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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近年来，随着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推进，法律规范愈来愈多地被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领域，成为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促进社会文明行为的重要手段。

2020 年 6 月 1 日，《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明确了各个领域的不文

明行为以及值得倡导的文明行为。该条例是对以往相关法律规章的梳理、总括和深化。

在此之前，已有《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北京市物业管

理条例》《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等地方法规规章，对促进各个领域的文明进

步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 2013 年 1 月 1 日，《北京市公园条例》施行，其中特别对影

响园容和游览秩序的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2016 年 9 月 19 日，《北京市旅游不

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意在提升人们文明出游意识。此外，全国各地如贵

州省、天津市，以及深圳、太原、杭州等 24 个城市，也先后制定出台了地方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沈阳、南昌等 16 个城市也在积极启动文明行为立法进程。

这些地方立法明确了不文明行为的主要类型和处罚办法。《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明确了重点治理六大领域不文明行为，包括遛犬不牵引，犬便不清理；采挖景区植

物，攀折花木，损坏草坪、树木；拨打骚扰电话，发送骚扰短信等。《郑州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明确规定，随地吐痰、便溺，现场拒不整改的，将被处以 50 元的罚款。

各地的立法也加大了对文明行为的鼓励力度。《昆明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鼓励用

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文明市民、见义

勇为人员、优秀志愿者等先进人物。《天津市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条例》规定，对于获得

国家或者市级精神文明表彰的人员，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其纳入政府公共就业服务范

围，对符合就业困难条件的优先纳入就业援助；对申请在本市落户的，予以加分奖励；

鼓励用人单位在招聘招录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录用获得精神文明表彰的人员。

各地还多策并举，努力创造更好的文明氛围。《无锡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明确提

出，鼓励和支持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利用本单位场所、设施设立学雷锋



志愿服务站、爱心服务点，为环卫工人和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饮水、加热饭菜、遮

风避雨等便利服务。《滨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规定，大众传播媒介应当按规定刊播

公益广告。户外广告牌、电子广告屏、地名牌、公交候车亭、建筑围挡等社会媒介设置

公益广告总量占比不低于广告数量的 30%。鼓励、支持、引导单位和个人以提供资金、

技术、劳动力、智力成果、媒介资源等方式参与文明宣传。《太原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规定，机场、车站、医院、大型商场等公共场所应当配备独立母婴室；女职工集中的国

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配备独立的母婴室。道路广场、公园绿地、商

业经营场所、文化娱乐活动场所、体育活动场所、医院、住宅小区等公共场所，应当按

照规定的标准配套建设公共厕所并保持开放。

材料二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以后，为便于公众的理解，

记者对一些专家进行了专访。以下是部分内容。

问题 1：《条例》在罚则规定方面有什么特点？

答：《条例》分三个方面构建法律责任体系。首先，《条例》做到了和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的罚则有序衔接。比如，《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

《北京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定》等单行立法已经有的罚则，《条例》就不作重复规定。其

次，对于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一些不文明行为，比如，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等，《条

例》就规定了具体的罚则。

此外，对于拒不改正或者有多次不文明行为的，《条例》规定可以从重处罚，加大

处罚的力度。

问题 2：有哪些惩戒手段和保障措施？

答：《条例》提出，“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加强对不文明行为的日常检查，及时

发现、劝阻、制止、查处不文明行为，并按照有关规定向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归集执

法信息”“完善信息共享、案件移送、证据互认机制，对严重不文明行为开展联合惩戒”。



针对不文明行为面广量大而执法资源有限的难题，《条例》明确了物业、保安、环

卫等行业和服务企业，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劝阻、制止不文明行为的权利义务，这就是

发动社会力量来一起治理。

问题 3：用立法来提倡文明行为的意义是什么？

答：一般认为，法律是用强制力预防和惩处违法犯罪行为，底线标准不能用于评判

和约束道德。然而，如今某些个人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测，需要法律对可能产生危害的行

为进行规制。比如说，“吃野味”作为不少国家和地区的风俗，可能带来公共卫生安全

风险，但可能不触犯当地约束性法律。那么作为文明行为的倡导立法，就能有前瞻性地

防范和避免这种制度真空的尴尬和危险，因而具有积极意义。

陈规陋习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需要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包

括法律倡导和约束、行政执法、社会共治甚至经济激励等。法律以其权威性能起到引领

作用，同时其他手段也可以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问题 4：市民应该如何看待这部法规？

