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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预测一:地铁禁食令下的法律与道德

一．事件背景

（一）事件始末

为维护轨道交通运营秩序, 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北京市交

通委员会对《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以下简称《乘客守则》)

进行修订,同时,制订《关于对轨道交通不文明乘车行为记录个人信

用不良信息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并于今日起正

式发布实施。

据悉,此前《乘客守则》《实施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得

到了市民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并针对一些建设性意见,进行了

充分采纳。《乘客守则》《实施意见》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大对乘坐轨

道交通不文明行为的惩治力度,得到了广大市民的一致肯定。

《乘客守则》进行相应调整,一方面增加了不得在车厢内进食、

一人同时占用多个座位、私自张贴悬挂物品、推销产品或从事营销

以及在车站、车厢内使用折叠自行车、自动平衡车、各类滑板车等

内容；另一方面,对原有款项进行了修改,补充了禁止吸电子烟、在

疏散通道内长时间滞留、乘凉、躺卧、使用伪造变造车票及违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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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扶梯、通道等禁行标志逆行等内容。

此外,为确保《乘客守则》的实施效果,同时制定了《实施意见》,

其主要体现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的不文明

乘车行为,包括逃费、占座、列车上进食、推销营销、大声播放视

频音乐；二是相关治理措施,对不文明乘车行为劝阻制止不听的,

地铁运营单位有权拒绝提供乘车服务,并告公安和交通执法部门,

市交通执法部门将其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公安机关依法进行

处理；三是相关补救措施,因不文明乘车行为记录个人信用不良

信息的行为人,可以通过主动参加轨道交通志愿服务进行不良信

息修复；四是信息复核,自然人认为个人信用不良信息有误的,

可以向市交通执法部门申请个人信用不良信息复核,市交通执法

部门将进行核查并做出处理。

《乘客守则》的修订和《实施意见》的制订,将进一步加强北

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保障运营秩序,为乘客营造文明、有序、

安全、和谐的出行环境,同时也是信用建设和行业管理相结合的

有益尝试,是北京城市管理理念“精治、共治、法治”的具体体

现,为把北京建成首善之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供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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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障。

（二）其他不文明现象

不文明行为,指人们由于公共道德缺失而做出的违背公序

良俗的举止和动作。

1.个人的不文明行为

个人的不文明行为主要分两种情况:仪容、服饰的不得体

和言谈、举止的不得当。年轻人盲目追求个性、追求自我,几乎

忽视了自己性别该有的特征；其次是衣着暴露、衣不得体,在

公众场合男士光着膀子、穿着拖鞋,女士则性感十足,自己舒适

的同时却忘了路人的感受.言谈、举止的不得当在现实生活中更

为多见,语言粗俗、随地吐痰、打电话大声影响他人、任意践踏

草坪、随意涂写乱画等,这些行为也屡见不鲜。站立时倚靠墙壁、

抖动双腿甚至将脚踩在墙面上,留下足印；入座后跷二郎腿、

抖腿抖脚、随意脱鞋,可谓站无站相、坐无坐相；当众搔头皮、

掏耳朵、抠鼻孔、咬指甲、摆弄手指等行为虽不影响他人,但也

使自己良好的个人形象大打折扣。

2.邻里、家庭的不文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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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家是中华民族基本价值观之一,父慈子孝、弟兄恭让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家庭既是社会的细胞,也是社会文明的

基本单元。而在当今社会却存在儿女只顾工作,忽视父母,对父母

只有经济赡养很少打电话嘘寒问暖,更少回家探望；夫妻之间不

能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体谅,时有矛盾发生甚至恶语中伤对

方；兄妹之间争功邀宠,一旦涉及财务问题更是互不相让,争得你

死我活,这些现象都严重影响家庭内部安定团结。邻里相处也存

在诸多不文明行为,大声喧哗或发出其他噪音,尤其是在休息时

间,严重影响左邻右舍的日常生活；当邻居遇到困难时,不仅不伸

出援助之手,反而在一旁幸灾乐祸看笑话；借邻居的东西不能及

时归还,占为己有；邻里之间发生矛盾纠纷时也不能主动承担。

3.人际交往的不文明行为

人际交往是个人素质的重要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交

往的范围也迅速扩大,无论是国际间的来往还是公民之间的交

往,文明礼貌都至关重要。而如今,人们的交际范围的确在扩大,

但诸多不文明行为也相伴而生,如:在人与人交谈中,越来越少

地使用“您好“请“谢谢“对不起”和“再见”等礼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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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反之,加入许多粗话、脏话、黑话、气话；向人问话或求人

