱

国爱澳情操袁加强耶一国两制爷和基本法以及中国历

史文化的教育袁 增进他们的国家民族身份认同冶[9]遥
2008 年的施政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国家与特区关系

以及国家之下公民社会的建设问题袁指出野公民袁是
公民社会的根基所在曰公民社会的发展水平袁与公

民素质直接相关遥因此袁弘扬国家与特区尧权利与责

任尧民主与法治等一系列公民应有意识袁实在具有

必要性和逼切性遥 特区政府将创造条件袁在广大市

民袁尤其是广大青少年中袁积极推行公民教育袁为公

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奠下必要基础冶[10]遥
2009 年的施政报告突出借助国家刚刚举办奥

运会的契机袁推出了多元化的野澳门与奥运同行冶
系列活动袁加深市民对奥运精神的认识袁分享中国

成功举办奥运的喜悦袁又藉奥运火炬在澳门传递袁
激发了澳门人的爱国情操[11]遥在具体教育工作方面袁
施政报告突出多角度加强与内地的合作遥一是深化

与内地的交流与合作袁促进粤尧澳姐妹学校结盟[11]曰
二是在中小学叶品德与公民曳课程安排上袁重点加

强了自编教材的选用问题曰三是支持学校完善小班

制袁改进教学方式袁并聘请内地优秀教师来澳协助

学校提升课程与教学的成效[11]遥
2010 年政府施政报告的亮点有二袁 一是强化

基本法的宣传和教育工作袁 培养青少年的爱国爱

澳情怀[12]曰二是进一步深化与内地的教育交流与合

作袁鼓励更多学校结成粤澳野姐妹学校冶袁参加野校长

论坛冶袁以推进两地学校之间在学校发展尧师生交

流以及课程与教学等方面的合作曰加强与内地在教

师培训和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合作袁继续有计划地

邀请内地优秀教师来澳驻校指导和交流遥把握珠澳

同城化契机袁与珠海探讨合作设立教育设施和在学

生就学方面展开合作的可能性[12]遥
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提出以

后袁澳门特区的教育施政理念就进一步发展为以粤

港澳区域合作为重点袁 进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遥 2018 年的施政报告提出袁要野鼓励教育界利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良机袁透过城市交流袁创新教

育模式冶[13]遥 具体而言袁该年度澳门将贯彻野教育兴

澳冶野人才建澳冶的施政方针袁并配合粤港澳大湾区

的建设袁 拓展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的形式和内

容袁促进青少年学生能以中华文化为主流袁认识尧尊
重澳门多元文化共存的特色袁扩阔文化视野 [14]曰并
举办纪念叶基本法曳颁布廿五周年系列活动袁加强

叶宪法曳和叶基本法曳以及国情尧区情的宣传教育曰同
时配合国家及本地的相关立法袁进一步加强有关国

旗尧国徽和国歌的教育工作袁提升学生对国家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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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认同感[14]遥
2019 年的教育施政方针继续强化 2018 年的

工作袁进一步加强叶宪法曳和叶基本法曳以及国情尧区
情的宣传教育曰配合国家及本地的相关立法袁进一

步加强有关国旗尧国徽和国歌的教育工作袁编写有

关教学资源资料袁并资助学校完善升/悬挂国旗尧区
旗及校旗的设施袁升挂国旗活动在学校基本实现了

全覆盖袁提升了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 [15]曰进
一步拓展教育合作和交流袁澳门与内地缔结姐妹学

