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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两会”专题信息产品由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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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摘选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由发布单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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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公民道德，构建和谐社会 

1996 年 1 月，中央确定把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思想道德文化建设

作为十四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1996 年 10 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

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

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

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

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

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

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

思想道德建设，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

社会文明程度。 

道德是后天养成的合乎行为规范和准则的东西。它是社会生活环

境中的意识形态之一，它是做人做事和成人成事的底线。它要求我们

且帮助我们，并在生活中自觉自我地约束着我们。假如没有道德或失

去道德，人类就很难是美好的，甚至就是一个动物世界，人们也就无

理性无智慧可言。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道德的驱使才建立了人类

的和谐社会；道德的要求才有了社会群众团体组织；道德的体现，使

人们自尊自重自爱；是道德的鞭策，营造人与人的生活空间。一个不

懂得道德和没有道德的人是可怕的。道德虽不是生活必需品，可它对

人的修养和身心健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文明的人类是靠道

德的建立来作保障的。道德的传承也同样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

劳动和创造，以致分门别类地产生各自的要求和水准。——选自叶千

华《心灵夜语》第 348 页“浅说道德法律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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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声音 

假如建立个人道德档案，可以减少不道德行为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的原因公布后震惊了世人，仅仅因为乘客个

人行为失范而酿成 15 条人命的惨剧，血淋淋的教训何其惨痛！近期

媒体又曝光了一些个人的失范行为，如公交车上抢夺司机方向盘，摔

倒的老人被救助之后反而诬陷救助者，高铁霸座，高铁上父亲猥亵自

己女儿，等等，引起网友对当下人们道德问题的思考。在公共场合，

一些人的行为够不上犯罪却明显违背道德，给公众造成极度不适和困

惑，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和安定，有些甚至直接引发了性质恶劣的刑

事案件。对这种游离于法律和道德边缘的个人失范行为难道就没有办

法惩治了吗？或者只是蜻蜓点水似的意思一下，犯事者几乎不用付出

任何代价，在下一次还有可能做出变本加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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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家建立公民个人道德档案，对于行为有污点的人，根据行

为的性质和类别，给予程度不同的惩戒来教育和警示更多的人，以此

作为法治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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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拒绝乘客前门下车被乘客围殴， 

公民素质否应当纳入法律法规 
公民素质问题是当前社会不可忽视的问题，自从重庆万州公交车

事故之后，各地不文明乃至殴打公交车驾驶员的事情相继曝光，2018

年 11 月 4 日。陕西绥德就又发生了一起因当时前门上车的乘客较多，

公交车司机贺师傅提醒乘客往车厢后面走，乘客因不满司机拒绝乘客

前门下车的要求，被一家三口围殴。公民素质问题，是否应当纳入法

律法规。 

尽管没有再次发生悲剧，但万一事故再次发生呢，无辜的人就因

为某个人的不文明乘车而葬送无辜的生命。公民素质问题急需硬性规

定。 

（来源：百家号 2018-11-5） 

国民素质提高，从惩罚“霸座”开始 

法治规范是提升国民素质最有效的方法 

只要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那国民素质短期内就能进入一个很乐观的程度。拿酒驾和列车吸烟两

个例子来说明。酒驾的危险性不言自明，我国从 1955 年第一部交通

法规中，就有禁止酒驾的条款。以前，关于酒驾的区分和处罚没有具

体的标准，处罚也较轻，尽管社会各种宣传酒驾的危害，各种惨烈的

酒驾事故宣传片轮番播放，喝了酒的人还是照样开车。后来，监控和

测试设备都配套了，也有了更具体更严格的处罚标准，2011 年还将“醉

驾”写入《刑法》，执法也变得更为严格，敢酒驾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直接催生了代驾行业的发展。动车组是全封闭式列车，一旦有人吸烟，

会触动列车警报。尽管动车组上到处有禁止吸烟标志，广播里也一直

也强调禁止吸烟，但吸烟现象却时有发生，2013 年有媒体报道，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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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铁路开通尚未“满月”已发生吸烟导致列车降速和停车事件 30 起，