帮助时也不再用“大叔”“大婶”“大姐”等客气性称呼，

而以“喂”“呃”“嘿”等代替；接电话时旁若无人、

高声大喊；朋友、同事、邻里之间因有些许矛盾便在背后指指点

点,这不仅会伤害与他人的感情,而且是极不文明的行为。

“诚信”历来被人们所看重,自古就有“一诺千金”“一

言既出、驷马难追”等说法,而在假冒伪劣商品盛行、个人信

誉度大不如前的今天,重塑诚信社会也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要让别人相信你、尊重你，你就必须要言而有信，不能轻诺

寡言。

4.公共生活的不文明行为

人是社会的人，除了个人和家庭生活之外，人们还必不可少地

要置身于公共场合，而公共场合是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社会活动

的处所，包括街头、巷尾、楼梯、走廊、公园、车站、码头、机

场、商厦、娱乐场所等,人们在公共领域的行为不仅代表着个

人素质的高低,而且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行人不走人行横道、

横穿马路、翻越栏杆；自行车不遵守规则、闯红灯、不按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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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司机驾车过程中打电话、发短信、不系安全带、酒驾、疲

劳驾驶、超速驾驶、与行人抢道、猛按喇叭、扰乱交通秩序。

乘公交车不排队、不主动投币、不主动让座、下车时一声不响

往外挤,没有任何谦让之词；路人乱扔废物、随地吐痰、随处

大小便,严重影响城市清洁；休闲娱乐场所不能耐心排队购票,

甚至相互推挤,拿到票后不能按号入座、大呼小叫、笑语喧哗,

引起别人反感。公共场所随意吸烟,而没有走入指定的吸烟区,

乱弹烟灰、乱扔烟头,既伤害自己又伤害他人,这些行为都严重

影响着人们正常的公共生活。

二、深度分析

(一)不文明现象屡见不鲜的原因

1.社会环境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加深,受到经济体制改革中遗留的一些不

良风气的影响。特别是网络资源的丰富使学生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

频繁，社会上的各种思潮都会给高职院校学生带来影响,特别是一

些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等非文明现象严重腐蚀学生灵魂,造成学

生道德素质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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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影响

在高校中有部分教师认为文明教育是中小学教师的责任,高

等教育是“专才教育”,存在重授技、轻育才的观念,在这种错误

观念的影响下,部分老师不注重仪表的端庄和语言的文明；某些

教师对学生的不文明现象听之任之,不教育不引导。这些教师不

但没有起到为人师表的作用，反而对学生的文明修养有消极

影响。

1.个人不重视

2.缺乏制度约束

3.处罚力度不够

(二)如何约束

1.思想约束,加强宣传教育；

2.制度约束,制定相关规范；

3.管理约束,加强监督管理；

4.资源约束,强化设施建设。

三、文章写作

习总书记也说过:“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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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结合起

来”。请结合对这句话的理解,联系社会中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

的现实,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观点明确,认识深刻；内容充实,有说服力；800—

1000之间。

德法兼备,方堪重任

近日,北京地铁禁食令正式实施,目的是约束地铁中的不文

明行为,保障公共安全。但是也有人说文明行为属于道德范畴,用

制度约束未免太上纲上线。而不文明行为绝不仅仅只在地铁车厢

里,这对社会风气的形成、社会秩序的完善都有不利影响。习总

书记说过:“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

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结合起来”,法律是成

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而一些不文明行为的发生之所以

引起了阵痛,也恰是因为没有发挥好法律的社会行为疫苗作用,

仅仅依靠道德的免疫作用在痛苦的自愈。因此,道德约束固然重

要，德法兼备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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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明行为确实需要道德约束。不管是车厢中让座的提示,

还是禁止吸烟的提醒；不管是不随地乱丢垃圾的宣传,还是爱

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理念等。这些都属于通过善意的提醒,来提高

人们的道德素养,多年来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可以看到,作

用却也十分有限,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分场合吸烟等不文明

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因此,仅靠道德约束,而缺少强制性手段的

约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仅靠法治约束也可能有很多问题。诸如地铁禁食令虽然目

的是好的,但是执行问题也不容忽视,执法权限如何调整,操作成

本如何把控,特殊人群的需求是否考虑等,都是需要进一步完善

的后续环节。可见,制度约束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有序、文明的

公共秩序依然需要道德约束的参与。而德法兼备,才更能解决

社会问题。先秦时期法家的“以法而治”“垂法而治”

“缘法而治”,特别重视“法治”的重要性。儒家则推崇

“德治”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

之。”而单纯的依靠法治或者德治都会出现问题。历史上,董

仲舒在继承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法家的法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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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礼法并用、德主刑辅”主张,中国从此走上了道德、

