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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鸿 2019 年安徽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笔试试卷

《申 论》模拟卷（三）

一、注意事项

1.本卷总分 100 分，限时 150 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 40 分钟。

2.用黑色字迹的钢笔（签字笔）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填写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并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填涂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栏。

3.看清答题卡答题页面，每题都要在指定的页面位置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一律无效。

4.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其他语言作答不得分，作答时应使用黑色字迹的钢笔（签字笔），

用铅笔作答不得分。

5.请仔细阅读给定资料内容，然后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进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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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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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材料

资料 1

长城是 2000 多年中历朝历代修建的边防设施的总称。由于年代久远，也由于各地情况不同，长城

的现状有好有坏。许多地方的长城已经消失，只有少量的残迹，这些残迹仅仅能表明它们曾经存在过。

在另外一些地方，只有在一天中的某些特定时间人们才能看到长城的存在，比如清晨和黄昏太阳光线角

度低的时候，长城低矮的残段才能在大地上投下阴影。

长城分布在中国北方广袤大地上，沿线各地的气象、气候条件差别很大。甘肃省以及宁夏、内蒙古

主要是干旱或半干旱地区，许多地方不适于人类居住。由于人口稀少，对长城造成破坏的主要是自然力，

包括沙暴、暴雨和流沙等。这些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长城是土质长城，有夯土长城，也有包砖的土长城。

诸如此类的建筑材料十分干燥、疏松，极易被沙暴吹走。土长城还很容易被夏季不时降临的暴雨冲刷夷

为平地。由于土地管理不当，近几十年来有些长城穿越的地区变成了沙漠。过度放牧造成草原沙化，导

致一些地方的长城被沙掩埋。建造长城所用的土里既缺乏水分也少有植物生长需要的养分，植物在土长

城上很难扎根，其根系对甘肃、宁夏、内蒙古土长城造成的破坏并不严重。

在陕西、山西省，长城主要穿过半干旱、农田与荒原交错的黄土高原；千百年来严重的水土流失，

使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这个问题延续至今。雨水冲刷具有破坏性，往往使长城基础遭到破坏乃至崩塌。

在东面的河北省以及北京、天津市，长城主要在山区蜿蜒前行，多是砖石长城。这些地区夏季气候

潮湿，长城墙面经常附着土层，往往被茂密的植被覆盖，有树木、灌木，也有野草。从长远看，高等植

物及其根系可能对长城的稳固性造成威胁——当然，在不少地方，茂密的植被反而使得长城墙体更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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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年降雨量的百分之八十集中在夏季七、八月，经常是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暴风骤雨有很

大的破坏性，密集的雨柱击打敌楼顶部，雨水渗入敌楼，很快就会在敌楼内的地面上形成 15 至 20 厘米

深的积水，大量堆积物有可能被积聚的雨水以极大的力量冲出去。雷雨天气时高处的突出物容易遭雷击，

就是说雷击也会对敌楼等高高耸立的长城建筑物构成威胁。各个旅游点的长城一般都装有避雷针，然而

成千上万荒野长城上的建筑物却完全没有保护设施。

严冬对砖石长城造成的破坏大于对其他种类长城的破坏。水分冰冻后形成的张力足以松动长城外墙

上最重的砌石，最终导致长城崩塌。相对而言，山区地面不稳定，经常在人们不知不觉中位移。

资料 2

明代辽东长城的青砖，却垒在了普通村民家中的院墙上，甚至猪圈里。在某个村庄内的一些居民家

中，赫然出现了这一幕让人痛心的场景。据当地文物部门的有关人士介绍，这段明代辽东长城由于缺乏

保护，城墙上的青砖竟沦落到了给村民垒院墙的地步。此外部分当年用泥土夯成的城墙也因风吹雨淋而

消没于田间地头。当丰硕的谷物在微风中无忧无虑地伸展时，它们却忘记了自己的根系已埋没了一段古

老的神话。

该村一些村民家中的院墙上都用青砖高高垒起一圈。墙上的青砖比一般的砖头要长出将近 30 多厘

米，也要厚出许多。在一些村民家中的猪圈中，也偶尔会发现有这种与众不同的青砖存在。虽然经过岁

月的洗礼，但砖的质量和硬度还相当结实。据该村一位年长的村民介绍，以往这里曾有过高 2～3 米用

土垒起的墙，有的地方也是用这种青砖垒起的，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边墙”（当地村民称长城为“边