校的数量及双方的交流有所增加袁至 2017~2018 学

年姐妹学校缔结数目累计共 133 对曰组织及资助学

校和家长会举办一系列赴粤港澳大湾区及野一带一

路冶沿线地区的考察活动袁包括组织野2018 年家长

内地高校参观访问冶野澳门高中学生赴大湾区交流

计划冶野创新素养学生培训计划冶 等 7 个交流团袁以
加深师生和家长对相关地区的认识和了解曰 落实

叶粤澳合作框架协议曳中的有关规定袁将在粤就读澳

门居民学生学费津贴的实施范围扩展至广东省全

境的 21 个城市[15]遥
渊二冤建立以叶公民与道德曳课程体系为基干的

野爱国爱澳冶教育内容遥今年 5 月份澳门小学生给习

近平主席的信中写到袁野我们以前不太了解什么叫

祖国母亲袁通过学习叶公民与道德曳和广东姊妹学校

的同学交流袁我们渐渐懂了冶[16]遥 这里就引出了澳门

面向全体中小学生的一门课程要要要叶公民与道德曳
及其在培养澳门青少年野爱国爱澳冶核心价值观方

面的重要作用遥
回归以前袁澳葡政府也曾于 1991 年和 1995 年

分别颁布叶澳门教育制度曳和叶道德与公民教育大

纲曳两个重要教育法规袁让全澳中小学校开展道德

与公民教育遥 但是野回归前的品德与公民教育对于

耶公民爷身份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指向袁甚至以耶去政

治化爷的耶个人及社会教育爷的学习领域等同之冶遥加
之袁野本澳博彩旅游业兴旺袁 衍生了一些社会问题袁
品德教育遂逐渐成为当前的主流思想遥无论是施政

报告中有关品德教育的论述袁乃至于民间社团及社

会大众也大力呼吁品德教育的加强遥于是袁兼顾耶品
德教育爷与耶公民教育爷二者的品德与公民教育袁乃
成为政府与民间所共同接受的尧深具意义的教育理

念冶[17]遥 职是之故袁回归祖国后袁澳门就明显突出了

在教育袁尤其是在品德与公民教育之中袁野强调培养

澳门学生为国家与特区公民的重要性冶[17]遥
按照这一教育理念袁 澳门特区政府于 2006 年

制定颁布了叶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曳遥该法规定了

澳门特区教育施政的总目标袁就是明确澳门所有中

小学皆应以培养野爱国爱澳尧厚德尽善尧遵纪守法的

品格冶袁并且都要以其野对国家和澳门的责任感冶野良
好的品德和民主素养冶野恰当地行使公民权利冶等为

指引袁方才能发挥应有的教育效果袁并且进而推动

社会与国家的进步与发展遥 叶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

法曳将品德与公民教育作为实现澳门中小学教育目

标的核心袁并且将之确立为澳门教育施政的首要任

务遥 以该法为指导袁澳门特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又

颁布相关法令袁 编订了面向小学的 叶品德课程大

纲曳尧初中的叶道德及公民课程大纲曳尧高中的叶道德

及公民课程大纲曳等完备的课程体系袁为野爱国爱

澳冶教育编织了完整的课程体系框架遥
为进一步加强野爱国爱澳冶教育袁2009 年澳门

特区政府还制定颁布了叶初中品德与公民教育基本

学力要求曳袁加强了澳门特区与中央的关系尧澳门与

内地的关系以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等

等[18]遥 并且袁从 2007 年开始袁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与

国家教育部直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袁由后者为

澳门中小学编订叶品德与公民曳教科书遥这一工作从

最初试行到现在已经在澳门的小学尧初中和高中全

面推开袁这对于规范该课程的教育内容袁真正实现

野爱国爱澳冶教育理念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遥
渊三冤构筑多元立体全方位的爱国主义教育体

系遥澳门回归后袁就确立了国家指向的教育政策袁因
此与内地的教育合作交流十分频密尧多元尧广泛袁成
为澳门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遥回
归以来袁 中央对澳门的教育文化发展十分重视袁通
过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尧珠三角合作尧粤澳合作尧京澳

合作尧川澳合作尧闽澳合作尧深圳澳门合作等不同层

级的区域性制度化合作方式袁带动青少年的教育交

流与合作遥 尤其是野一带一路冶倡议和野粤港澳大湾

区冶建设两大国家战略的实施袁为澳门与内地及野一
带一路冶 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交流提供了新的重

大机遇袁澳门与大湾区各城市的教育合作都提升到

一个新的水平遥 举其要者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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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举办野京澳小学生交流营冶遥从 2000 年起袁
澳门就与北京联合举办野京澳小学生交流营冶袁2003
年起由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承办袁延续至今遥 此