2014 年《铁路安全管理条例》中特别加入了对动车组内禁烟的限定，

对吸烟者处以罚款，2016 年起加入了禁乘的处罚，此后，动车组吸

烟现象有了明显好转。 

素质来源于习惯，也来源于法律，列车上的不文明行为，一方面

折射出了国民素质的缺乏，另一方面也反应出了我国法律法规的完善

程度和执行力度上都存在一定问题。只要立法到位了，执法严格了，

不文明行为自然就少了。 针对“霸座”行为该如何处罚，目前还没

有详细规定，但现在有了两个处罚的案例，一方面可以以儆效尤给别

人以警醒，另一方面也为后面可能的详细立法提供了一个处理参考。

随着对这种“小事情”的处罚到位，相信我们的国民素质必然有飞跃

式发展。 

（来源：文月雨 2018-9-26） 

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 

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某些社会问题无法仅仅依靠道德规范来

解决，亟须将某些软约束的道德规范上升至具有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

法律层面即道德法律化，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稳定社会秩序。道德

法律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是，需要对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具备

合理性认识，一个社会中的道德与法律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国

传统伦理法中蕴藏了丰富的道德教化资源，道德法律化具备了理论和

现实上的可能性。在道德法律化的进程中，需要重视道德之于法律的

内蕴及拱卫作用，应以法律道德化作为道德法律化的依托和向度，充

分发挥法律和道德二者间的相互支撑作用，避免单一道德法律化路径

可能产生的弊端和问题。道德法律化，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将社

会中的规范入心。因为无论法律或道德，均是社会中的一些基本规范，

只有这些规范得到有效遵循，社会秩序才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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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虽然表面看来是一种外在于个体的约束力，但只有通过

个体内部的伦理道德层面才能有效发挥效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

一书中对其展开过详细的分析论证，他借助“伦理”将法律和道德联

系了起来，认为法律法规只有内化为人的道德准则，才能对个体行为

发挥有效约束力道德法律化有着提高社会平均道德水准的作用，而随

着人们道德水平的逐渐提高，又会有更高要求的道德规范被转化为法

律。法律若要真正对人们行为发生有效约束作用，都必须依靠法律道

德化即法律的“入心”，因为法律道德化是法律被主体自觉遵从的内

在动因。当法律长期内化为个体道德判断一部分用以持续约束个体行

为时，法律其实也就转化成了个体内在道德一部分，这就是道德法律

化反过来促成法律道德化这样的一个过程。 

（来源：《理论与现代化》当前我国社会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

可能性与方向性分析 2017 年第 2 期） 

国际链接 

新加坡，“吓出来”的文明 

在新加坡，人们基本上看不到不文明的行为，新加坡的法律对个

人行为进行了非常明确而详细的规定，而一些规定甚至已经深入游客

的心中，成为了新加坡的象征。 

其实，新加坡打击不文明行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高招，其“罚款

之城”的名号就足以震慑住绝大多数不文明者。 

“一个国家一定需要规则” 

凡到过新加坡的中国游客都会对这里的干净整洁赞不绝口。这样

的形象，是每个新加坡公民用实际行动换来的。 

新加坡建国之初，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是非常恶劣的，各种不文

明现象屡见不鲜。学法律出身的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不仅发起

了反对随地吐痰、嚼口香糖、喂养鸽子的运动，还禁止乱扔垃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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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吸烟和说粗话脏话，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及罚款标准。但

当时，很多人并不认可他的做法，批评者认为是“严刑峻法”、“牛

刀杀鸡”。 

例如，仅随地吐痰一项，法律就作出了详细的规定，随地吐痰者

第一口将被罚以 1000 新元（约合人民币 5000 元），第二口罚 2000

新元。新法推行之初，执法十分严格且毫不留情，情节严重者还会处

以 7 天监禁，甚至在电视上曝光，或被派到城市各地做义工。如此重

罚之下，谁还敢为了一吐之快而破坏城市环境呢？ 

再比如对乱扔垃圾的处罚，也相当严厉：对首次乱丢垃圾者，最

高罚款 1000 新元；第二次被控乱丢垃圾者最高罚款 2000 新元；而第

三次或以上被控者最高罚款 5000 新元。2014 年 2 月 17 日，新加坡

国会通过的新方案，在此基础上又翻了一番。虽然新加坡人的工资收

入较高，但这些罚款还是够狠的。 

新加坡把爱乱丢垃圾的人称为“垃圾虫”，同时推出了“垃圾虫

劳改法令”。累犯者要被处以 3 至 12 小时的劳役，并且需要穿上标

有“我是垃圾虫”的特制服装，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打扫公共卫生。

应该说，对于不文明行为，除了依法治理，还进行道德谴责，是新加

坡文明素质升华、公序良俗健康的法宝。 

这些禁令是由李光耀本人构思并推行的，虽然备受非议，但是成

效卓著。他曾发表演讲说：“我认为一个国家一定需要规则。” 