墙”“边道”“边壕”）逐渐倒塌或被推平，其中大部分被农田吞没，现在几乎找不到完好的“边墙”

了。大多数附近的村民都用“边墙”上的砖垒院墙或猪圈，据说这种砖特别结实耐用，所以成为村民们

垒墙的首选。

当地文物部门的有关专家介绍，很多人只知道秦代修筑了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其实在秦朝之

后一些朝代也曾修筑过，尤其是明代辽东长城人们更是知之甚少，而万里长城曾经绵延到盘锦境内就更

鲜为人知了。

1982 年，全国文物普查时期，在辽宁省境内陆续发现了明代辽东长城在各地的具体位置、地段和走

向。其间确定了明代辽东长城东端起点在宽甸满族自治县鸭绿江畔的虎山地段，分为土墙、石墙等多种

结构，成为明代北部边疆重要屏障。经过盘锦境内的辽东长城是辽河流域的长城，又称河套长城。经过

1982 年的文物普查最终确定了该长城在盘锦境内的走向、规模和结构特点。该段长城从今北宁县境内绕

过绕阳河进入盘山县大荒农场的四台子，沿四台子向东延伸，进入高升镇境内，再进入台安县境内，然

后再回到盘山县古城子村，最后向东由三汊关过辽河进入海城境内。

盘锦段长城全长 118 华里（约 59 公里），现存盘山县大荒村至高升镇沿线的一段残墙，长约 10 余

华里，宽 2 米、高 1米。目前高升镇的东三台子村现存的辽东长城在地面上暴露的较为明显，长 3 米、

宽 2 米、高 1米，但如不加保护也面临被吞没的悲惨境地。盘锦境内的三汊关、镇武堡、西平堡以及西

宁堡城都曾经是长城内外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辽西和辽东的安全与发展。

辽东长城是我国两千多年长城修筑历史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质量最好也是距今最近的一项工程，

保护和恢复它的原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资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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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镇火车站（一幢英式建筑）始建于 1911 年，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2012 年被公布为 N 市文物

保护单位。然而，这样一幢承载着百年历史记忆的文保建筑却遭到了严重破坏。

3 月 1 日，文物志愿者李某在例行文物巡查中，发现有人正对 P 镇火车站英式建筑进行拆改。5 名

工人正开墙破洞，在原本岌岌可危的墙体上安装三扇对开窗户。地面被挖出深槽，准备布设管线。屋后，

堆放着拆卸下来的两扇红漆斑驳的老门。两扇老门卸下后，一处门洞改装窗户，另一处则破墙安装更大

的对开门。门前新建约 30 平方米的小院，蓄水叠石，移栽了几株不知名的树木，正在铺设步道。其浓

浓的乡土味，与英式建筑风格极不搭调。

李某和社区工作人员马上前去制止，但施工方置之不理，李某随即将该情况上报文物管理部门。当

地文广局文保科得知此情况后，要求通知所在社区报案。当天，社区工作人员再次来到现场要求停止施

工。5 月 15 日，区文广局、街道文教体科、南门派出所、街道城管中队、金汤街社区等一同来到现场进

行联合调查，此时施工方已将院门紧锁，施工队伍不见踪影。

是谁拆改文物、新建院子？联合调查组经调查核实，该案件当事单位为 N 市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受北京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委托，在该地进行前期的电影拍摄场景搭建。现场施工队由 N 市当事公司

招募，为涉事电影剧组进行前期布景改造。

该剧组导演刘某介绍，他在当地寻找了好几处古建筑，最终发现了这幢“老房子”，他觉得很适合

自己的电影主题，于是他就找到了负责运营该建筑的 N 市铁道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并与之签订了为期一

年的租赁合同，但当时确实忽视了去相关文保部门办改建审批手续。

据了解，在租房子时，N 市铁道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告知涉事方，该房子是文物保护单位，有任

