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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道德失范现象成为社会
关注的热点问题。很多为了个人利益而影
响或损害他人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是
典型的缺乏社会公德行为。

社会公德是人们在公共生活和公共交
往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社会成
员之间基本的社会关系秩序，是保证社会
和谐稳定的起码道德规范。在传统的农业
社会时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以血缘、
地缘等因素连接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
是一种熟人关系。由于公共生活和公共交
往缺乏，也谈不上社会公德。所以可以将
传统社会看做“私德型社会”。随着中国从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取代
了小农经济，人们社会交往日益频繁，公
共生活和公共交往出现，范围逐步扩大，
人们对社会公德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但处
在转型期的社会，新的社会公共规则还没
有建立起来，旧的私德规则依然运行。一
些人可能在公共生活中使用私德规则，将
公德领域和公共交往私人化，引发公德和

私德的矛盾冲突，出现公德失范问题。同
时，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十分重私德，更加
剧了转型期公德失范现象的产生。

虽然社会公德缺失是转型期中国社会
必然要经历的阵痛，无法回避，但可以有
效减轻。

社会公德包括公共规则及公共德性两
个层面。治理社会公德失范，需要双管齐
下，既要建立社会公共规则，又要重视社
会公德教育。其中，公共规则的建立具有
优先性。规则是“硬”道德，是“软”道
德的保证。道德的形成遵循从他律到自律
的过程，只要在公共生活中坚持平等交
往，遵守公共规则，长期实践必将转化为

人们的习惯性行为，最终内化为公民的公
共德性。

首先，建立社会公共规则体系。现代
社会公民生活是一种公共生活，公民在公
共生活中进行公共交往。公共交往不同于
熟人交往的情感性，公共交往是陌生人之
间的平等交往、利益交往。鉴于个人存在
自我利益至上风险，公共交往必须由公共
规则约束个人私欲。同时，社会公共规则
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作为道德范畴，社会
公共规则缺少强制性。一些违背社会公共
规则的行为得不到惩罚，充其量是遭受社
会舆论谴责，使一些人存在侥幸心理，不
断冒险违背社会公共规则。所以，规则执

行不能完全建立在人的道德自觉基础上，
还必须与法治相结合，对于突破公序良俗
底线者，加大法律惩罚力度。

其次，强化社会公德教育。社会公共
规则只是对公民进行外在约束，公民道德
建设根本在于培养公民道德素养。社会公
德教育从内容来说，既要有社会公共规则
教育，培养公民规则意识和公共意识；又
要有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培养公民社会责
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从对象看，既要面
向学校青少年，也要面向社会成人，使公
德教育成为贯穿人一生的终身教育。从实
施载体看，要完善家庭、学校、社会相结
合的教育体系。家庭是人生第一课堂，承

担着“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重任，要
用良好家教家风培育人的道德品行；学校
是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公德教育的主阵地，
要把立德树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把公
民道德建设内容和要求体现到各学科教育
中。社会是个大熔炉，社会风尚好坏对社
会公德有着极大影响，要充分利用社会力
量，开展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以先进模
范引领道德风尚，以正确舆论营造良好道
德环境，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和重点群
体教育引导，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
明程度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所长）

一些道德失范现象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公民道德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
本报记者 彭训文

一些道德失范现象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公民道德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
本报记者 彭训文

高空抛物，高铁“霸座”，遛犬不牵引，随
地吐痰，公共场所大声接打电话、违规吸烟、
赤胸裸背……一些道德失范现象近年引发社会
上关于国人文明素质的讨论。

对此，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广西、重庆等
地通过立法，向不文明行为说“不”。中宣部上月
底结束征求意见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深化道德领域突出
问题治理，持续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

障，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
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不应停留于写在纸

上、挂在墙上、说在嘴上，而应终身相伴、
付诸行动。多位专家指出，进入新时代，公
民道德建设与公民素质也有了新内涵和更高
要求。针对一些久治不绝、突破公序良俗底
线、妨害人民幸福生活、伤害国家尊严和民
族感情的不文明现象和败德现象，现在是到
了该彻底解决的时候了。

91岁的叶连平是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卜陈学校退休教师。他退休后自掏腰包在家中办起留守
儿童之家，20年来义务辅导学生1000多人。今年7月，叶连平入围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

图为叶连平和孩子们在一起。 张发平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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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清明
小长假，有的游客
在山东 省 潍 坊青
州市 云 门 山 街 道
付 家 村 桃 园 里 ，
爬上桃树玩乐。

