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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山东省录用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卷（A 类）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组成。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 50

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 130 分钟。满分 100 分。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 2B 铅笔在

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

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资料 1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民众购车需求旺盛，汽车保有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数据显

示：截止 2016 年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 1.94 亿量，汽车驾驶人超过 3.1 亿人；全国有 49 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

超过百万辆，平均每百户家庭已拥有 36 辆私家车，成都、深圳、苏州等城市每百户家庭拥有私家车超过 70 辆，

目前汽车保有量还在不断上升，但停车位却不能满足需求。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停车位缺口超过 5000 万个。

2011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名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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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追究刑事责任。”2013 年 1 月 1日起生效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加强了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

度，并改进了驾照制度，“开车玩手机被抓扣 2分”“闯红灯交通违法记分将由 3 分提高到 6分”“不挂号牌

或档号牌的一次就将扣光 12 分”等条款的实行，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也标志着中国进入更加严厉的交通

法规时代。

资料 2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汽车社会蓝皮书》指出，按照国际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每百户家庭汽车保有

量达到 20 辆时，通常被看作进入汽车社会，汽车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轿车大规

模进入家庭后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汽车社会里，汽车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更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

人的空间属性的扩展和精神的延伸。我国已进入汽车社会，交通出行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也带来了生产和生

活方式的一系列变化。汽车的影响力已辐射到文化、法律、道德、家庭等各个领域，与自然资源、人口环境、

经济发展等相互影响并形成了一定行为规范的社会状态。

进入汽车社会前，中国人经历了长期的自行车阶段，习惯了任意穿行、灵活、多变的交通形态。进入汽车

时代后，依然存在随意停车、随意乱穿、不各行其道等交通乱象、我们通常看到的是这番景象：在十字路口，

汽车、行人无视交通信号灯，我行我素，红绿灯的警示作用成了“仅供参考”；在交通要道，各种车辆胡乱横

行，无提示地随意并线串道，导致事故频发；在环路出入口，众多车辆竞相“加塞儿”，挤作一团，无法按照

顺序进出；在胡同小路，车辆沿街随意停放，双向车道变成了单行道，道路上停满车辆，四车道变成了双车道……

一系列的不文明交通行为反映出驾驶者的不良驾驶习惯，也折射出当前社会汽车文明的缺乏。

汽车文明是指人类社会进入汽车时代后，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文明体系，包括道路设施的完善，民众安全

意识的提升，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提高等方面。汽车文明的构建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美国、德国等都是先完成

了城市化过程，而后才是机动化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而我国在城市化进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机动化就已来临。城市化与机动化的矛盾，突出体现在道路规划上。一些城市缺乏科学规划，道路建设滞后，

公交分担率低，道路、停车供需矛盾突出。

中国汽车社会正面临众多困扰，汽车成为社会分化象征，许多汽车问题升级为社会问题，汽车社会的管理

目标不是让人不买车、不开车，而是从人本的角度出发，寻找更公平、更有效率的治本之策，建立包括普通市

民在内的、由各利益集团共同参与和监督的城市交通决策及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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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3

北京的刘先生，最近通过了驾考，准备购车的他开始犯愁：“买车是租别人的牌照还是上外地牌照呢？如

果上一个外地牌照，而交管部门规定部分路段禁止外地牌照车通行，路段一限制，就只能把车停下转乘地铁或

公交，地铁或公交附近又很难找到停车位。过去买车差的是钱，现在攒够钱了，买车却难了。”在北京购车上

牌照需要摇号，牌照就成了稀缺资源，但是摇号太难了，很多人几十次也未摇到号码，不少人将摇号比作买彩

票，摇到号就好比彩票中奖了。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等多个城市采取摇号或拍卖等形式控制车辆数

