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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5）在游园时对文物古迹不应乱写、乱刻。对园林里放养的

珍禽异兽，不应进行抓捕、恐吓。

（6）公园和其他一些旅游景点所设置的长椅长凳，是供游人

短暂休息的，不能一个人长时间占用。

（7）游园时应自觉保护环境卫生。

7、影剧院里应遵守的礼仪

（1）观看文艺演出和高雅、高规格的演出，应做到仪表整洁

得体。男士可着西装或礼服，女士也应着正规套装或礼服。即使

天气炎热，也不应袒胸露腹。

（2）如果是专场演出，一般由普通观众先入场，嘉宾在开幕

前由主人陪同入场，此时，其他观众应有礼貌地起立鼓掌表示欢

迎。

（3）观看演出时，应提前入场，不应迟到。如果迟到了，尽

可能放轻脚步，通过让座者时应与之正面相对，切勿让自己的臀

部正对着他人，同时应向被打扰的周围观众轻声致歉，对起身礼

让的观众致谢。

（4）入座后，戴帽的应脱帽，不应左右晃动，影响他人的视

线，同时也不应把身旁的两个扶手都占用了，因为你身边的人也

有权使用它。

（5）在演出进行中，不可抽烟，不可随地吐痰、乱扔果皮杂

物；吃东西时，应尽量不发出响声；携带手机的应将其关闭；如

有规定不能摄影，则应按规定行事；与恋人一起观看影剧时，不

应有过分亲昵的举动。

（6）当演出到精彩之处时，可以通过鼓掌、喝彩等形式表示

致意。但应把握好分寸。不应用吹口哨、怪叫、跺脚等方式宣泄

情感。若演出中出现一些故障或特殊情况，应采取谅解的态度，

不应喧闹、怪叫、喝倒彩。

（7）演出未结束，若有急事需中途退场，应轻声离座，并尽

可能利用幕间退出。否则既影响别人观赏，也是对演员的不尊

重。演出快结束时，不能为抢先出场而离座，应在演出结束后依

次退场。

（8）给演员献花，一般在演出结束或演员谢幕时为好。请自

己喜爱的演员签名，也应分场合和情况，缠住演员不放，是很失

礼的行为。

（9）演出结束后，观众应起立向演员热烈鼓掌对他们表示感

谢。在演员谢幕前便匆忙离去是对演员不礼貌的行为。如有贵宾

在场，一般应待贵宾退席后再有秩序地离开。

8、图书馆里应遵守的礼仪

（1）进入图书馆或阅览室时，要保持安静，不要吃有声或带

有果壳的食物，以免对他人造成干扰。

（2）图书馆的书刊资料属于公共财产，阅览时应注意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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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在图书上随意圈点、涂抹、折面，或是把自己需要的资料图