何改建计划都要告知他们和相关部门，但这一要求没有被执行。

“这个房子太破了，而且透光比较差，我想改造一下。”剧组导演刘某说，他们随后也准备了相关

报批材料。“以为这是个小仓库，先施工没觉得有多大问题。现在，我们只有按要求，根据法律规定程

序恢复原来的建筑。”刘某说。

资料 4

Y 村的黄家大院，是民国早期旧桂系少将旅长黄日高的官邸宅院，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已作

为不可移动文物点被登记在册。近日，有人获得当地镇政府批准后，在大院范围内拆除部分文物设施，

另建新房，已对文物点造成严重破坏。当地城建办负责人则称，并不知道黄家大院属于《文物保护法》

保护的文物点。

已被登记在册的文物，却被“合法”地破坏了——这出文保史上的荒唐戏，令公众为之拍案的同时，

亦折射出基层文物保护的诡谲现状与尴尬境地。

这事儿看似是一场误会，说白了，却是基层管理部门工作作风不在状态的必然结果。

相关部门称，“院内居民持有土地使用证，他们对危旧房申请改造，我们也是按照政策进行核准批

复。”至于黄家大院是否属于受法律保护的文物点，因此前没有接到相关文件，自己并不知情。那么，

问题来了：一则，城建办这样的职能部门，竟然对辖区内的文物点情况不知不问，这是应有的常态，还

是失责的表现？二则，几年前，在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时，就已对黄家大院进行了登记，那么，

这“红线之内”的文物点部分被拆，作为直接责任人的地方文保部门，又是否要追责呢？

在保护文物古迹的制度设计上，《文物保护法》明确了“先考古，后施工”的原则。对一个文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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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城建部门和文保部门都“不知情”，或许不仅仅是“无知”，更是对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

“无畏”，说起来千万重“防火墙”，做起来一律大而无当。

早在 2014 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就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

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古建筑等文物是历史的绝唱，穿越了千载时光，记录

着发展嬗变。其一砖一瓦，一木一墙，念兹在兹，根脉不散。如果作为历史文化遗存的一个个文物点，

总是在遭破坏后才被怀念、才被追记，这样的“乡愁”逻辑，跟叶公好龙又有什么差别呢？

黄家大院这样的文物点，不能再沦为无知论的殉葬品了。保护文物，相关公共管理部门要“长牙齿”

“秀肌肉”；而对于已然造成的损毁与破坏，恐怕更要算笔细账下罚单了。一句话，再冠冕堂皇的借口，

都不能豁免对文物保护不力的追责。

资料 5

“燃”——一个“90 后”表达热血沸腾的字，却用来形容一个“呼吸都不敢太大声”的地方，这样

戏剧性的对比，足够让人点开这部叫作《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看看历史、传统和文化，如何一

脚踏进了年轻人的心灵。

绘有 800 多个人物的《清明上河图》、金丝刺绣满满的万寿屏风、面容肃穆安详的木雕菩萨像……

精美绝伦的文物，经历岁月风尘而破旧残损，却在一双双神奇的手中重新焕发光彩。《我在故宫修文物》

讲述的是故宫文物修复工作者的“日常”。这部 3 集纪录片在聚集了大批年轻人的弹幕视频网站上收获

超过百万次点击，跻身热门搜索。而片中的故宫工匠，则成了新生代的“男神”“女神”。

在爱好动漫的年轻人眼里，“设定”是个关键。也就是说，能创造一个有自己的规则和趣味的“世

界”，一部作品才算成功。从这个角度看，《我在故宫修文物》正有着自己的“世界观”。擦掉黄花梨

箱柜铜组件上的锈，显出黄澄澄的光；一个个齿轮的调适，大座钟上的野鸭终于能扇动翅膀；颜色已经

黯淡了的瑟，一层一层刷上新漆后华彩焕然……用目光穿透时间，用指尖对话历史，文物修复的世界充

满了生机与活力，也充满了专注与从容。这或许就是“燃”，纯粹地、执着地、充满敬畏地做一件事。

正如一位纪录片导演所说，“好内容和新人类之间并不存在隔阂”。而关键之处在于，需要与文物

修复一样保持“匠心”，才能制造更多“文化的相遇”。“空口袋立不起来”，一些热衷大投资、大场

面的文化产品，即便全是高清航拍、数字特效，也难掩内里的空虚和苍白。好的文化产品，总能找到有

共鸣的视角、发掘有故事的人物、展现有深度的思考，这样才能让传统文化与现代表达“美美与共”，

以“工匠精神”收获更多人的热爱和尊重。不要低估年轻人的鉴赏力，如果你认为他们“接收不到”，

可能只是因为你不够好。

很多时候，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表现，还是汲汲于各种符号：卷轴、瓷器、昆曲、武术……要知道，