量，还有多个省会城市及二、三线城市欲实行这一政策。

在很多人看来，攒够了买车钱，又顺利拿到牌照是件高兴事，但上路后才发现，堵车严重程度超乎想象。

交通拥堵，是近年来在全国凸现的“城市病”。市民贾先生说“自从买了车，起得比以前更早了，从家到单位

车程十几公里，顺利的话 20 分钟就能到，要是赶上了早高峰的拥堵，路上耗 1 个小时也是常事，为了省时间，

早些起床，避开车流高峰。即便如此，堵车仍如家常便饭一般：提前半小时出门去开会，却因为堵车迟到了十

几分钟；周末中午约朋友小聚，堵在路上动弹不得；赶上天气不好或是交通事故，开两个多小时也到不了家，

对许多有车族而言，堵车已变成堵心。”

考验车主们的不仅是堵车，还有停车。如今，越来越多的朋友们见面第一句话经常是：“车停哪儿了？”

市民陈女士说：“三种地方最难停车，一种是商场、商业街区，一种是医院、办事机关等公共单位，还有一种

是住宅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在小区，原本挺和谐的邻里关系，因为停车闹得不开心，安地锁、装摄像头、

写标语，简直无所不用。”

“开车的时候骂走路的，走路的时候骂开车的。”在一些城市，行走已经变成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随

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小城市多是道路越修越宽，人行道越拉越窄。而一些城市在窄窄的非机动车

道上，又规划了一些停车位来日夜收费，再加上乱停放的机动车，于是，无路可走的行人走上了非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走上了机动车道。

资料 4

2014 年 1 月 11 日，四川省成都市一辆高尔夫轿车以急刹车、快速并线等方式，多次别停同向行驶的宝马

车；2015 年 5 月 3 日，成都市一立交桥，一名男司机将一多次并线的女司机逼停后当街殴打；2016 年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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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长春一名青年男子在某商场门前，下车对前车驾驶室方向辱骂，并猛踢前车车门，让前车驾驶员下车，因

前车驾驶员未下车，青年男子上车后，连续猛撞前车，并造成前车并排其他车辆严重受损；2016 年 6 月 11 日

下午，在湖南怀化某小区，一辆小汽车将楼下的进出口处堵得严严实实，车子不但被小区居民吐口水砸鸡蛋，

还被人用粉笔留言谴责……

现实中车辆驾驶陋习随处可见：抢黄灯，变道不打转向灯，超速危险驾驶，打着电话“龟速”前进，夜间

开着晃眼远光灯，随意乱停车和丢弃车窗垃圾等。有人自私地只考虑自己方便，占用应急通道、消防通道；有

人插队成为习惯，遇堵车就抢道加塞；有人易怒崇尚暴力，相互间对峙、追逼甚至打架等“路怒”行为就会出

现……

“路怒”，即带着愤怒情绪驾驶机动车，俗称“开斗气车”，又称为“攻击性驾驶”，在交通违法行为上

表现为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车、违法抢行、占道行驶和不按规定让行等交通违法行为。社会学专家王教授认

为：“路怒”是心疾，既不利于驾驶人的身心健康，又危害他人与自身的人身安全，由此引起的攻击性驾驶行

为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有序的汽车文明，不仅要靠宣传、靠自律，更要靠“他律”来规范车辆驾驶行为。

资料 5

根据某市场调查公司对 60 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数据，中国人买车（新车加二手车）的兴趣排名第 6，而购

买新车的兴趣则高居第 2。至于中国人买车的原因，排名第一位的是“爱驾驶”，第二位是“个人社会地位的

体现”，第三位是“实用”。2015 年城市居民家庭的购车价格平均为 15.1 万，城市消费者在车型选择上更为

个性化，自我认同意识越来越强，不仅看重产品与个人形象的相关性，而且外显型消费倾向越来越突出，希望

通过新车来彰显自身的成就和品位。

在汽车普及已久的社会中，人们对汽车的兴奋度会大大下降，在调查中，中国消费者和欧美日韩还存在很

大差异，欧美日韩对于汽车消费品趋于理性。日韩国家流行的是小排量，欧洲国家除了小排量就是旅行车，也

都以家庭实用为主，欧洲人有买车计划的比例远不及中国，即便打算买车，购买二手车的比例也超过了买新车

的比例。

目前我国大多数消费者，买车最先考虑的是价格和品牌因素，如果价格相当甚至略高的情况下，选择多是

合资车，某自主品牌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说：“如果在基本持平的价格区间面临选择时，消费者基本会毫不犹豫