后两地还推动开展北京要澳门中学生科技合作交

流活动袁 成为两地中学生科技交流互动的重要平

台遥 2016 年 12 月袁为加强京澳两地青年创新创业

合作袁 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与北京市教委共同签署

叶友好合作备忘录曳袁 使京澳教育合作交流更进一

步遥
二是举办野国防教育营冶活动遥 举办自 2007 年

开始袁澳门初中二年级学生都要接受由教育暨青年

局举办的野国防教育营冶学习活动遥该活动在广东中

山市的国防教育训练基地展开遥野国防教育营冶有利

于加强澳门中学生对国家及人民军队的认识袁增强

学生的爱国意识尧国防意识和组织性尧纪律性袁磨练

学生意志袁提高自信袁促进学生的德育健康发展遥这
项活动每年澳门都有数 10 所学校的 3~5 千人参

加袁是澳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方式袁也成为

澳门野爱国爱澳冶教育的一个重要品牌遥
三是发展野中华传统文化冶项目遥澳门教育暨青

年局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袁通过内

外课堂使澳门与内地多元立体地开展教育活动遥该
局通过教育发展基金学校发展计划要要要野中华传统

文化冶项目袁鼓励学校组织弘扬中国国粹袁开展中华

传统文化传承活动袁让学生学习和加深了解中华传

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袁培养爱国情怀袁目前已有近百

所学校申请开办遥 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之

外袁教青局还通过教育发展基金的野认识祖国尧爱我

中华冶资助计划袁组织学生到内地实地考察和亲身

体验袁加深学生对国家发展现况的了解和培养学生

关心国家的情怀袁增强学生对国情的认识遥 这一活

动受到澳门中小学校和学生的普遍欢迎袁每年都有

数千人参加遥 仅以 2015~2016 学年度为例袁该计划

就资助了全澳 73 所学校 97 个团组共计 4 335 名

师生参加遥另外袁教青局还设立了野青年教师中华传

统文化及国情考察培训计划冶袁 通过提高青年教师

中华文化修养和国家认同感袁来进一步加强中小学

生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遥
四是实施区域教育合作遥不断加强与内地相关

地区的教育合作袁也是澳门特区教育暨青年局的一

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遥 就区域教育合作而言袁粤澳教

育合作无疑是最充分尧最多元袁成绩也是最大的遥两
地不仅建立了数 10 所姊妹学校袁 开展了多种形式

的师生交流互访活动袁更为关键的是袁澳门特区政

府对于在广东各地学习的澳门籍学生一视同仁袁让
他们享受到澳门的教育福利政策袁这在野一国两制冶
跨境合作中走在了前列遥

五是实施教育津贴计划遥 2011 年 3 月澳门特

区政府与广东省政府签订的叶粤澳合作框架协议曳袁
有野澳门逐步对在广东省就读幼儿园和中小学的澳

门幼儿及学生提供学费津贴冶的相关规定遥 特区政

府身体力行袁 于 2012~2013 学年对在广东珠海尧中
山两市就读全日制普通高中尧中等职业高中阶段的

澳门籍学生发放每人每学年最高 4 000 澳门元的

教育津贴袁 当年共有 210 名学生受惠遥 此后袁在
2013~2014 学年袁津贴范围就扩展至上述两市的整

个幼儿教育阶段袁 幼儿最高津贴 6 000 澳门元袁受
惠幼儿 782 人袁总支出约 400 万澳门元遥2015~2016
学年袁 资助范围扩大至广州市尧 佛山市尧 江门市袁
2016~2017 学年再扩展至深圳市和东莞市遥 截至

2018 年袁 澳门的学费津贴计划的实施范围已经覆

盖广东全省 21 个城市遥 此举进一步加强了内地澳

生的野爱国爱澳冶情怀遥
六是加强国情教育遥 2012 年澳门特区政府社

会文化司与国家教育部签订了叶教育交流与合作协

议曳遥 协议商定袁在教育部支持下袁澳门每年组织教

师培训尧教育行政人员培训以及学生赴内地开展国

情教育活动遥此后广东省及北京市尧四川省尧福建省

都进一步加大了与澳门的教育合作力度遥
渊四冤特区政府及澳门社会多部门共同营造良

好浓厚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遥澳门野爱国爱澳冶教育

的另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袁就是澳门特区政府的多

个职能部门和澳门社会的许多有影响力的著名社

会团体一起参与野爱国爱澳冶教育工作袁众人拾薪火

焰高袁发挥不同机构优势袁聚合资源袁从不同角度烘

托和夯实野爱国爱澳冶教育氛围遥 有学者指出袁澳门

特别行政区政府内不同的机构袁如民政总署尧法务

局尧廉政公署尧社会工作局袁乃至澳门妇女联合总

会尧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尧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袁以
及一些宗教团体等也都提供各种与品德和公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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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有关的教育活动袁为中小学校推动品德与公民教