失去了时代的连接、缺少了情感的沟通，这些不过是一堆零散的符号、呆板的素材，正如挂满了折扇、

脸谱和中国结，也不过是仿古街的纪念品摊位。如果历史只剩下戏说，止步于胡编乱造的穿越剧；如果

传统只剩下皮毛，演变成空洞乏味的实景秀，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市场，更是让文化持续生长的内在力量。

新一代的年轻人成长起来，向他们传递中国传统的器物之美、精神之美、价值之美，才能与来势汹汹的

“日风”“韩流”“美剧”对抗。

精美的大座钟，即便是上百年前制造的，在匠人的精心呵护下，仍然可以运转如常。我们的文化传

统，同样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去发现、去呵护、去激活，才能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当此之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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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一些人打着“传统”的旗号，或是为了上项目圈钱，或是为了吸眼球博名，造出一

些莫名其妙、徒具形式的文化垃圾，反而让传统“污名化”。“为往圣继绝学”，终究是要落实到实践

之中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如何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性转化和创

造性发展的能力。文化的长河里，既需要大国工匠沉心传递我们民族的文化符号，也需要优秀导演用心

建构当今时代的文化方舟，才能让文明古国的河流绵延不绝、源远流长。

当修复无痕的文物被送去展出，网友的弹幕纷纷感叹，“看到这里居然泪目”“表白修文物的男神

女神”“致敬中华文化”。这些情难自禁的年轻人们，或许不会真的投身文保事业，但对于传统文化的

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肯定会有更多理解和认同。一部纪录片，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可谓殊为不易；而

更多的文化产品，如若能有同样的效果，那就善莫大焉。

资料 6

在很多国家，都有完善的文物保护体系。世界上最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之一——意大利，

他们已经形成了保护机构网络。

在意大利，文物保护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类似于我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切按原样保存，保

护原物不得改变；第二级指具有特色的建筑，室内外不可改动，但结构可以更新；第三级是地方价值建

筑，仅保存外观，室内可以改动，以便更好地使用；第四级指一般建筑，只要原样不改，都可以重建。

意大利政府认为，文化遗产关系到民族特色，是国家魅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因此意大利政府把

保护、开发和利用文化遗产定为长期国策，并于 1947 年 12 月 22 日正式颁布了意大利《宪法》，用国

家法律对文物加以保护。意大利《宪法》第 9条规定：“意大利共和国负责对国家的艺术、文化遗产和

自然遗产进行保护。”其中《文化和自然遗产法》也规定：“在意大利境内发现的所有出土文物都归国

家所有。对于发现和报告文物的个人和团体，国家给予一定的奖励，奖励金额一般是所报文物价值的

10%。”意大利的文物古迹长期以来一直由国家负责保护和管理，文物保护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也主要由

政府负担，政府每年用于文物古迹的保护经费高达 20 多亿欧元，而且逐年增加。

为了解决文物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政府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以确保文物保护工作顺利

进行。1996 年意大利通过法律，将全国彩票收入的千分之八，每年约 1.5 亿欧元作为文物保护的资金；

各地方政府每年也专项拨款用在文物保护上，加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盟提供的援助等等。另外，国

家还对投资修复文物的企业或个人在税收政策上给予适当优惠，鼓励其对一些文物保护项目进行赞助。

在很多国家，都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管是自然还是人文景观。比如马来西亚的那穆鲁国

家公园和尼亚国家公园，接待设施都是二层的传统民居建筑，高度都低于当地森林的高度，色调大多是

木色，建筑物都不是用水泥和石块构建的，因此许多古树和名贵林木并没因建设而受到破坏。

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绿岛公园，游人不许带走任何自然物体，包括贝壳，违者将被高额罚款。在新