地选择合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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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研究院李教授指出：汽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基本的作用是给人代步，“实用性”应该排在第一位。

在大多数国人心中，车的价格高低对应着一个人财富的多寡，折射出他的赚钱能力、社会影响力、人脉关系等。

很多时候，一辆好车的确能给车主带来更高的社会认同和便利，不仅汽车，甚至车牌照都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资料 6

“礼让斑马线”是一项基本礼仪，也是一项基本规则，既是文明范畴，又属于法律范畴。汽车文明的一个

重要内涵是以人为本，强者礼让弱者、汽车礼让行人是行为基准。这一文明规则也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得到固化，

《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机动车如何通过人行横道有明确细致的规定，《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更是制

定了严厉惩戒措施：“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一次记 3 分。”现实中

我们经常看到，车辆行经斑马线时毫不减速，甚至一路鸣笛、加速通过。在商场、超市附近等人流密集区域的

斑马线，行人与车辆你争我抢、险情频出。近年来，发生在各地的一次次“斑马线惨案”，让行人生命线不时

成为夺命线。“礼让斑马线”还远未形成大众化的自觉自律。

H市“礼让斑马线”已成为了一种常态，成为当地文明的一道风景线，无论是在主城区还是在景区，当行

人或自行车走在斑马线上时，行驶中的机动车均会习惯性地在斑马线外停下来，等待对方通过。据交通管理部

门的统计，目前市区主要道路上斑马线前的礼让率已经达到 93.91%。

H 市的“礼让斑马线”最早从公交车开始，在 2007 年，H 市公交集团就制定了《公交营运司机五条规范》，

其中明确规定“行经人行横道时减速礼让”，要求全体司机必须遵守并体现在工作中。公交集团还制定了《营

运司机星级评定指导意见》，将斑马线礼让情况纳入司机考核标准，通过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双管齐下，有效

推动了安全行车、文明礼让工作的落实。

在公交车的带领下，2009 年，H 市内出租车加入到“礼让斑马线”的行动中。2010 年《H市客运出租汽车

单车考核细则》实施，规定出租车在斑马线前不减速、未停车让行、未避让的，一次扣 10 分。推行过程中，通

过评优等正面激励和负面的惩罚措施，让“礼让斑马线”常态化。

推广“礼让斑马线”过程中，2009 年发生的机动车斑马线撞人致死的案件触动了当地民众，交警部门推出

多项交通整治行动和系列宣传，积极规范“车让人”行为，并引导市民养成过马路走斑马线习惯，让“礼让斑

马线”更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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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司机了解到斑马线前什么时候该让，应该怎么让？2011 年 4 月，交警部门还专门绘制了多张“斑马线

前礼让图”供市民及司机参考，通过图解形式细致化，用以规范礼让标准。同时清理不合理的斑马线 354 条，

并完善了一批减速标志及“请主动避让行人”“请快速通过”等交通标识提示语。在法律执行层面，交警在市

区 27 个斑马线前现场摄像，对“斑马线前不让行”现象进行重点整治。2014 年推出了新举措，在无信号灯斑

马线前设置电子警察，对未礼让斑马线的机动车进行实时录像，作为处罚依据。对不让行的司机，交警部门依

据相关法规对司机进行罚款及扣分的处罚。

2016 年 3 月 1 日起，《H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斑马线“礼让行人”首次被写入了地方法规，