在新加坡，厕所里有专门的卫生纠察员，还有法律明文规定“如

厕后必须冲水，不能踩在马桶上”等。如果被抓到违反规定，就要乖

乖受罚。新加坡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早在 1989 年就制定了“便后必须主

动冲厕”的规定，同时对使用厕所不文明的现象施以重罚。每个公厕

都配有一名纠察员，专门纠正不冲厕所、踩马桶、乱丢东西等违反公

共道德的行为。新加坡法律规定，使用厕所后不主动抽水，初犯将被

罚款 150 新元并拘留；再次违法，光罚款就要 500 新元。而为了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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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环境卫生管理部门会定期“微服私访”，一旦发现违反规定者，

将毫不留情处罚。 

新加坡对喝酒的约束也很多。每天晚上 10 点半到第二天早上 7

点，所有零售商禁止售卖酒类饮料，公众也不允许在公共场所喝酒。

餐馆、酒店、酒吧、咖啡馆等仍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卖酒，但不得外带。

而游客所熟悉的芽笼、小印度等地区则被列为禁酒区，违例者将受到

更加严厉的惩罚。 

近年来，新加坡已经发生了好几起由于在公物上乱涂鸦而被判鞭

刑的案例，其中不乏外国人。两名 21 岁的德国男子闯入新加坡中部

壁山的一处地铁列车停泊场，并在车厢上画画，他们被指控擅闯禁地

和在地铁车厢上乱涂乱画。法官作出判决，这两名德国男子将面临 9

个月的牢狱及 3 下鞭刑。 

新加坡有严格的禁烟条例。不仅在包括公园、过街天桥等绝大多

数的公共场所不能吸烟，如果烟灰掉在地上，也会被处以 1000 新元

的罚款。新加坡对烟草实行严格的进口管理，对于游客来说，无论以

何种形式携带烟草入境，必须申报并缴纳关税，否则将可能面临高额

罚款甚至监禁。游客申报之后，也需要随身携带海关出具的纳税收据

复印件，否则，如果警察在检查时发现没有相关证明，也会挨罚。 

“罚款城市”的威名 

李光耀说过，新加坡是用儒家伦理治国的，先以法治人，后用礼

乐教化。真正促使新加坡走向文明的其实并非罚款本身，而是这个罚

款城市的“威名”。 

法律的真正作用并不在于它的事后处罚，而在于事前阻吓。再严

厉的法律，若不清楚、不透明、不为人知，则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在新加坡，罚款标识随处可见。孩子们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被老师

和家长灌输法律常识，知道乱扔垃圾要被罚款、携带超过相当于五毛

钱硬币重量的毒品即是死刑；知道绑架他人无论成功与否皆是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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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行贿和受贿皆是重罪； 知道非礼和强奸犯除 10 年以上的监禁外

还有藤条伺候，更重要的是，知道所有的刑罚必将被执行。 

如果说新加坡的文明是“罚出来”的，那新加坡每年应该有很多

人受罚才是。然而新加坡的犯罪率却是全球最低的。所以，这种文明

不是“罚出来”的，而是“吓出来的”。 

美国 

严重者要服刑 

乱扔杂物在美国不仅是一种不文明行为，而且还是犯罪行为，在

各地会被处以罚款（议会立法会规定具体的罚款数额），在美国涉及

到最多的起诉案件就是有害垃圾的处置不当。 

对于小量的乱扔垃圾，罚金、社区服务以及规定时间内的清扫垃

圾工作是主要的惩罚手段，少数严重的甚至会被判监狱服刑。 

例如，在加州，第一次乱丢垃圾的处罚是 100 美元（约合人民币

660 元）以及 8 小时清扫路边垃圾。超过三次，会受到至少 750 美元

罚款以及 24 小时清扫路边垃圾的惩罚。在爱达荷州，综合性的预防

乱扔垃圾的法律法规在 2006 年以法律形式签署。违反者会被处以高

达 180 美元的罚款，或者 80 美元以及社区清扫垃圾的处罚。 

英国 

手套掉毛也罚款 

前段时间有个新闻很热，一位老太太在英国走路时，手套上掉下

一团毛球，就当场被罚款 75 英镑（约合人民币 660 元），虽然最后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罚款金额减少了，但仍可看出英国对于市民不