育提供了多元的渠道袁既丰富了品德与公民教育的

内涵袁 也增大了学校落实品德与公民教育的机会袁
发挥了相辅相成的功能[17]遥

特区政府教青局是直接负责澳门青少年教育

的专门机构袁 教青局在社会上成立了成人教育中

心尧德育中心以及在其网站设立野爱祖国爱澳门冶专
区袁内设野升旗仪式冶野爱国教育基地巡礼冶野教学资

源冶野教学案例冶等袁为澳门青少年提供多元爱国教

育尧公民教育的选择遥 特区政府民政总署下设野公
民活动中心冶袁以工作坊和讲座等形式向学生及公

众推广公民教育遥
特区政府法务局主要从普及法律的层面介入

野爱国爱澳冶教育和品德及公民教育袁其中有制作电

台节目尧电视宣传短片尧校园及小区的法律推广活

动等遥此外袁法务局向小学和中学开设了野小学普法

教育课程冶野中学普法教育讲座冶遥 在正式的课堂法

律教育之外袁法务局和教青局还组织开办多种形式

的叶基本法曳知识竞赛尧作文比赛袁以及多次举办国

家宪法日活动等等遥这些都从法律和规则的层面大

大加强了澳门中小学生的国家意识和法治精神遥
另外袁特区政府廉政公署以野倡廉冶为教育重

点袁制作面向中小学生的野诚信和廉洁冶的教科书和

教材遥 特区政府环境委员会以环境保护为推广重

点袁特别是有关野保护及维护环境尧自然及生态平

衡冶的培训课程和活动袁例如野气候变化征文比赛冶
野共享清新空气尧 齐来绿色出行大步行活动冶野爱惜

资源袁使用环保购物袋冶袁以及为教师而设的野环境

教育课程冶等[19]遥 这些课程和活动都从不同方面加

强了澳门青少年的道德与公民教育袁提高了他们作

为中国公民的素质和水平遥再就是外交部驻澳门公

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袁通过外交知识竞赛

活动和军营参访尧暑期军事夏令营活动等袁也显著

增强了澳门青少年对国家发展成就的认识袁提高了

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遥

三尧回归以来澳门野爱国爱澳冶
教育的宝贵经验

今年 9 月 11 日袁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新当选并获中央政府任命的澳门特别行政

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时指出袁野今年是澳门回

归祖国 20 周年遥 20 年来袁在何厚铧尧崔世安两位行

政长官带领下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社会各界

人士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耶一国两制爷方针袁坚定

维护叶宪法曳和叶基本法曳权威袁传承爱国爱澳的核心

价值观袁促进澳门经济快速增长尧民生持续改善尧社
会稳定和谐袁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耶一国

两制爷成功实践遥事实证明袁耶一国两制爷是完全行得

通尧办得到尧得人心的冶[1]遥 应该说袁具有澳门特色的

野一国两制冶 成功实践袁 教育在其中贡献了重要力

量袁其突出表现就是做好了野传承爱国爱澳的核心

价值观冶遥在野爱国爱澳冶教育方面袁澳门的宝贵经验

主要有院
一是坚定不移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 野一国两

制冶方针尧严格依照叶宪法曳和叶基本法曳办事袁为澳门

的野爱国爱澳冶教育工作创造安定尧和谐尧繁荣的政

治经济环境遥回归以来袁澳门特区政府坚持奉行野一
国两制冶根本宗旨袁一方面维护国家主权尧安全尧发
展利益曰另一方面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遥 在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方面袁坚定维护和落实叶宪法曳和叶基
本法曳 所规定的宪制责任袁2009 年完成了 23 条立

法袁制定了叶维护国家安全法曳曰在 2012 年讨论政制

发展过程中袁尊重中央对特区政制发展的主导权和

最终决定权袁在中央和特区关系上袁始终恪守一个

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本分袁全心全意认同中央在澳门

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地位和宪制权威曰2018 年成立

了以行政长官任主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袁还通过了

叶国歌法曳本地立法遥 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方面袁坚
持经济适度多元化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袁在积

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中发现自己的新作

用尧新地位和新空间遥这些政治尧经济环境都为国家

指向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的出台及其顺利贯彻

实施奠定了坚实政治和经济基础遥
二是坚定不移坚持野去殖化冶教育方针袁将野爱

国爱澳冶教育作为澳门教育工作的主线遥 澳门受殖

民历史漫长袁 在葡萄牙 400 多年的管治过程中袁殖
民文化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建筑尧宗教尧制度尧法律尧
文化尧心理等各个方面遥因此袁回归后特区政府具有

高度野问题意识冶袁下决心要抓好青少年的野爱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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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冶教育遥通过课堂教育尧品德教育尧公民教育尧国情