片撕挖下来。

（3）不要为他人预占位置，也不要去抢占暂时离开的读者的

位置。

（4）离开座位挪动椅子要小心；不宜高声谈话聊天。

（5）图书应该及时归还。

9、歌厅里应遵守的礼仪

（1）点歌礼让有序。点歌时，要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

并且注意照顾其他人士，切忌贪得无厌或者争夺话筒。一般应当

请客人、女士、长辈、上司先点。在必要时，应该注意选择一些

脍炙人口的歌曲，由大家合唱，从而引起共鸣，活跃气氛。

（2）听歌聚精会神。当他人唱歌时，务必洗耳恭听。交头接

耳、随意走动甚至公然退场，都是没有教养和风度的表现。如有

需要，所有这些活动都应该在歌曲间歇的时候悄然进行。当他人

表现出色时，要以掌声表示认可与感谢。即使演唱并不在行，也

不可发出嘘声嘲弄对方，更不可切断他人正在演唱的歌曲。

（3）唱歌保持风度。唱歌之前，要首先问候大家。得到在场

者的掌声鼓励，要表示谢意。每次限唱一首歌。在唱歌过程中，

切莫忘乎所以，手舞足蹈或者胡言乱语。唱歌时，有意改动歌

词、曲调或节奏都是不合适的。

10、就诊应遵守的礼仪

（1）在门诊看病应排队挂号。不应在候诊室里吸烟、喧哗。

（2）在就医的过程中，应尊重和信任医生，如对医生的诊断

有所怀疑，可委婉礼貌地向医生说明原因，请医生再做考虑。如

果自己认为医生对疾病作了不当处理，应认真询问处理依据。

（3）即使确认属于医生的责任事故，也不可纠集亲友聚众闹

事，而应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11、信访应遵守的礼仪

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

等书面形式；信访人提出投诉请求的，还应当载明信访人的姓名

（名称）、住址和请求、事实、理由。

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

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

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

代表人数不得超过５人。

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客观真实，对其所提供材料内容

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

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    国

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

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

（1）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

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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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的； 

（3）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

人人身自由的； 

（4）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的； 

（5）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

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 

（6）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的。

12、吸烟应注意的礼仪

（1）注意场合

凡是在贴有“禁止吸烟”或“无烟室”等字样的地方和有空

调的房间、没有摆设烟灰缸的房间以及公共场合，应自觉禁烟，

遵守社会公德。在工作、参观、谈判和进餐中，一般不应吸烟或

少吸烟。在与长者或女士共处一室时，最好不要吸烟，要吸烟也

应先征得别人的同意。在私人住宅，如果主人不吸烟，又未请客

人吸烟，客人最好不要吸烟。

（2）注意文明

吸烟时，不应把烟灰、烟蒂、火柴到处乱丢，而应放入烟灰

缸内。找不到烟灰缸时，应请主人拿给自己。丢烟头时，应将烟

掐灭放入烟灰缸内，不要让烟头在烟灰缸里继续冒烟。

吸烟时，不应一直吸到烧手或吸到过滤嘴边缘；不应将烟雾

向别人直喷过去；不应从鼻孔里往外吐烟；不应走着路吸烟；不

应把烟夹在耳朵上；也不应在电扇和空调的上风吸烟。如果对方

不吸烟，而向你让烟，此时最好不要吸烟。

（3）讲究礼节

敬烟时应先敬长者，如女士中有吸烟者，应先敬女士。敬烟

时，手不应碰到过滤嘴，不可用手取出一支递给对方，更不可将

烟扔给对方，而应把数支烟抖出烟盒少许，说声“您请”，同时

把烟盒递给对方，请对方自取。

敬烟时，如对方谢绝，则不应勉强。对宾客不必敬烟，外国

人通常没有敬烟的习惯。

点烟时，应先给对方点。若用火柴点烟，划着火柴后，一手

护火挡风，一手递火，为对方点着香烟。如有女士吸烟时，男士

应主动为女士点烟。当别人为自己点烟时，应躬身相迎，烟点完

后，应向对方致谢。

如果自己不吸烟，当别人吸烟时，应尽量克制自己，不应露

出厌恶的神色。

（二）职业道德

1、职业道德规范

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

2、公务员行为规范

政治坚定，忠于国家，勤政为民，依法行政，务实创新，清

正廉洁，团结协作，品行端正。

3、律师职业道德的基本准则

（1）律师应当忠于宪法和法律，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

为准绳，严格依法执业。

（2）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尽职尽责地维护委托人

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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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律师应当敬业勤业，努力钻研业务，掌握执业所应具备