法律综合为治的道路，形成一以贯之的礼法传统,并造就出汉

武鼎盛、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局面。现实中,

法国人认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很不礼貌,就像一条不成文的法

律；德国出台的对乘坐交通工具中喝酒的惩罚条款等,都造就了

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

因此,法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而德是一种思想的升华。面

对社会生活中的不文明现象,我们既要守得住法的底线,更

要攀登德的高峰。德法兼备,方堪重任。

热点预测二:“网红”现象

一、事件背景

2019年7月25日,一位从不露脸，常以甜美“萝莉音”和粉

丝交流的斗鱼女主播乔碧萝殿下与人连麦直播时发生“翻车

事件”，平时用来遮挡脸部的图片不见了，其真实相貌曝光，

并且还透露自己身份证上显示已经58岁。2019年8月1日斗鱼直播

平台公布处理公告,称经平台调查核实，该事件系主播“乔碧

萝殿下”自主策划、刻意炒作。平台决定即日起永久封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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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乔碧萝殿下”直播间。

二、深度分析

(一)“网红”是什么

“网红”即“网络红人”，是指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

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或长期持续输

出专业知识而走红的人。他们的走红皆因为自身的某种特质在网

络作用下被放大，与网民的审美、审丑、娱乐、刺激、偷窥、臆想、

品味以及看客等心理相契合，有意或无意间受到网络世界的追捧,

成为“网络红人”。

根据TalkingData发布的“2018快手用户人群洞察报告”显示,

快手三线及以下城市的用户占了63.7%。且在快手的一众网红中,不

再是以“颜值”论人气。卡嫂、自拍剧主角、农民歌手……来自各

个阶层和领域的代表人物，通过短视频平台积聚了一批忠实粉丝。

他们或直播、或卖货、或接广告。

(二)社会评价

@人民日报:对各路互联网创业人士来说,“网红经济”也

能提供一些启示和思考。要打造能红起来的互联网产品,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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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互联网的时代精神。在这个追求个性、求新求变的时代，不

能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生产一堆繁文缛节的旧文章,而是要时

刻敏锐地学习、主动地沟通、适时地变化，与互联网的用户们保

持同样的节奏和活力。

@罗辑思维公司创始人罗振宇:之所以对网红作出如此高的

判断并进行投资,是因为网红体现了媒体革命的趋势，“上一代

市场的核心资源是“组织力”+资本,企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资

本支撑,但在未来的市场上,资本的价值会逐步低落,

“组织力”仍然非常重要，“魅力人格体”则会因为稀缺而

更加重要,它可以将产业链上的其他资源聚合起来。”所谓

“魅力人格体”,其实就是网红所具备的独特个性。以Papi

酱为例,不少网友认为,她之所以成为“2016年第一网红”,

就在于其制作的视频节目选题设计出众、表现自由率真,既具

有接地气的草根气质,又满足了年轻人的娱乐需求使年轻人

完成了与一个有趣的人“社交”。

@话八仙:“网红”是消费网民关注度的速生品，他(她)们的

走红，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不是经过个人的努力，而是借助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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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手的包装和炒作，刻意塑造出来的一个虚拟“偶像”。这种“偶

像”很多时候是以审丑的形式，把自己打造成吸引人眼球的“四不

像”(不像正常人、不做正常事、不走寻常路、不顾别人感受)，用

以谋取网络之上的不当利益。

@晋囍:感谢网络，让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红起来,也让人

可以多元化选择偶像。“网红”拥有广泛的粉丝基础，并不比

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介红起来明星卑贱。网络人气旺不

旺可以有直观的认识。有的明星在网上没多少粉丝,还敢说自己红

吗?版面或荧屏上总是被那些老嘴老脸霸占，突然网络上多了一

些赏心悦目的新面孔,顿时感觉生活丰富多彩起来。你每天准时

守在电视机前看高大上的新闻，我也可以随时拿出手机看平民化

的网络直播。

@晋囍:感谢网络，让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红起来,也让人

可以多元化选择偶像。“网红”拥有广泛的粉丝基础，并不比

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介红起来明星卑贱。网络人气旺不

旺可以有直观的认识。有的明星在网上没多少粉丝,还敢说自己红

吗?版面或荧屏上总是被那些老嘴老脸霸占，突然网络上多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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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赏心悦目的新面孔,顿时感觉生活丰富多彩起来。你每天准时