西兰的卡巴提岛，有人上岛观鸟前，必须经过一天的培训，洗澡消毒，不许自带食物和背包，岛上也没

有明显的建筑设施。

资料 7

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到 2020 年，文物资源和保存状况

基本摸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状况良好；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和装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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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文物展示利用手段和形式实现突破；博物馆体系日臻完善，馆藏文物展示利用效率明显提

升，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体系逐步形成等。

《规划》要求，要创新文物安全监管模式，推动将文物安全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或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体系，层层落实文物安全责任。提升文物安全监管能力。推广文物博物馆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远程监

管、文物建筑消防物联网监控和文物安全监管人员田野文物智能巡检，基本形成人防、物防、技防相结

合的文物安全防护体系。

安徽是文物大省，2019 年，安徽省将全力推进文物保护利用 5 个重点项目。一是大力推进革命文物

保护与展示利用。实施鄂豫皖区委员会旧址、刘邓大军泗河驻地旧址等 10 多处革命文物维修工程，开

展独山与金寨革命旧址、濉溪小李庄淮海战役总前委等 6 处革命旧址安（消）防项目。实施太湖刘邓大

军六家畈高干会议等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和革命旧址陈列展览改造提升工程。二是加快 5个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推进凌家滩、明中都、寿春城、双墩遗址和禹会村 5个大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实施明中都

皇故城午门遗址本体加固、凌家滩环濠本体展示、禹会村、双墩遗址征地拆迁及楚文化博物馆建设与策

展等工作。三是推进古村落古民居文物保护利用。实施泾县黄田村、徽州区唐模村等传统村落文物维修

保护项目。推进查济、西递、宏村等国保省保集中成片传统村落文物保护项目，指导研究古民居活化利

用。四是积极做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相关工作。积极谋划大运河安徽段保护利用项目。指导开展柳孜运

河遗址病害整治工程、通济渠泗县段保护展示、清淤工程等。五是开展重点工程考古发掘和研究。完成

引江济淮工程全部 44 处文物点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等。

三、作答要求

（一）“给定资料 1～2”列举了长城受损的诸多原因，请对这些原因进行归纳概括。（20 分）

要求：（1）全面准确；（2）分条概括；（3）不超过 250 字。

（二）为了鼓励先进，树立保护文物典型，激发志愿者的热情，N 市文物局拟表彰“给定资料 3”