的法律知识和服务技能，不断提高执业水平。

（4）律师应当珍视和维护律师职业声誉，模范遵守社会公

德，注重陶冶品行和职业道德修养。

（5）律师应当严守国家机密，保守委托人的商业秘密及委托

人的隐私。

（6）律师应当尊重同行，同业互助，公平竞争，共同提高执

业水平。

（7）律师应当自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法律帮

助。

（8）律师应当遵守律师协会章程，切实履行会员义务。 

（9）律师应当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4、医务人员道德规范

（1）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时刻为病人着

想，千方百计为病人解除病痛。

（2）尊重病人的人格与权利，对待病人，不分民族、性别、

职业、地位、财产状况，都应一视同仁。

（3）文明礼貌服务，举止端庄，语言文明，态度和蔼，同

情、关心和体贴病人。

（4）廉洁奉公，自觉遵纪守法，不以医谋私。

（5）为病人保守医密，实行保护性医疗，不泄露病人隐私与

秘密。

（6）互学互尊，团结协作，正确处理同行同事间的关系。

（7）严谨求实，奋发进取，钻研医术，精益求精，不断更新

知识，提高技术水平。

5、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1）爱国守法。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

导，拥护社会主义。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育法律

法规，依法履行教师职责权利。不得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

言行。

（2）爱岗敬业。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志存高远，勤恳敬

业，甘为人梯，乐于奉献。对工作高度负责，认真备课上课，认

真批改作业，认真辅导学生。不得敷衍塞责。

（3）关爱学生。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

正对待学生。对学生严慈相济，做学生良师益友。保护学生安

全，关心学生健康，维护学生权益。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

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4）教书育人。遵循教育规律，实施素质教育。循循善诱，

诲人不倦，因材施教。培养学生良好品行，激发学生创新精神，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

（5）为人师表。坚守高尚情操，知荣明耻，严于律己，以身

作则。衣着得体，语言规范，举止文明。关心集体，团结协作，

尊重同事，尊重家长。作风正派，廉洁奉公。自觉抵制有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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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6）终身学习。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拓宽知

识视野，更新知识结构。潜心钻研业务，勇于探索创新，不断提

高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

6、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行为规范

遵纪守法，学好理论，廉洁高效，勤政为民。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尊重领导，团结同志。

统一行动，团结协作，同心同德，群策群力。

队容严整，着装整齐，举止端庄，执勤文明。

重在教育，先礼后罚，语言文明，礼貌待人。

依法行政，按章办事，实事求是，秉公执法。

勤奋学习，掌握政策，钻研业务，提高素质。

爱岗敬业，忠于职守，任劳任怨，尽职尽责。

纪律严明，雷厉风行，令行禁止，保守机密。

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办事公开，接受监督。

7、交通行政执法职业道德基本规范

甘当公仆，忠于祖国，热爱人民，听党指挥，服务群众。

热爱交通，爱岗敬业，乐于奉献，钻研业务，艰苦奋斗。

忠于职守，严肃执法，不畏权势，违法必究，不枉不纵。

依法行政，属守职责，法为准绳，严守程序，裁量公正。

团结协作，互助友爱，通力协作，顾全大局，联系群众。

风纪严整，遵章守纪，作风严谨，平等待人，举止文明。

接受监督，办事公开，欢迎批评，服从检查，有错必纠。

廉洁奉公，清正廉明，反腐拒贿，不谋私利，一心为公。

8、文化稽查队职业道德规范

（1）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思想，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维护文化市场健康、有

序、繁荣发展。

（2）增强法制观念，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执法护

法，打击违法经营，保护合法经营。

（3）坚持依法行政，廉洁行政，反对有法不依，违法办事；

坚持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反对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坚持按程

序和时限办事，反对敷衍塞责，互相推诿扯皮；坚持热情周到服

务，反对“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4）增强道德观念，加强自身修养，秉公执法，文明执法，

严守纪律，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维护文化稽查队伍形象。

（5）不以权谋私，不索取、接受经营单位的财物，不从事主

管行业的经营活动，不挪动查扣物品，不扩散淫秽、色情出版物

和政治性非法出版物，不为违法违规经营单位和个人说情开脱、

袒护包庇。

（三）家庭美德

1、尊敬老人

（ 1） 子 女 对 父 母 在 人 格 上 要 多 尊

重。尤其尊重他们的权利与选择。

（2）听从长辈的教诲。孝和顺总是

相联系的，孝敬长辈，就应该听从长辈的

正 确 教 诲 ， 有 不 同 想 法 时 可 以 和 长 辈 商

量，不应随便顶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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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心老人健康，尊重老人的习惯，如作息习惯、饮食偏