王继林摄
（人民视觉）

新视角新视角

治理公德失范要双管齐下
冯建军

由人民日报海外版总
编室编写的《阅天下：新历
史方位下的中国》一书近
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了本报“社会经
纬”栏目 2017年—2018年
解读报道2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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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公共空间当成自己私欲“跑马场”

室外热浪滚滚，室内冷气充足，还有松软的沙发、
床，这是多舒服的纳凉去处呀！在北京市一家大型家具
商场里，一到中午，产品体验区的沙发和床上便躺着很
多“试睡”顾客，有的干脆脱了鞋、盖上被子。曾在国
外留学的小魏对记者说，这种“蹭睡”行为，国外也存
在，近年来开始在国内流行，商家默许是部分原因，主
要还在于部分人不讲公德。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类似在商场“蹭睡”等不文明
行为引发人们关注。这些行为看上去很小，对个人、社
会风气的影响却很坏。

最近，一段视频在网络热传。视频中，一名大妈手
里拎着一包黑色东西，伸出窗户正准备往楼下扔，就在
这时，住在另一栋楼里的小伙子突然大喝一声：“嘿！别
扔啦！”大妈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吓了一跳，赶紧缩回了
屋里。据拍摄视频的小伙子称，这名大妈住在6楼，经常
如此扔垃圾，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吼了一声……网友纷
纷点赞：吼得真好！

高空抛物现象曾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这简
单一抛，造成的危害轻则破坏环境，重则危害财产、伤
人生命。今年6月，广东省深圳市男童小宇航在福田区京
基御景华城小区楼下行走时，被高空坠下的玻璃窗砸
伤，3天后不幸离世。这个悲剧引发社会关于高空抛物行
为的强烈指责。

一些公民长期存在道德失范行为。如乱扔垃圾、随
地吐痰、遛狗不牵引、闯红灯、广场舞扰民、赤胸裸
背、高铁“霸座”、网络语言粗俗、外出旅游不文明等。
这些不文明行为既表明个人道德模糊或缺失，又破坏了
公共道德，有的还会引发严重后果。例如，近段时间出
现的扒高铁车门、向飞机投掷硬币等，严重威胁他人生
命安全。

一些领域的职业道德缺失现象也值得警惕。
一份写满个人信息的简历值多少钱？近日，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某互联网招聘平台员工参与
倒卖个人信息案。该平台工作人员卢某和王某利用职务
之便私下出售用户个人简历达 16 万余份，一份卖 5 元左
右，内容包括姓名、身份证号、住址、电话、受教育程
度、工作单位、薪资收入等个人信息。记者从中国裁判
文书网公开的生效文书中看到，判决书中认定的被告人
销售或购买的个人信息数量均十分可观，每次交易达上
万条数据的情况很常见。

这些年，包括官员贪腐、新闻事件不断出现“反
转”、医护人员玩忽职守、教师违反师德师风等职业道德
缺失现象时有发生。有些涉及公共卫生安全、食品安全
等领域人员职业道德出现滑坡，如长春长生疫苗事件
等，影响尤其恶劣。

还有一些道德失范行为触碰了公序良俗底线，引发
社会强烈关注。包括一些短视频平台传播低俗不良信
息、婚闹、直播虐杀野生动物、恶搞英雄烈士、侮辱国
旗国徽等。例如此前出现的有人身穿日本军服在南京抗
战遗址前摆拍事件，严重伤害国家尊严和民族感情。

专家表示，一些公民将公共空间当成个人私欲“跑
马场”，对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造成很大破坏。特别是一
些不文明行为、失德败德现象久治不绝，凸显了公民道
德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为什么道德失范现象久治不绝？

德是人之本，人无德不立。为何一些公民的道德失
范现象久治不绝？

从客观因素看，这与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有关。北
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邢朝国对记者表示，过去几
十年，中国社会变迁非常快，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
社会、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
高度集体化组织化社会向多元化个体化社会转变，道德
体系和维系道德的社会治理力量都在发生变化。由于市
场经济规则、政策法规、社会治理还不够健全，一些传
统社会就存在的道德失范依然存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
道德失范现象。

更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人法治意识薄弱、不讲社会
公德。

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广场上，一只金毛犬在步行街中
间蹦得欢，项圈上的绳子已不见踪影。广场管理人员大
声提醒，犬主人则回应说“我家的狗不咬人”，最后在旁
人劝说下才匆匆将狗牵离。市民舒女士对此忧心忡忡：