中的志愿者李某为先进个人，请你拟写一份表彰通报。（25 分）

要求：内容具体，措辞合理。篇幅 350 字左右。

（三）“给定资料 5”谈到了“好内容和新人类之间并不存在隔阂”，请谈谈你对这一见解的看法。

（15 分）

要求：分析透彻，观点正确。篇幅 250 字左右。

（四）“给定资料 4”中提到“历史文物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

文化遗产。”请根据对这句话的理解，结合社会现实和自己的感受，自拟标题，写一篇议论文。（40

分）

要求：（1）立意明确，论述透彻；（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3）思路清晰，语

言流畅。（4）字数 1000～1200 字。


	在陕西、山西省，长城主要穿过半干旱、农田与荒原交错的黄土高原；千百年来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黄土高原沟
	在东面的河北省以及北京、天津市，长城主要在山区蜿蜒前行，多是砖石长城。这些地区夏季气候潮湿，长城墙面
	北京地区年降雨量的百分之八十集中在夏季七、八月，经常是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暴风骤雨有很大的破坏性，密
	严冬对砖石长城造成的破坏大于对其他种类长城的破坏。水分冰冻后形成的张力足以松动长城外墙上最重的砌石，
	资料2
	明代辽东长城的青砖，却垒在了普通村民家中的院墙上，甚至猪圈里。在某个村庄内的一些居民家中，赫然出现了
	该村一些村民家中的院墙上都用青砖高高垒起一圈。墙上的青砖比一般的砖头要长出将近30多厘米，也要厚出许
	当地文物部门的有关专家介绍，很多人只知道秦代修筑了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其实在秦朝之后一些朝代也曾
	1982年，全国文物普查时期，在辽宁省境内陆续发现了明代辽东长城在各地的具体位置、地段和走向。其间确
	盘锦段长城全长118华里（约59公里），现存盘山县大荒村至高升镇沿线的一段残墙，长约10余华里，宽2
	资料3
	P镇火车站（一幢英式建筑）始建于1911年，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2012年被公布为N市文物保护单位
	3月1日，文物志愿者李某在例行文物巡查中，发现有人正对P镇火车站英式建筑进行拆改。5名工人正开墙破洞
	李某和社区工作人员马上前去制止，但施工方置之不理，李某随即将该情况上报文物管理部门。当地文广局文保科
	是谁拆改文物、新建院子？联合调查组经调查核实，该案件当事单位为N市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受北京一家文化
	该剧组导演刘某介绍，他在当地寻找了好几处古建筑，最终发现了这幢“老房子”，他觉得很适合自己的电影主题
	据了解，在租房子时，N市铁道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告知涉事方，该房子是文物保护单位，有任何改建计划都要
	“这个房子太破了，而且透光比较差，我想改造一下。”剧组导演刘某说，他们随后也准备了相关报批材料。“以
	资料4
	Y村的黄家大院，是民国早期旧桂系少将旅长黄日高的官邸宅院，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已作为不可移动文物
	已被登记在册的文物，却被“合法”地破坏了——这出文保史上的荒唐戏，令公众为之拍案的同时，亦折射出基层
	这事儿看似是一场误会，说白了，却是基层管理部门工作作风不在状态的必然结果。
	相关部门称，“院内居民持有土地使用证，他们对危旧房申请改造，我们也是按照政策进行核准批复。”至于黄家
	在保护文物古迹的制度设计上，《文物保护法》明确了“先考古，后施工”的原则。对一个文物点的情况，城建部
	早在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就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
	黄家大院这样的文物点，不能再沦为无知论的殉葬品了。保护文物，相关公共管理部门要“长牙齿”“秀肌肉”；
	资料5
	“燃”——一个“90后”表达热血沸腾的字，却用来形容一个“呼吸都不敢太大声”的地方，这样戏剧性的对比
	绘有800多个人物的《清明上河图》、金丝刺绣满满的万寿屏风、面容肃穆安详的木雕菩萨像……精美绝伦的文
	在爱好动漫的年轻人眼里，“设定”是个关键。也就是说，能创造一个有自己的规则和趣味的“世界”，一部作品
	正如一位纪录片导演所说，“好内容和新人类之间并不存在隔阂”。而关键之处在于，需要与文物修复一样保持“
	很多时候，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表现，还是汲汲于各种符号：卷轴、瓷器、昆曲、武术……要知道，失去了时代的连
	精美的大座钟，即便是上百年前制造的，在匠人的精心呵护下，仍然可以运转如常。我们的文化传统，同样需要更
	当修复无痕的文物被送去展出，网友的弹幕纷纷感叹，“看到这里居然泪目”“表白修文物的男神女神”“致敬中
	资料6
	在很多国家，都有完善的文物保护体系。世界上最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之一——意大利，他们已经形成了
	在意大利，文物保护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类似于我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切按原样保存，保护原物不得改变
	意大利政府认为，文化遗产关系到民族特色，是国家魅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因此意大利政府把保护、开发和利
	为了解决文物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政府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以确保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1996
	在很多国家，都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管是自然还是人文景观。比如马来西亚的那穆鲁国家公园和尼亚国
	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绿岛公园，游人不许带走任何自然物体，包括贝壳，违者将被高额罚款。在新西兰的卡巴提岛
	资料7
	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到2020年，文物资源和保存状况基本摸清，全
	《规划》要求，要创新文物安全监管模式，推动将文物安全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层层
	安徽是文物大省，2019年，安徽省将全力推进文物保护利用5个重点项目。一是大力推进革命文物保护与展示
	（一）“给定资料1～2”列举了长城受损的诸多原因，请对这些原因进行归纳概括。（20分）
	（二）为了鼓励先进，树立保护文物典型，激发志愿者的热情，N市文物局拟表彰“给定资料3”中的志愿者李某
	要求：内容具体，措辞合理。篇幅350字左右。
	（三）“给定资料5”谈到了“好内容和新人类之间并不存在隔阂”，请谈谈你对这一见解的看法。（15分）
	要求：分析透彻，观点正确。篇幅250字左右。
	（四）“给定资料4”中提到“历史文物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