守在电视机前看高大上的新闻，我也可以随时拿出手机看平民化

的网络直播。

@覃建行:提起网红,我首先想到的是凤姐,她现在也算得上

是一个“励志”典型。现在的“网红”，大多是活跃于微信朋友圈、

微博的各种“自拍脸”，他们或是代购、或是段子手。总之有自己

的一技之长,长得好看而且会经营自己的形象,也算是有一技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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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章写作

请结合你对“乔碧萝殿下”变脸事件的认识,联系实际,自

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1)立意明确,见解深刻；(2)内容充实,结构

完整；(3)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4)语言流畅,1000

字左右。

“网红”该有“红”的样子

“网红”,顾名思义,就是一些网络上的“红人”,一般

是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注,或者长期持续输

出某种专业知识而走红的人。他们一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身边有一群喜欢或者崇拜他们的“粉丝”,靠着这些“粉丝”,

“网红”们或多或少都会开启“流量变现”之路。然而在变

现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却也会走了样子,导致粉丝变“黑粉”,

甚至从此之后被钉在耻辱柱上难以翻身。所以说到底“网红”

要想长久地“红”下去,还是应该有个“红”的样子，要源

源不断地传递出正能量。

优质的“网红”是非常有必要的。优质“网红”存在的方

式有很多种，有输出专业知识的,有搞笑逗乐的,还有一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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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温馨美好瞬间的……他们要么是英语、美妆、注会、心理学

等各种领域的博主,通过提供短小精悍的小知识点,帮助网友们

利用闲暇时间,轻松学习知识；要么把一些生活中出糗的场景拍

成小视频,让人看完后捧腹大笑坏心情一扫而光；要么将自己或

者家人、朋友、萌宠的日常拍摄上传,和网友们一起分享……这些

内容让网友们看到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之外广阔的世界,感受别处的

风景,分享陌生人的喜悦,接纳来自不同世界传来的善意和欢乐。

这样的“网红”其实就像一个远方的朋友,处处传递着生活的

正能量,是值得被提倡的。

然而现实中,打着“网红”大旗扰乱网络,贻笑大方的人也不

在少数,这样的“网红”着实令人生厌。任何一个领域都会有一

些别有用心的跳梁小丑,“网红”这个行业也不例外。 “流量

变现”的可观收益让一些人目的性极强,打一开始就抱定了“博

出位、换流量”的想法,在装疯卖傻的恶趣味中获取一笔又

一笔“打赏”,甚至为了出名炮制出一出又一出恶劣的炒作。

前几天,一个标榜自己是“软萌萝莉”的主播“乔碧萝殿下”

先是因为在直播中不慎露出“大妈”脸被网友群嘲，后又自曝

此次露脸不过是自己为了出名安排的炒作引发了网友的“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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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类似的事情在网络世界比比皆是。网友们之所以暴跳如

雷,就是因为“乔碧萝”们借着网络虚拟的外衣,一边毫无任何道

德底线地“作死”，一边明目张胆地收割着不明真相网友的“智

商税”，不亦乐乎。这样的“网红”是网络世界的毒瘤,浪费

别人的感情，消耗大家的时间，还占用着公共网络资源，可

谓是贻害无穷。

如今我们已全面进入网络时代，未来的5G更是会将网络运用到

致,那么“网红”这个群体可以说依然会进一步壮大。因此,“网

红”们仍要源源不断地发挥正能量,才能营造出一个风清气正的

网络环境,进而传递出一个文化大国该有的形象。在这点上,另一

位网红博主李子柒玖作出了良好示范。通过一帧帧田园山水,一道

道地道小菜,无不传达出中华大地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让

国际友人对中国充满神往。这，才是一个“网红”该有的样子。

热点预测三:文化自信与文化包容

———谈海南省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

一、事件背景

维也纳酒店、珊瑚宫殿……这些地名可能要被整治了。近日,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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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民政厅发布《关于需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清单的公示》,84个地名

查出存在不规范情况。此次名单中,有15个涉及维也纳酒店。这一

名单引起网友广泛关注,有网友称,“早该整治,并且应在全国

范围整治,包括居民小区。”也有网友表示,“商标经过注册通

过的,为什么不能用?”