“都说自己家的狗不咬人，可要是不牵绳，谁能保证不伤

人？”而对于给宠物打疫苗、登记、挂狗牌等，很多养犬
人都表示一无所知。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冯建军认为，从
根源上说，中国儒家伦理倾向性善论，传统社会是伦理
社会，重视道德教化和礼仪熏陶。改革开放后，市场经
济极大激发了社会活力，同时也导致一些人过分关注个
人利益，公共意识、社会公德淡薄。由于缺乏法制约
束、道德教化弱化，一些人把个人私欲带入社会生活，
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肆意侵犯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相关规范引导不力也是重要原因。近日的一个上班
“早高峰”，在北京地铁6号线金台路站，一名男青年提着
一份小笼包进入车厢，旁人对此没有说话，车厢旁的乘
务管理员也没有阻止。这个男青年找到一处角落便吃了

起来，气味很快飘散在四周。车厢内，拿着早点、饮料
的人也不少，有的乘客还不时吃喝几口。

而就在3个月前，新修订的《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
则》 和 《关于对轨道交通不文明乘车行为记录个人信用
不良信息的实施意见》 明确规定，不得在地铁车厢内饮
食，违者可能会被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很多乘客表
示，并不知道哪些食品不得在车厢里吃；地铁站里也没
有可供吃东西的场所。

“很多人并不是故意不讲公德，而是不知道、不了解
怎么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总结
了当前公共场所秩序管理方面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公
德教育不足。以往道德教育更注重宏观的理想教育，对
公共领域基本行为规范宣传教育不够。二是公共场所执

法监督力度不够。在很多公共场所，缺乏足够训练有素
的执法监督者对公众不文明行为进行及时监督、教育和
处罚。三是公共场所行为规范引导不到位。

用法治让道德规范真正“硬起来”

随地吐痰、便溺，乱扔乱倒废弃物；垃圾不分类投
放；遛犬不牵引，犬粪便不清理，违规饲养大型犬、烈性
犬；行人或非机动车不遵守交通信号灯，乱穿马路……对
这些不文明行为，您认为应该怎么办？

最近，北京市通过调查问卷票选应该处罚的 19项不
文明行为。列举的处罚措施包括批评教育、警告、罚
款、纳入个人信用信息记录、安排社会服务、治安拘
留、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不文明行为者信息等7项。对于见
义勇为、志愿服务等 12项文明行为，问卷提出了倡导鼓
励措施，包括授予荣誉称号、现金奖励、享受北京市积
分落户政策等。

此前，广西、天津、山东济南、河北唐山等地已陆续推
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用立法向不文明行为说“不”。例如
将于 9 月 1 日起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规定，交通工具上“霸座”等行为与个人信用信息记录
挂钩、遛狗不牵绳最高罚款 500 元、公众因不文明行为被
罚可申请参加社会服务代替处罚。各地出台的法律法规
中，鼓励文明、惩罚失德正在成为关键词。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很多专
家表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人
们对不文明行为的容忍度降低了。目前不少地方探索对
不文明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符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
结合的大方向。

不过，对不文明行为者的处罚做到“罪刑相当”并
不容易。“一些不文明行为选项存在与现行法律法规交
叉、执行难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
情调研室主任吕艳滨表示，比如扰民、不守交通规则等
本来就有法律法规禁止，只是因为执法不严，对此，今
后加大执法力度即可，再单独专门规定意义不大。另
外，“霸座”现象可以在现有规定里找依据，单独专门规
定反而会造成制度衔接上的问题。立法者要区分纯道德
问题和兼具道德与法律的问题，前者靠法律法规以及处
罚很难奏效。也有专家担心，将一些无关信用的不文明
行为纳入失信记录，可能造成信用惩戒泛化、滥用。

为此，中宣部上个月结束征求意见的 《新时代公民
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征求意见稿）》 提出，要把道德导
向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同时各项公共政策制度从设计
制定到实施执行，都要充分体现道德要求，符合人们道
德期待。

邢朝国表示，道德与法律属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
的规范，理想状态下，二者相辅相成。但在实际生活
中，法规与民俗、道德相冲突的情况也有发生。他建
议，通过加强社会治理和政府引导，为公众提供明确、
稳定的道德规范，将社会成员嵌入到一套具有共识性的
道德系统中，确保对个人道德失范行为提供有力规制。

冯建军认为，对高空抛物、扒高铁车门等严重道德
失范行为，不能止于社会舆论的道德谴责，而应诉诸法
律，像对待“酒驾”一样进行惩治，使道德规范真正

“硬起来”。
“公民道德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要培养公众

规则意识、提升文明素质，全社会必须积极行动。”中国
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对记者表示，应完善家
庭、学校、社会相结合的道德教育体系，同时社会组
织、社区、志愿者要多开展文明促进交流活动，教会人
们如何正确进入公共生活，如何做一个合格文明的现代
公民。公民逐渐养成文明习惯，整个社会文明才能得以
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