“礼让行人”从最开始的文明倡导升格为地方法规条款。

资料 7

S 市潘先生的女儿突然发高烧并引发肺炎，住进了该市儿童医院。他开车送孩子到医院后，转来转去也找

不到停车位，情急之下将车停在了医院外的路边。当天上午 10 点多，他下楼发现车已经被贴了罚单。潘先生很

快将车挪到了医院正在施工的一处工地旁，并留下来一张字条：“警察叔叔，孩子在儿童医院住院，医院里停

车场没有位置了，没办法停到这里，请不要贴我，碍事我就移车，谢谢了。”在纸条下方，潘先生留下了自己

的手机号。等潘先生中午下楼看车时，车窗上多了一张贴条，纸条上写着这样一行字：“祝早日康复，以后尽

量按位停车”，落款为“S市 xx 大队宣”，并画上了一张笑脸。看到这张字条，潘先生十分感动，“看到这个

的确很意外，这个交警执法真的很人性化，让人心里暖暖的！自己以后保证会按位停车。”当时执勤交警表示：

潘先生当时已经被贴了一张罚单，后来挪了车才发现有了这张字条，孩子生病家长肯定着急，从人性化执法角

度，我们不能“雪上加霜”。

这两张纸条上传网络后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非常赞许交警的暖心行为，但也有人指出：“既然车主已经

被贴了罚单，没有必要再挪车”，并且质疑：“违法停车留纸条就可以免于惩罚，如果都效仿这种方式，以后

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外地的汪先生到 T 市旅游时，将车随意停放在景区路段内，离开时发现私家车上被贴了一张“空白罚单”，

上面并没有写明扣分或者罚款的事宜，而是留下交警的手写字：“前面有停车场，下次注意”。汪先生对交警

“人性化执法”很感动，拍照并配文发在了自己朋友圈。“空白罚单”被大量转发传播后，引发了众多网友的

热议，有人点赞，也有人提出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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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 A：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罚单”，给人感觉很温暖。

网友 B：这种罚单方式不错，给违停者贴了罚单，却没有处罚，个人觉得还是很有人情味的，体现了执法

过程中不是仅以处罚为目的，是工作方式上的一种创新……

网友 C：轻微的违法也是违法，既然违法了那就应该处罚，这种“空白罚单”只见罚单不见罚款，是否涉

嫌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

网友 D：轻微违法如何界定？处罚的标准如何统一？这些应有具体规定，如果仅凭交警的个人认定，受个

人因素影响太大。

网友 E：罚单，只能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填写或告知。“空白罚单”，既没有填写任何执法内容，也没有留

下任何执法信息，在一张正式罚单的空白处写上了一句“温馨提示”，实在是太随意、太任性了，太不维护法

律的威严。

网友 F：对外地车相对宽容，却对本地车严厉，人性化执法应该不分外地本地，一视同仁，统一标准。如

果考虑外地司机不熟悉道路情况，就应该提前进行各种线路指示和提醒，比如做个“前面有停车场”的标牌。

T市交警：人性化执法，将法律的教育功能与惩罚功能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追求执法公正与执法效果的

统一，体现了执法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在形式上表现为理解、尊重和关爱。在法律容许的框架内，有利于调节

人们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资料 8

J 市举行了一场以“汽车社会与汽车文明建设”为主题的座谈会。

主持人：我国已经进入汽车社会，但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汽车文明。在这样一个汽车社会里，我们应该提倡

哪些“汽车文明”？

嘉宾甲：在发达国家占用应急车道、与行人抢路的情况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舆论对这些不文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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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包容度比较低。如果你开车不让人，周围人会觉得你很野蛮，看不起你，而我们刚刚进入汽车社会，很多

情况和行为都是新的，对什么应该包容、什么必须谴责，从社会角度来看还没有形成共识，也缺乏相关文明级

别的标准。

嘉宾乙：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路口前面明明已经堵死了，后面的车也不管不顾，只要是绿灯就往前开，结

果堵在交叉路口的中央，把四个方向全部堵死。文明驾驶就不应该抢绿灯，走到路口，绿灯虽然亮着，但前面

车已经堵住了，就别走了，这样，横向来车就能顺畅通行。类似的例子很多，我们每个人应该从自身做起，践

行“汽车文明”。

嘉宾丙：车越来越多，文明素养不能跟着一起提高，路只会越来越堵。践行汽车文明，一是要遵守规则，

二是要有公德心，三是要有系统的观念。整个社会是个系统，个体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度地考虑自己而