答：社会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文明现象、一

些人实施的不文明行为，大部分人都很反感。但社会文明又是件很模糊的事情，很难判

断哪些行为文明，哪些不文明。《条例》的出台，初步确立了判定社会文明行为的基本

尺度。它不仅给市民提出了“最底线”的行为要求，就是不能做六大领域 29 项不文明

的行为，同时也明确了一些鼓励和倡导的行为，如实行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咳嗽时

遮掩口鼻、见义勇为、义务献血、拾金不昧等。

《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看见不文明行为，都可以劝阻、可以举报，还可以

拍照、录音录像，提供给执法机关作为执法的参考。

《条例》规定，对见义勇为、志愿服务、慈善公益等文明行为信息进行记录，这里

有个“等”字，意味着做了文明的事、劝阻或者是制止不文明行为，都值得纳入文明行



为记录中，并可以据此在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享有相应的礼遇或优待。

材料三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至今已半年多。记者从

有关部门了解到，几个月来，北京市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多媒介刊播公益广告和宣传

图画等，让《条例》遍布大街小巷，走进千家万户。通过开展《条例》宣讲，组织专家

学者到各基层单位进行解读阐释，帮助党员领导干部系统深入掌握《条例》内容。

围绕《条例》中“不文明行为治理”条款，各相关单位针对群众关切的疫情防控、

垃圾分类、交通陋习、不文明游园、制造噪音等突出问题启动了专项治理，取得明显成

效。如，市公安交管局针对早晚高峰时段存在的机动车乱插队、乱鸣笛、乱停靠等不文

明行为，开展“点穴式”精准执法。2020 年 6 月份以来，先后多次约谈部分快递企业、

行业协会和外卖企业负责人，将 9584 起外卖电动车违法信息分别转递相关企业，督办

落实内部处理措施。市城管执法局以“门前三包”为切入点，列出《城管执法部门文明

行为重点执法事项清单》，共查处不文明行为 3070 起。市园林绿化局与首都文明办、

市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印发《北京市文明游园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在全市公园联

合开展不文明游园专项整治行动。市公园管理中心将天坛公园作为治理不文明旅游行为

先行试点，全面开展噪音扰民、文保区域放风筝、占道锻炼等专项治理。

据了解，今后北京市将重点围绕环境卫生、垃圾分类、交通陋习等着力开展不文明

行为专项治理，持续解决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围绕《条例》的施行，正在

就公共文明引导员管理、文明行为记录、互联网文明行为规范、道德典型礼遇、文明行

为白皮书发布等相关配套制度机制的研究制定，抓紧开展前期调研，为《条例》的贯彻

落实提供制度保障。各区也将《条例》的宣传贯彻落实与文明城区创建、文明实践活动

等相结合，进一步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材料四

早晨 6时，天蒙蒙亮，胡女士就穿着“柠檬黄”上衣、戴着红袖标、拎着小马扎和

暖水壶出门了。6点 40 分，胡女士在宽街路口东西行站上岗。她拿出抹布，仔细擦拭着



站台护栏，同一站台其他同事也各自忙着……

胡女士今年 60 岁，是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员。公共文明引导志愿服务队始建于 2001

年。该年 7月，北京申奥成功，为了改进乘车秩序乱的问题，北京市组织了上千名退休

人员组成“文明乘车监督员”队伍，在重点公交车站宣传文明乘车，劝阻不文明行为。

2014 年，“文明乘车监督员”更名为“公共文明引导员”。目前，整个队伍人员达到近

万人，主要在公交地铁站台、交通路口、赛场、公园、校园周边等社会公共场所，围绕

“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这一主题，全面开展公共文明引导行动。

胡女士是最早加入公共文明引导队伍的人员之一。当时，她并不觉得这工作有多难，

可真正干起来后才发现，自己开始想得太简单了。

“请乘客们有序排队上车。”胡女士不知道自己一天要重复多少遍这句话。有一次，

一辆车进站，有位女士没排队，想从胡女士背后挤上车，胡女士一侧身挡住了她。没想

到，那女士抬手就是一巴掌。胡女士心中的火儿腾地就上来了，可看了看手中的小红旗，

她又压下了火气，平静地提醒对方，“请您排队上车，谢谢合作。”那位女士低下了头，

默默排到队尾。

有一次，一辆公交车刚停稳，几名拿着尖嘴钳、扳手、电锯、水桶等施工工具的乘

客一拥而上。胡女士赶紧上前劝阻：“请大家别挤，按顺序一个一个地上车！”可那几

位根本不听，工具也横七竖八地堵着车门。公交司机也来气了，冲着胡女士喊：“要你

们有什么用呀？还不够添乱的！”