文明行为的严厉程度。 

在伦敦，如果乘客朝车外乱扔垃圾，车主将被处以 100 英镑罚款。

因为，乱扔垃圾属于违法行为。若是因乱扔垃圾被告上法院，将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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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2500 英镑罚款。所以在这里，人们都非常遵守这些文明准则，

因为一旦被罚款，会让人吃不消。 

德国 

罚款明码标价 

德国的法律法令多如牛毛，不用说来旅游的外国人，就是本地公

民也要常常求助律师或法律顾问。 

同时，德国对于不文明行为的罚款也是明码标价的，比如乱扔旧

冰箱罚 150 欧元（约人民币 1100 元）、随地吐痰或口香糖最高可罚

500 欧元、损害文物视情节轻重罚款 500 至 1000 欧元，甚至插队也

要接受一定的罚款。 

（来源：综合自新华网、《环球时报》、《广州日报》

等 2018-9-26） 

专家观点： 

构建约束保障机制 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李小琳（全国政协委员、中电国际董事长李小琳） 

近年来，我国社会道德与诚信建设成为社会各界和舆论关注的焦

点。2011 年是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10 周年，我国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整体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势，涌现了第三

届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和“最美妈妈”、“最美护士”、

“最美电力工人”等众多楷模，传递着社会主义道德的信念和风采，

让人感动。更被媒体看作是中国道德建设的标志之年。 

但同时，在某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

民众对道德和诚信的质疑、焦虑心态蔓延。商业欺诈、制假贩假，道

德底线频频失守；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现象屡禁不止；甚至频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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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见危不扶、见死不救的事件，拷问着每个人的良知，不得不令人反

省。 

究其根源，透过近年来一些典型道德事件的分析，有几个突出特

征： 

一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陌生人之间的交

往越来越多且缺乏信任，“质疑”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二是道德失

范的“破窗效应”频发。一些失德失信、甚至违法犯罪行为没有受到

应有的惩罚。同时，一些见义勇为者反而因为救人行善而贫病交加，

却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保护和救助。三是一些伸手相助者反而“惹祸

上身”，挫伤了公众的道德情感。四是部分媒体尤其是网络，对一些

道德失范问题过分夸大炒作，也影响了公众对道德建设的信心。 

鉴于以上原因，很多人抱怨社会道德进入了“知而不行”、“知

而难行”的窘境。因此，我建议，要从实际出发，对症下药，重点从

构建约束和保障机制上，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进程。主要包括四个方

面： 

一、以“信”促建，加快推进道德信用体系建设 

关注公民和法人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产生的“行为”记录，运用信

息化等现代化的手段，大力推进社会诚信和道德信用体系建设，逐步

建立完善必要的机构和公民道德信用记录，同时加强对道德信用的社

会整合、共享应用。 

特别是要通过各行业的制度设计，使所有单位和个人在切身利益

上受到道德信用的制约（例如在金融贸易、求职晋升等方面增加道德

信用约束条款），并创造条件让民众参与监督和执行，让失德失信者

受到应有的约束和惩戒，切实发挥道德信用的约束力。 

二、以“心”促建，增强公民自觉践行道德规范的责任意识 

培育发自“内心”的公民道德观念，切实增强自觉践行社会道德

规范的责任意识，引导每个公民“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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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通过家庭、机构等多种社会渠道，

