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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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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段唱评《智取威虎山》将如
日中天的娱乐大腕儿“毕姥爷”置于公
众舆论的批评之下。

　　视频中，在饭桌上，央视名嘴、春
晚主持人毕福剑清唱《我们是工农子弟
兵》的片段，边唱边评，言词颇为不恭，
嬉笑弄骂、嘲讽戏谑，还涉嫌侮辱开国
领袖毛泽东。这段视频在网络散播开以
后，普通民众一片哗然，毕福剑也因此
离开了央视。

【案例】：

一、公共生活与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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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

u  公共生活有什么特点？

u  朋友圈、饭局是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

u  维系公共秩序的手段又有哪些？

u  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活动范围的广泛性

活动内容的开放性

交往对象的复杂性

活动方式的多样性



• 从重庆到上海，乘船走了8天，
从上海到马赛，整整颠簸了3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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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生活需要公共秩序

【案例】：

          美国9.11事件VS上海外滩踩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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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人们怎么做才可能避免或减少这种悲剧的发生？!

社会公共生活　要有共同准则



建立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
制假贩假，假冒伪劣，坑
蒙拐骗，侵犯产权包括侵
犯知识产权，就会严重阻
碍和破坏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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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多次将北欧小国芬兰列为全球最具年度竞争力国

家。作为一个气候寒冷、人口稀少、资源贫乏的

小国，其竞争力超群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

   一条是芬兰有着良好的公

   共环境、高效的公共机构

   和完善的公共秩序。 





     案例

四川安县桑枣中学 

叶志平 ——史上最牛校长！ 



• 治安状况不良，盗窃和侵犯
人身权利的案件频发，风气
中充满损人利己，就是对人
民生活质量的最大损害。









宋城景区充满艺术感的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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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Ø属于公共生活范畴。

Ø私人意识只有在充分理解和尊重公共生活秩序的基础上才

能得到健康合理的发展。

Ø应用角色意识规范自身，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



二、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一）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

社会公德是指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

中公民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社会公德涵盖了人
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关系层面 
    举止文明、谦虚热情、尊重他人、助人为乐 

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层面 
    爱护公物、勤俭节约、维护公共秩序、遵纪守法
 
人与自然层面 
    热爱自然、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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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时尚品牌Zadig & Voltaire终于对中国人旅游时
体现出的低素质忍无可忍，发出了“逐客令”。 



• 阿瑟·史密斯在中国生活五十年，
在《中国人的特性》中指出，普
通民众缺乏社会公益心，少有
“公”的概念。

• 一百年前，梁启超探寻中国所以
“日即衰落”的原因认为即在于
“公共观念之缺乏”。“一涉公
字，其事必败”。



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               

    — — 春秋 · 孟子

乐人之乐，人亦乐其乐；

忧人之忧，人亦忧其忧。

    — — 唐 · 白居易



驴和马的故事





王羲之助姥卖扇

        在路上遇见了一位贫苦
的老婆婆，提着一篮竹扇在集
市旁叫卖，却没有什么人去买。
他看到后心里深感同情，于是
就帮老婆婆在每把扇子上都题
上字。一篮子竹扇很快被抢购
一空。等着买米下锅的老婆婆
非常高兴，十分感谢乐于助人
的大书法家。



 “希望工程”是团中央、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
儿童为目的，于1989年发起的一项公
益事业。其宗旨是资助贫困地区失学
儿童重返校园，建设希望小学，改善
农村办学条件。援建希望小学与资助
贫困学生是希望工程实施的两大主要
公益项目。

希望工程



大眼睛——苏明娟



• 春蕾计划(Spring Buds Project/Spring 
Buds Program)是一项旨在帮助因生活
贫困而辍学或濒临辍学的女童重返校
园接受学校教育的爱心工程。

春蕾计划



志愿服务



• 雷锋精神的核心是

• 信念的能量、

• 大爱的胸怀、

• 忘我的精神、

• 进取的锐气，

• 这也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
写照，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脊
梁

                                   习近平















五水共治





需要强化教育的６种礼仪：

•  生活礼仪        • 社会礼仪　

•  职业礼仪        • 校园礼仪　

•  涉外礼仪        • 场馆礼仪　

• 认真学习社会公德规范

（二）自觉遵守社会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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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常用的礼貌用语有哪些？ 