虽然胡女士很委屈，可她也觉得文明不能只靠提醒，还要靠巧妙引导。她和队友们

一商量，决定用一根绳子，绑上指挥旗，做成简易“隔离绳”固定在车门一侧，另一侧，

两名队员手持指挥旗、伸展双臂站立，形成夹道，引导乘客从夹道中排队上车。“隔离

绳”一挂，站台秩序果然好转。

但还是有乘客钻绳子、加塞，甚至冷嘲热讽：“还拉绳子呢，就是画条线都不见得

有人听。”这话提醒了胡女士，她还真要试试“排队线”。此后几天，她和队友们白天

上岗执勤，晚上加班画线……连干了几个晚上，胡女士团队负责的 16 座公交站台画上



了 150 多条停车线、300 多条排队线，标上了 160 多组线路数字。

乘客们一见到站台上突然冒出这么多线，很好奇，听说是引导员利用休息时间义务

画的，大家都很感动，自觉按照线路排队候车。这样，不用大声喊叫，胡女士和同伴们

就能维持良好的乘车秩序了。

胡女士和同伴们的辛苦付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据不完全统计，20 年来，他们服

务乘客总量达 900 多亿人次。其中，共为群众咨询指路 5250 万人次，敬老助残超过 1518

万人次，义务助民服务近 800 万小时。

近年来，北京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明显提升。根据 2018 年北京市民公共

行为文明指数研究基地的报告，2017 年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首次突破 85 分，达

85.68 分，连续 12 年攀升，与 2005 年比上升了 20.47 分。对此，胡女士虽然感到欣慰，

但并不满足。“什么时候北京发展到不再需要我们‘引导’文明了，在北京的街头也看

不到‘柠檬黄’了，我就真正心满意足了。”胡女士说。

材料五

从 2017 年 4 月 22 日开始，北京全面启动“礼让斑马线专项行动”，至今已坚持 3

年多，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如何建立“礼让斑马线”的长效机制，巩固行动结果？我们

可以看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做法。

（1）韩国警方在 2007 年就实施了“以步行者为中心的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计划”，

让行人在斑马线上体会到“行路优先权”。在校周围以及残疾人、老年人比较多的区域，

把人行横道的绿灯时间延长 20%。

对于违章行为，警方处罚十分严厉：在红灯或黄灯亮时，违章进入人行横道上的车

辆，罚款 6万韩元，并扣罚 15 分（每位司机有 100 分，扣完须重新路考）；无论何种

信号，凡车辆妨碍行人横穿马路时，罚款 6万韩元，并扣罚 10 分；车辆在绿灯时进入、

但因堵车而停在人行横道时，罚款 4 万韩元。



（2）新加坡对交通行为要求较严。新加坡在斑马线两边设有行人过街自助按钮，

行人要过街时按下这个按钮，灯就会变绿，便于行人安全通过。行人闯红灯属于违法行

为。

对于屡教不改闯红灯的司机，甚至可以判半年到一年的监禁。除了罚款或监禁外，

司机还可能面临着吊销驾照、照片被刊登在报纸上、被强制进行一定的劳动等处罚。

（3）加拿大规定，在行人及机动车都可以通行的道路，车辆应该让行人。校车停

车时，后面的车辆必须停车等待，直到学生上下车完毕后才能通行。行人在道路上行走

时，一定要注意交通信号灯，过马路时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警察发现在街上乱穿马路者，

会毫不客气地罚款。

材料六

自 2020 年 5 月 20 日起，S省 X 市电视台《夜话》栏目开设了一档专门曝光当地市

民不文明行为的电视节目。其中，8 月的一期节目，直接对街上某些居民抠鼻屎、打赤

膊的行为进行了曝光，引发了当地民众关注。

有观众来信指出：“曝光不文明行为，出发点无疑是好的，而且很多地方的媒体都

辟有曝光台。但曝光不文明行为，首先也要把握好尺度，乱扔垃圾什么的，你曝曝光就

是了。就连抠鼻屎、打赤膊也曝光，还不打个马赛克，这又不是什么违法的事情，建议

曝光前要好好考虑一下。”

对此，有专家提出，电视台对不文明行为的曝光，重点在曝光不文明行为，而非有

不文明行为的个人。如果在曝光过程中故意或者非故意侵犯了他人权利，这不仅在性质

上属于以“恶”治“恶”，其本身就属于不文明行为，而且涉嫌违法。他指出，虽然现

行法律未明确规定曝光不文明行为者是否构成侵权，但在目前绝大多数的案例中，法院

都比较重视保护被曝光者的权利。试想，连罪犯在媒体平台出镜，往往都会打马赛克，

又怎能直接将不文明行为者公开曝光呢？因而，曝光不文明行为，必须把握好法律尺度。

作为一个依法治国的文明国家，要解决不文明的问题，本身就应该采取合法、文明的手

段。



材料七

2020 年，A省计划在全省推广餐饮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该省 B市于 4月初制定