好、消费特点和情感需求等，这些都是多年养成的，年轻人应多

迁就、体谅。

（4）理解老人，不应厌烦老人啰嗦，更不能对他们的唠叨不

理不睬。应该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

2、尊重爱人

（1）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人格尊重。不论社会地位、职业类

别、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等有何差异，都应该平等相待，互相尊

重对方的人格和尊严。

（2）尊重对方的意愿、选择、个性、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

（3）尊重对方的父母、亲戚和朋友。

（4）尊重对方的隐私，善于给对方适当的空间，做到“长相

知，不相疑”。

（5）共同承担家务，体谅对方的辛苦。

（6）宽容对方的过失，宽容对方性格中的弱点和能力上的不

足。
（四）青少年道德规范

1、敬长：尊父爱母，照顾祖辈

（1）孝敬父母，感恩反哺

对父母要有礼貌，不顶撞父母，听从他们的教导。要孝敬父

母、关心父母、体谅父母，如果有时候父母和自己的意见不一

致，可以讲清自己的理由，和父母商量。

（2）孝敬祖辈，颐养天年

要主动照顾老人，耐心听老人讲话，多关心多陪伴祖辈。和

3、爱护幼小

（1）父母对待自己的子女应当做到关怀有度、教育有方。

（2）尊重孩子的人格和尊严。尤其注重孩子的隐私权。既不

溺爱也不体罚孩子。       

（3）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让孩子学会关心

别人、尊重别人、善待别人、礼让别人。

（4）进子女房前要先敲门。

4、融洽邻里

（1）创造和谐社区，营造一种互相感染的居住氛围。

（2）守望相助，尽力帮忙有困难或遇危机的邻居。

（3）保持自家门前环境的整洁、清洁，公共用地不宜私家占

有。

（4）尊重隐私，不宜对邻居“查户口”。

（5）与人为善，不宜当“闲话”的传声筒。

（6）当家庭装修时，尽量避免给邻居带来损害和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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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住在一起，不要听一些过于激烈的音乐或者玩一些激烈的游

戏，以免影响老人的休息。

2、尊师：敬爱礼貌，虚心谦谨

（1）见到老师，主动问候

遇见老师应该主动停下，主动问好；分别时主动说再见。在

走廊里、进出门口、上下楼梯或乘用电梯时，应该让老师先走。

（2）我爱我师，示之以敬

认真听课，珍惜老师的劳动成果，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

任务。尊重老师的习惯和人格，不对老师的相貌和衣着指指点

点、评头论足。

（3）拜访老师，恭听教诲

学生取得重大成绩，如升学、获奖等，应该向老师拜访道

谢。毕业后定时探望恩师，拜访老师要事先预约，避免做不速之

客。拜访老师态度要恭敬，姿势要端正，虚心听取老师的教诲。

3、仪式：严肃活泼，喜庆热烈

（1）升起国旗，肃立敬礼

升国旗是严肃、庄重的活动，一定要保持安静。升旗时候，

应列队整齐排列，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唱国歌时，要充满激

情，严肃准确，声音洪亮。

（2）全校集会，安静有序

集合时，提前到达，准时有序进入会场。听报告或者看演出

要遵守会场秩序，注意听讲，聚精会神，保持肃静，不乱议论，

不乱走动。

（3）上主席台，落落大方

作为一名出色的学生，当你荣幸地走上主席台发言、领奖或

表演时，走路要稳重，面带微笑，从指定的台口上台。发言前要

鞠躬行礼，少先队员行队礼，发言结束后道谢。接受奖品、奖状

时要用双手接。

4、网络：自由驰骋，自我规范

（1）自律慎独，节制宽容

网络游戏虽具有一定的益智功能和娱乐价值，但如果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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