将道德教育融入公民生活各个方面，鼓励民间自发的道德实践活动。

吸取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分辨善恶美丑，从思想意识上夯实道德

规范的基础；大力选树道德模范先进典型，积极发挥和正确引导媒体

对社会道德事件的监督和导向作用。 

三、以“法”促建，完善道德建设的激励约束机制 

严格执行法律是维护道德规范的“基本底线”。惩恶即是扬善，

要切实维护国家司法体系的公正威信。对一些既违法又严重违反道德

底线的行为，必须给予严厉打击，大幅增加不道德行为的成本，让“想

恶者不敢恶”。同时，对那些接受了救助却诬陷好人的行为，也要给

予严惩。同时，要通过立法保障维护正义和实施救助者的合法权益，

明确对见义勇为等行为的认定、救助、抚恤和保护；建立见义勇为者

免责条款，并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使其免受讹诈和冤屈。也可以通

过“道德基金会”等多种渠道，使得见义勇为者不再“流血又流泪”。 

四、以“义”促建，创造道德建设良性循环的社会氛围 

一方面，要注重弘扬“正义”，鼓励和保护公民遵守道德规范、

行善助人的积极性，让尊崇道德规范成为“常态”和良好习惯；另一

方面，形成敢于向不道德行为斗争的社会风气，注重弘扬“道义”。

让见利忘义者、道德败坏者受到社会舆论和家庭、机构等多层面的谴

责。这就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等为基础，文化教育等手段多管齐下，厘清社会公众既模糊又各行其

是的道德观念，使得广大公民深明道德的“大义”，持续培育、提高 

公民道德素养，营造健康的道德建设氛围，促进道德建设的良性

循环。 

（来源：中国电力新闻网 201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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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法律与道德形成合力 

法制网评论员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加强全民思想道德教育

一直是党和国家一项重要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人民

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然而，提升全民文明素养，仅靠道德的感召力是不够的。法律是

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没有法律的强制力，道德独木难支；

没有对道德的内心信仰，法律也会左支右绌。只有道德与法律形成合

力，相辅相承，相得益彰，才能共同筑牢社会文明的大厦。 

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

划》提出，要加强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立法。这体现了以德治国与

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也体现了依法维护传统美德、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法治精神。 

近年来，我国道德领域的立法不断加强，各地纷纷出台见义勇为

条例，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极大地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最

高人民法院牵头建立联合惩治老赖机制，让失信者寸步难行。5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高扬起爱国主

义的大旗，极大地鼓舞了社会正气。不仅是立法，近年来，在司法领

域，以司法判决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的案例不断涌现，从邱少云名誉权

案，到电梯劝烟猝死案，再到河北见义勇为者无责案，这些被录入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经典判例，经过媒体广泛报道后，给公众留下

了深刻记忆，成为司法维护社会道德、弘扬社会正气的旗帜。 

法律是他律，德是自律，法律强制和道德教化两者兼备，才能使

法律和道德相互贯通，形成合力。春风化雨，水滴石穿，使崇尚社会

道德与文明日益成为人们的自觉。 

（来源：《法制日报》201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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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周杰（河北经贸大学道德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王维国（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作为国家治理的两个基本手段，道德离不

开法律，法律也离不开道德，二者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内容上相互吸收、

功能上相互补充、实施上相互促进。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坚持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互补充、相

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证明，

真正有效的国家治理是既合法有序又合理有德的完整治理，而不是单

一的法律或道德治理。 

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的主要工

具，是实现秩序良好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支柱，社会善治既需要道德也

需要法律。单纯依靠道德很难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也不能完全指望

个人通过道德修养来自觉践履其道德义务。而片面依靠法律的强制

性，有时不但不会化解纠纷，反而会激化矛盾。 

我国是一个道德传统深厚的国度，道德的影响无处不在。正义、

公平、自由、权利、秩序等是道德赋予法律的精神实质，一切法律在

根本上都不可能与道德无涉。因此，在国家治理中，法律仅仅依靠自

身是难以得到有效实施的，它必须借助于道德的力量。 

道德要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离不开法律的支持与保障。法律

把国家治理中的集体主义、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道德原

则、道德规范确认下来，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国家治理中法律

实施的过程也是道德精神弘扬的过程。一个有法不依、有章不守，甚

至知法犯法、徇私枉法，社会公正和法律尊严被嘲弄的社会，必然是

道德沦丧、风气恶化、秩序混乱的社会。因此，道德在国家治理中发

挥作用离不开法律的保障。（来源：《河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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