并实施了《餐饮分餐公筷公勺分餐夹使用规范》，并拟将其作为全省地方标准予以发布。

值得注意的是，《规范》极为细致，操作性很强：“公筷外形尺寸应当明显区别于其他

备用筷，其长度比普通筷子长 3-4 厘米，便于取食，避免混用；在公筷公勺上宜印制‘公

筷(勺)’的标识或提示语；公筷公勺和私筷私勺之间宜通过造型、质料和色彩来区分；

公筷公勺宜为红色或白色，明显区别于其他备用筷”。在推广和使用中，B市还明确，

餐饮经营者应提供公筷、公勺和分餐夹，消费者应“积极配合”“自觉使用”。

据 B市有关单位负责人介绍，这一政策是分类分步实施推进，从大、中型餐馆入手，

逐步向集体聚餐场所、小型餐馆拓展延伸。市文明办、市场监管局、商务局持续加大对

各餐饮单位落实公筷公勺分餐夹情况检查指导力度，不按要求设置摆放的要立即整改。

据统计，实施首月，公筷公勺在全市 3600 余家大、中型餐饮服务单位推广实施，成为

城市用餐的新风尚。

近期，这股刚刮起来的“餐饮新风尚”出现了消退的迹象。记者走访 B市多家餐饮

企业发现，部分店家曾经悬挂、张贴或摆放的提示牌或提示桌卡已经“黯然褪色”，甚

至不知所踪。在一些餐企，公筷公勺、分餐制处于“不反对”“不提醒”“不敢说”的

随意状态。如果消费者不提出使用公筷公勺，餐厅不闻不问。

一家餐馆经营者介绍说：“开始，我们会特意在餐桌上多摆放一双公筷，虽然没有

烫金字‘公筷’但这双筷子会比普通筷子长出一段来，客人也很容易区分。但最近一段

时间，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公筷用着用着就不知去向了。出于成本的考虑，我们就不再购

买新的公筷，只在摆桌子的时候另外多放一双普通的筷子，但顾客的使用率不是很高。”

26 岁的王来在 B市一家国企工作，周末经常会约着朋友聚餐。“我喜欢大排档的氛

围，夏天和朋友在一起吃小龙虾、喝啤酒，轻松又解压，这时谁还记得用什么公筷公勺

啊，要是那么讲究，氛围就被破坏了。”



有关人士分析指出，推广“分餐夹”“公筷公勺”“分餐制”等餐饮新风，立法仅

仅是第一步。“公筷公勺”政策的落实，要打通最后一公里”，还面临着诸多困难，需

要“市场”与“公益”的多方加持。

材料八

2020 年 8 月 1 日，某市 A镇 B村的“民心超市”率先试运营。在“民心超市”，人

们可以用日常文明行为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作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抓手，“民

心超市”将逐步推广至全镇。

首家“民心超市”设在 B村村委会旁，由一名工作人员在店运营。经村民小组组长

推荐、村民自荐、其他村民推荐等方式反映的好人好事，经核实后均可存入“民心超市”

积分。同时，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方面作出贡献或者获得相

应荣誉的，也可兑换积分。积分将于每年 6月 30 日清零，期间可通过“民心超市”兑

换生活用品。

“试运营是为了广泛征集村民的意见建议，根据试运营阶段村民的反馈，我们会对

‘民心超市’进行调整和改进，让‘民心超市’成为促进大家形成良好社会文明习惯的

助推力。”A镇相关负责人说。据悉，第二家“民心超市”将在 C村开设，并将在该镇

所有村推广。

问题一

根据给定资料，概括当前政府为提升人们文明行为水平所采取的具体措施。（20

分）

要求：准确全面，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 300 字。

问题二

阅读给定材料 4的画线部分，针对胡女士的感慨，谈谈你的看法。（20 分）



要求：观点明确，分析合理，字数不超过 300 字。

问题三

根据给定材料 7，针对 B市在实施《规范》中出现的问题，就 A省推广使用公筷公

勺提出对策建议。（20 分）

要求：建议合理可行，针对性强，条理清晰，语言简练，不超过 400 字。

问题四

结合给定资料，以“文明的养成，重在____”为题，题中画线部分自拟，自选角度，

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联系实际，观点鲜明、正确，分析深入、合理，语言流畅，字数控制在 800-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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