二、深度分析

(一)整治地名的来龙去脉

2018年12月,民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清理整

治不规范地名的通知》（民发【2018】146号）,对清理整治不

规范地名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其中,明确清理整治对象和重点,

分别包括:

“大”:刻意夸大的“大地名,如“中央大道”

“洋”:崇洋媚外的“洋地名”，如“MOMOPARK”“帕

提欧公馆”

“怪”:怪异难懂的“怪地名”,如“哑巴路”“黄

泉路”

“重”:重名同音的“重”地名。

4月初,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清理整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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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地名示范培训班。

浙江省杭州市、温州市、兰溪市,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市、汕

头市、惠州市、云浮市,甘肃金昌市,内蒙古,安徽省合肥市,重

庆市,河南省郑州市、三门峡市,

山东省等多地已先后对辖区范围内的“大、洋、怪、重”等不规

范地名进行了公示,并要求整改。

(二)酒店叫维也纳是“崇洋媚外”还是“与国际接轨”

1.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的原因

（1）楼盘动辄起洋名,流露出部分人的文化不自信,媚洋、求

怪。

（2）关于地名的命名,法律并没有得到执行。

（3）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4）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增强国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树

立文化自信。

2.树立文化自信也要与国际接轨

（1）文化自信不是抵制外来文化。

（2）中华文化一直具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显著特色。

在坚持中华文化自主性、主体性的同时，也要在不同文化中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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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和发现共同点。

(三)整治同时还需在如何杜绝上下功夫

1.防止随意扩大清理整治范围

各地要准确把握政策，严格按照有关法规和原则标准组织实施，

防止随意扩大清理整治范围。要重点清理整治社会影响恶劣、各方反映

强烈的城镇新建居民区、大型建筑物中的“大、洋、怪、重”等不规

范地名。要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充分进行专家论证，广泛征求各方

意见，审慎提出清理整治清单，严格按程序推进实施。要加强宣传，

为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2.整治地名乱象,还需在如何杜绝上下功夫

引导地名命名的价值取向,既尊重历史又顺应民意,使之更好

地服务城市管理。为“任性”套上规则笼子，才能做好“地名”

这篇城市建设大文章。

三、文章写作

近日,海南省民政厅发布《关于需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清单的

公示》,引发了网友热议,请你从这个话题说开去,以“文化自信与

文化包容”为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观点明确,认识深刻；内容充实,有说服力；1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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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自信与包容

———从海南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说开去

近日,海南省民政厅发布《关于需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清单的

公示》,84个地名查出存在不规范情况。此次名单中,有15个涉及

维也纳酒店。但是这一名单却引起网友广泛关注,有网友称,“早

该整治,好好的小区非得起个洋名,这就是崇洋媚外。”也有网友

表示,“商标经过注册通过的,为什么不能用,难道起个洋名就文化

不自信了吗?”从网友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对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

的争议其实是对中国文化自信与文化包容的争论。清理整治不规

范地名中有一项就是“崇洋媚外”的洋地名,这就是针对当前一些

开发商动辄给自家小区起外国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代表高品质,

这样才能卖出高价钱,这种行为流露出部分人的文化不自信,媚洋、

求怪。有专家批评“任性命名的背后,暴露出的是浅薄的文化观”。

从这个角度讲,这种清理整治是在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是在重塑

我们的文化规则,从地名这个角度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和悠远流长。

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中有一项就是“崇洋媚外”的洋地名,

这就是针对当前一些开发商动辄给自家小区起外国名,似乎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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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能代表高品质,这样才能卖出高价钱,这种行为流露出部

分人的文化不自信,媚洋、求怪。有专家批评“任性命名的背后,

暴露出的是浅薄的文化观”。从这个角度讲,这种清理整治是

在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是在重塑我们的文化规则,从地名这个

角度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悠远流长。

但也有人质疑,树立文化自信难道就不能起洋名了,这种反

思也确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民族文化本身就是“多

元一体”的格局,它是各民族文化逐渐融合而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

文化,它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就表现在其所具有的“海纳百川,有

容乃大”，以及“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大格局大气象

大胸怀上。因此我们树立文化自信不是抵触外来文化,而是在坚

持中华文化自主性、主体性的同时，在不同文化中寻找和发现共

同点。

只是在树立文化自信的路上,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形式主义,

为了达到一时的效果就一刀切,避免好心办坏事或走极端的情形。

在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这类事情上,对既成事实多一些包容的心

态,最重要的还是引导地名命名的价值取向,既尊重历史又顺应民

意,使之更好地服务城市管理。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包容不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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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立的,反而是相互促进的,容人并存、自信独守才应该是中华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因此我们树立文化自信不是抵触外来文

化,而是在坚持中华文化自主性、主体性的同时,在不同文化中寻

找和发现共同点。

只是在树立文化自信的路上,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形式主义,

为了达到一时的效果就一刀切,避免好心办坏事或走极端的情形。

在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这类事情上,对既成事实多一些包容的心

态,最重要的还是引导地名命名的价值取向,既尊重历史又顺应民

意,使之更好地服务城市管理。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包容不是互

相对立的,反而是相互促进的,容人并存、自信独守才应该是中华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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