不考虑别人，就会把系统正常的循环给破坏，自己也无法避免受到影响。

嘉宾丁：文明的交通环境是由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组成的。现在对机动车违法好处理，可对非机动车

和行人的违法处理就要难得多。很多非机动车驾驶员和行人对遵守交通法规这一要求都是不屑一顾。道路交通

文明是基础的道德建设之一，交通文明的建立绝非一夕之功。

……

交通运输管理干部学院张教授：文明习惯的养成离不开文明土壤的培育，国家的文明依赖全体公民，是个

人文明的总和。汽车可以提高交通速度，汽车更应该提高公民意识增强的速度，提高社会文明建设的速度。交

通“红绿灯”是一盏城市文明的“照明灯”，汽车文明是否“一路绿灯”关系到社会文明的进程。

三、作答要求

（一）根据给定材料 1~5，概括我国进入汽车社会后面临的主要困扰。（15 分）

要求：（1）全面、准确；（2）有条理；（3）不超过 300 字。

（二）给定资料 2 在概述汽车社会面临困扰时提到，“汽车成为社会分化象征，许多汽车问题升级为社会

问题”，根据给定资料，应如何理解这句话？（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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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1）理解全面、准确；（2）条理清晰；（3）不超过 350 字。

（三）根据给定资料 6，总结 H 市推行“礼让斑马线”的主要经验。（15 分）

要求：（1）准确全面；（2）条理清楚；（3）不超过 250 字。

（四）给定资料 7 中，“空白罚单”等人性化执法行为引起了社会讨论，请分析指出讨论的焦点及正反方

主要观点。（15 分）

要求：（1）分析透彻；（2）观点明确；（3）不超过 350 字。

（五）资料 8 中提到“汽车文明是否‘一路绿灯’，关系到社会文明的进程”。请根据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结合给定资料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40 分）

要求：（1）观点明确，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3）

总字数 1000~1200 字。

参考答案

（一）【参考答案】

我国进入汽车社会后面临的主要困扰有：

一、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不合理：车位不能满足需求；停车难，车辆违规占道，人行道变窄；交通拥堵，

耗时耗力。

二、汽车文明缺乏：驾驶员素养低，存在随意停车、随意乱穿、抢道等驾驶陋习，“路怒症”等交通违法

行为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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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化与机动化矛盾突出：缺乏科学的道路规划，道路建设滞后，公交分担率低，道路、停车供需矛

盾突出。

四、政府公共管理水平低：许多汽车问题升级为社会问题，政府缺乏以人为本、公平、有效的治本之策和

社会共同参与、监督的城市交通决策及管理机制。

五、居民购车困境：摇号难、牌照资源稀缺；缺乏理性认识，忽视汽车的实用性，更看重汽车所彰显的财

富、地位。

（二）【参考答案】

一、分化象征：指的就是个人地位的象征和贫富差距的代表。汽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社会的组成部

分，是人空间属性的扩展和精神的延伸。折射出个人的能力、社会影响力、人脉关系，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汽车带来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在文化、法律、家庭等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形成了社会状态。

二、传统交通习惯的束缚、城市化与机动化的矛盾、汽车文明的缺乏、城市缺乏科学规划导致了汽车问题

的产生。同时这也是社会问题，体现出民众的文明和素质，考验管理者的公共管理水平。

三、治理汽车问题不要“一刀切”。（1）要以人为本、完善道路设施，建立市民、各个利益集团共同参与

和监督的城市交通决策及管理机制，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水平；（2）要加强交通立法和执法力度；（3）要加大

宣传，提升民众安全意识、素质修养，倡导从自身做起，形成文明共识。

（三）【参考答案】

一、将斑马线礼让情况纳入公交车司机考核标准，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双管齐下。

二、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明确操作细则，通过评优等正面激励和负面惩罚措施，让“礼让斑马线”常态化。

三、推出交通整治行动和系列宣传，规范“车让人”行为，引导市民过马路走斑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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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绘制礼让图供市民司机参考，图解形式细致化。清理不合理的斑马线，完善减速标志及交通标识提示