教育尧国防教育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袁让澳门青少

年了解中国尧认识中国尧尊重中国尧认同中国尧热爱

中国袁以做一个澳门特区的中国公民为荣尧以分享

国家和澳门的发展红利为荣遥
三是坚定不移依靠国家做好野爱国爱澳冶教育

工作遥 澳门地小人少袁人才资源尧教育资源严重匮

乏遥因此做好澳门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就必须借助于

国家资源和国家的全方位大力支持遥澳门针对青少

年开展的各种教育活动袁包括教材尧师资尧教育活

动尧教育项目尧教育空间袁以及在大湾区尧野一带一

路冶沿线城市的游学访学考察活动尧与内地多个省

市的中小学科技文化交流活动尧澳门青少年领袖人

才培养计划的实施尧高中毕业生的内地游学计划等

等袁都是依托祖国内地的各种资源开展起来的遥 应

该说袁澳门国家指向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政策与依靠

国家大力支持的教育活动的开展袁 二者是相互配

合尧相辅相成尧互为表里的袁这也是澳门野爱国爱澳冶
教育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所在遥

四是坚定不移走全社会齐抓共管尧做好青少年

野爱国爱澳冶教育工作之路遥 正如前述袁澳门特区政

府的相关部门尧社会组织以及中央相关驻澳机构都

可以发挥自身优势袁从教育尧文化尧旅游尧法律尧外
交尧军事尧科技等不同角度加强澳门青少年对国家

发展成就的了解和认识袁通过深入认识国情袁不断

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荣誉感袁通过实际的参与和

体验袁不断切实体悟到国家的伟大和荣光袁通过了

解国家的发展趋势和发展前景袁激发和增强他们心

向祖国尧为国效力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遥

四尧结 语

野一国两制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的一项重要制度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

创举[2]袁也是新时代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方略遥 因此袁按照中央十九大和

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工作部署袁坚持和完善野一
国两制冶制度体系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

重要工作任务遥 应该说袁由于历史尧文化尧制度以及

自然条件的差异袁港澳回归祖国之后其野一国两制冶
实践走出了两条各有特色的成功之路遥 就教育而

言袁澳门对青少年的野爱国爱澳冶教育更为成功袁形
成了具有澳门特色的野一国两制冶成功实践遥其中的

制度成果袁尤其是深入总结符合野一国两制冶内在规

律的制度经验和做法袁 一方面可以为坚持和完善

野一国两制冶制度体系提供样本和范例曰另一方面为

香港的野一国两制冶实践和台湾的野一国两制冶方案

提供参考与借鉴遥
我们也要看到袁虽然回归以来澳门的教育政策

和教育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袁但是在当前面临国际

经济政治急剧调整和变动尧中美经贸战背景下的经

济下行压力尧野一国两制冶 香港实践所出现的新问

题袁 以及澳门自身博彩业一家独大的经济结构和

就业结构与香港尧台湾教育元素及青年诉求的不断

渗透和侵蚀袁 澳门的教育工作绝不能高枕无忧袁更
不能掉以轻心曰 除了坚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基

本导向之外袁仍需要继续加强对香港尧澳门社会特

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叶宪法曳和叶基本法曳教育尧
国情教育尧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袁增强香港尧澳
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2]遥 当然袁在这方面袁
香港的路还更为漫长和艰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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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Policy and Young People爷s National Identity: Macao Paradigm
and Experience of 野One Country袁Two Systems冶

CHANG Le
(Center for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袁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questionnaire statistics of Macao teenagers爷 understanding about our country and their tendency as
well as the changes in Macao爷s high school graduates爷 choice of colleges reveal the core values of 野loving our country
and loving Macao冶 have been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Macao teenagers, and that Macao teenagers generally have
clear and sincere national identity. The direct and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success of the education of 野loving our
country and loving Macao冶is that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formulated a series of state-guided education polici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野loving our country and loving Macao冶educa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野four unswerving
principles冶. First, Macao unswervingly and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rehend and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野one
country, two systems冶, act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basic law, and create a stable, harmonious
and prospero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for the education of 野loving our country and loving Macao冶 in
Macao. Second, Macao unswervingly adheres to the policy of 野decolonizing冶 in education and makes 野loving our
country and loving Macao冶 education a principal part of Macao爷s education. Third, Macao unswervingly relies on our
country to do a good job in 野loving our country and loving Macao冶 education. Fourth, the whole Macao society
unswervingly makes joint efforts to educate teenagers to 野love our country and love Macao冶. These four lessons are
what the education sector in Macao continues to uphold and carry forward, and what the education sector in Hong Kong
needs to learn from.

Key words: loving our country and loving Macao; education policy; national identity; young people of Macao;
state-guided; 野one country, two systems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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