2、我们校园里有哪些不文明的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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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月17日，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一
条消息刷屏：“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
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一律判死刑！买孩
子的判无期！”几个小时之内，朋友圈
仿佛中了病毒一般,满屏全是这一声音。
而转发者不论是否有孩子，更是争先恐
后，尤怕慢了就会遭人谴责，让人唾弃。
随后，这一信息竟被证实是某婚恋网站
的市场营销，在众多网友的声讨中，相
关责任人受到了处理。

• 自觉培养社会公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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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转发如潮水般退去，狂热之后，留下什么？



56

【分析】：

•  良知会“超速”

•  法治在倒退

•  遗失的美好道德

•  中国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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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参与公共生活   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努力提高践行社会公德能力





1. 个人互联网应用发展状况：

①基础应用类（即时通信、收索引擎、网络新闻、社交应用）

②商务交易类（网络购物、团购、网上外卖、旅游预订）

③网络金融类（互联网理财、网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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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网络娱乐类（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视频、网络音乐）

⑤公共服务类（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网络约租车）



网络给我们带来了危害——
• 网络暴力

• 网络色情

• 网络诈骗

• 网络抄袭

• 网络黑客

• ……



•  网络暴力：
• 是一种暴力形式，它是一类在网上发表具有伤害性、侮
辱性和煽动性的言论、图片、视频的行为现象，人们习
惯称之为“网络暴力”。网络暴力能对当事人造成名誉
损害，而且它已经打破了道德底线，往往也伴随着侵权
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亟待运用教育、道德约束、法律
等手段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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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范玮琪



案例：乔任梁

......



让我们来看最近的例子

•          4月5日清明节，《全职高手》的书粉因为不满杨洋出演其同名电
视剧，在清明节这天当众焚烧杨洋的画像及大量的纸钱。



案例：王宝强事件

• 王宝强离婚事件，以摧枯拉朽之势碾压奥运新
闻，获得了50亿人次的网络关注量，演变成一
场不折不扣的网络狂欢。

• 而大量的网友也从最初的关注者，变成事件的
参与者，对当事人进行人肉搜索、满怀恶意地
揣测、谩骂、侮辱，甚至网友之间也展开了激
烈的骂战。

• 甚至延伸到广大网友开始质疑王宝强儿女的身
份？！

• 出轨必然是不对，但是没必要把事情扩大化，
而且孩子是无辜的

• 键盘侠们，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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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网络暴力
”宣战！！！

薛之谦的《火星人来过中》
唱到“毕竟这是个打字不
用负责任的年代”

袁姗姗“对抗网络暴力，让
人言可敬”

“当你用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
其他的四个手指会指向自己。杜
绝网络暴力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作为信息时代的我们，要为自己
的言行负责，就算在虚拟的世界
也要有责任感。从我做起拒绝网
络暴力，向网络暴力说再见！”



    应对网络暴力



 网络色情：



CONTENTS

 网络诈骗





我们应该遵守哪些网络道德标准?
①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自觉按照社会主义道
德的原则和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



• ②要依法律己，遵守“网络文明公约”，法律禁
止的事坚决不做，法律提倡的积极去做。



• ③要净化网络语言，坚决抵
制网络有害信息和低俗之风
，健康合理科学上网。



• ④严格自律，学会自我保护，自觉远离网吧，并积极
举报网吧经营者的违法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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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社会和人类的美好生活做出贡献；

（2）避免伤害其他人；

（3）做到诚实可信；

（4）恪守公正并在行为上无歧视；

（5）敬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财产权；

（6）对智力财产赋予必要的信用；

（7）尊重其他人的隐私

（8）保守机密。

美国计算机协会（ACM）
《伦理与职业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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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不应当用计算机去伤害别人；

（2）你不应当干扰别人的计算机工作；

（3）你不应当偷窥别人的文件；

（4）你不应当用计算机进行偷盗；

（5）你不应当用计算机作伪证；

（6）你不应当使用或拷贝没有付过钱的软件 ； 

（7）你不应当未经许可而使用别人的计算机资源；

（8）你不应当盗用别人的智力成果；

“计算机伦理十诫”

（9）你应当考虑你所编制的程序的社会后果；

（10）你应当用深思熟虑和审慎的态度来使用计算机。



• 以寝室为单位上交，也可以个人上交

• PPT形式，图文并茂

• 文件名   寝室-班级-题目  例如：503-15键盘-我看网络

•                  姓名-班级-题目   例如：***-15乐器-微信我见

项目六：“道德绑架之我见”微课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