语。

五、加强整治力度。安装现场摄像，设置电子警察，进行实时录像，并依法进行罚款及扣分的处罚。

六、完善法律法规，制定惩戒措施，将“礼让行人”写入地方法规。

（四）【参考答案】

讨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支持人性化执法。

正方观点：（1）人性化执法将法律的教育功能与惩罚功能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追求执法公正与执法效果

的统一；（2）执法效果暖心，体现执法过程的人文关怀，表现为理解、尊重和关爱，同时纠正违法行为，有利

于调节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3）执法方式好，体现了执法过程中不是仅以处罚为目的，是工作方式上的

一种创新。

反方观点：（1）执法不严，轻微违法的界定和处罚标准缺少统一规定，执法受个人因素影响大，效仿行为

不利于执法；（2）执法不公平，执法对象应一视同仁、统一标准，不论违法程度，所有违法行为都应受处罚；

（3）执法过程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执法过程随意、任性，破坏法律威严；（4）人性化执法难以掩盖城市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缺陷。

（五）【参考范文】

让汽车文明引领社会文明

对于正在发展的中国而言，很多人都有着一个“汽车梦”。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奔跑着从自行车时

代迈入了汽车时代，快得让人惊叹、诧异、欣喜。然而，当人们沉醉于汽车带来的便捷时，却忽略了对“汽车

文明”的关注。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开车，每天都在上演。交通拥堵成为许多城市不得不面对的“城市病”。

我们的汽车保有量与品牌档次都上去了，但是汽车文明却未能与其同步，因此迫切呼唤更加进步的汽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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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文明是人类社会进入汽车时代后，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文明体系。它不仅包括道路设施的完善，民众安

全意识的提升，还包括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提高等。汽车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明驾驶、文明出

行、文明交通，不仅关系到个人，也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关系到社会和谐大家庭的建设。可以说，汽车

文明承载了社会文明。

汽车文明“一路绿灯”，社会文明也会跟着进步。汽车文明的重要内涵是以人为本，是人与人、人与车、

车与车之间多种关系的和谐发展。从“礼让斑马线”的常态化，到“最美的空白罚单”等人性化执法行为；从

各地道路交通设施的完善，到社会共同参与监督城市交通决策及管理机制的建立，都体现了对民意的尊重和人

文关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和谐、平等的要求，体现出社会关系的和谐，更体现出社会文明的进步。

交警和司机的关系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更应该是道路交通的保护者与参与者；而司机与行人

则要成为道路上顺畅的运动员、裁判员，让社会更加和谐、更加文明与有序。

反之，没有汽车文明的社会就是一场灾难。汽车本应带来方便、快捷的享受，但是每逢节假日，免费通行

的高速公路却拥挤不堪、车祸频发。而应急通道被占用，车祸救援也显得更加艰难，为此贻误了最佳的救治时

机，鲜活的生命可能就此逝去。此时，汽车给我们带来的却是低速、低效和未知的恐惧感。“路怒”、超速危

险行驶、占道行驶等驾驶陋习也屡见不鲜。交通违法行为之所以存在，不仅在于交通参与者交通安全意识的淡

薄，规则意识不强，更在于交通法规没有得到有效遵守，重教化轻法治，重劝导轻惩戒，用人治代替法治，没

有形成有序的社会文明。

汽车社会乱象呼唤汽车文明提速，汽车文明必须与社会文明齐头并进。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做起，遵守规

则，有公德心和系统观念，积极践行汽车文明，培育社会文明新风。同时，政府也要有所作为，一方面，要完

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宣传教育；另一方面，也要完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使道路设计更加科学化、

人性化。此外，还要加大宣传教育，提升公民素质，使人们都养成文明开车、相互礼让的好习惯。多个主体形

成合力，促进我国汽车文明建设，加快社会文明进程。

建设汽车文明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平安和幸福。让我们共同努力，以汽

车文明引领社会文明，让我们的社会更文明、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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