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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24 日浙江事业单位统考试卷

《综合应用能力》
（作答时间 10:00-12:00）

一、案例分析题（根据所给案例，回答后面的问题。40 分）

资料 1

可爱俏皮的女乐官们，嬉笑打闹间带领观众回到千年前的大唐，亲临夜宴；当代读书人穿越历史与

先贤伏生进行时空对话，共论《尚书》……在今年的春节假期里，河南春晚节目《唐宫夜宴》、央视总

台新推节目《典籍里的中国》都实实在在火了一把，并带动了一股新的文化热潮。

“博物馆里的唐俑动啦！”这是很多网友看完《唐宫夜宴》后，最直观的惊喜反应。不到 6分钟的

时间里，14 位唐朝少女的灵动活泼通过舞蹈语言生动展现出来，加之再现唐代流行妆容“斜红”，以及

通过让演员们口含棉球、身着海绵服来高度还原唐朝女子的丰满之美，给了观众充分的想象空间。

营造出欢庆喜悦的气氛之余，导演组在舞台背景的布置上选择穿插《千里江山图》《簪花仕女图》

等名画，展示妇好鸮尊、莲鹤方壶、贾湖骨笛等国宝，这些多元的文化元素让舞台效果更具张力。舞蹈

演员的生动表情与灵动的肢体语言，以及舞美对于传统文化的空间性再现，在视听效果上给人以震撼性

和愉悦感，也是对中华文化的诚意致敬。

《典籍里的中国》同样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其聚焦在典籍中的经典名篇，首集选择解读《尚书》

用意深远，让这部虽然诘屈聱牙但位列“五经”之中，实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的经典古籍走进了

更多人的视野。

在《唐宫夜宴》中，5G+AR 技术手段的使用，实现了舞蹈演员在当代博物馆与大唐盛宴间的自由穿

梭，串联古今的同时更串联起文化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连接。在高科技的加持和赋能之下，这段舞蹈更有

文化韵味、审美质感和艺术冲击力了。《典籍里的中国》则综合运用了环幕投屏、实时跟踪等新科技手

段，辅以舞台分区的形式，实现古今读书人的跨时空相见。“沉浸式戏剧演绎方式的代入感真的很强”

“当撒贝宁带着倪大红饰演的伏生来到现代时空时，我仿佛真的和先贤对话，产生思想碰撞了”……网

友们说道。这种将书中文字可视化，典籍精华故事化，达到视觉、情感冲击直观化的表现形式，可以说

是妙不可言。

资料 2

从最初的玄幻题材一家独大，发展到囊括科幻、都市、历史等各个类别，网络文学题材日益丰富。

文学题材日益丰富。与此同时，网络文学还以其天然的优势，发挥着传承历史文化并推动其焕发活力的

作用。“网络文学自出现之初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它们或从远古神话中获

得灵感，或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或基于悠久的中华历史展开想象和演义。”原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

潘某说，这类网络文学作品有的被改编成影视剧，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比如《庆余年》小说的累积点

击率 2000 多万，同名电视剧总播放量高达 160 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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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凭借独特的文化风貌和新颖的写作风格，“中国网文热”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升温。截至 2019

年，国内向海外输出网文作品 1 万余部，覆盖 40 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从早期的玄幻类

小说《盘龙》翻译输出，到现在的《诡秘之主》等作品中英文全球同步连载，短短十几年间，“网文出

海”模式持续迭代。起点国际是最早的网文出海平台，其在 2018 年上线海外原创功能，已吸引来自全

球的超 10 万名创作者，推出网络文学作品超 16 万部。此外，网文 IP 改编影视剧在许多国家受到热捧，

带来更广泛的文化影响。比如欧美主流视频网站、东南亚地区各大电视台上能看到《庆余年》《扶摇》

等诸多网文 IP 改编剧集。

网络文学向世界呈现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同时自信、现代的中国形象，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通过

网络文学作品深入了解中国的人文精神和时代风貌。

资料 3

“我把我的工作浓缩为 6 个字：合理性的自洽。”参与游戏策划工作 10 年后，国游《逆水寒》的

资深主管、85 后青年小文对国风游戏秉持着这样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去实现并检查游戏世界里出

现事物的合理性，使玩家在虚拟世界的探索与现实生活中的认识、观念和思维习惯相协调。”

《逆水寒》打造的是北宋的市井环境，小文和团队做了大量研究，在《宋史》《东京梦华录》《武

林旧事》等古籍中检索资料，并将各种元素融入游戏里的室内陈设、衣食住行，来保证游戏情境符合北

宋生活的习俗，同时唤醒和激励当代人追溯文化习俗的情感需求。“游戏中过年的时候，我们设计了‘打

春牛’和‘女子相扑’等环节，这些已经失传的民俗，玩家感到很新奇也很喜欢。”小文介绍，很多海

外玩家被国风魅力感染，逆着时差来玩这款游戏。游戏中运筹帷幄的智慧，纵横捭阖的谋略，是中华民

族热衷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国产游戏中常见的“师徒关系”，在外国游戏中几乎没有。“暴力和刺激，

不是我们的价值取向。”小文说。

“积淀于传统文化的设计有历史打磨的美感，也有一定的真实性，不管是美术表现还是观念呈现，

都能帮助我们架构一个相对真实的虚拟世界。”手游《神雕侠侣 2》游戏策划、90 后青年“念北怀南”

大学学的是文学，在剧情策划中注重人文思想的融入，他认为，深邃的中华文化元素的浸润，能够给予

国内用户足够的熟悉感和亲近感，也会吸引国外的用户。文化的认同与碰撞，会增强用户的代入感。

“中国的文学作品强调人的成长和主观能动性。我们将这种文化氛围和特性映射到游戏的核心设计

理念中。”在手游《新笑傲江湖》副主策、85 后青年寒星看来，国产的国风游戏注重“成长感”，筚路

蓝缕一路成长，与传统文化中注重敢为人先、艰苦奋斗的品质有关。

年轻的策划者不满足于书本与网上资料的搜集。在设计战船时，《三国志·战略版》游戏策划、90

后青年小舸和策划团队多次前往湖北赤壁，请教当地博物馆馆长和三国历史的学者，他们志在把一艘最

能复原历史的战舰呈现在游戏当中。

“《跑跑卡丁车》《奇迹》《传奇》……小时候接触到的游戏，几乎都是外国的。连取材于中国历

史故事的单机游戏《三国志》，都是日本的。”小舸说，“我从小时候就有这样的梦想，我们一定要有

拿得出手的国产游戏。”

起步晚，基础薄弱，但凭借 20 多年的主动学习、迎头赶超，国产游戏融合本土文化绽放异彩，让

游戏市场的格局天翻地覆。“国产游戏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占领国内市场、强力辐射东南亚市场、反向

输出至日韩北美市场的态势。”小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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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传统文化在游戏领域的转化与创新》报告称，国风游戏市场已超 300 亿元，累计 2300 多

款游戏作品，用户超过 3 亿人，是中国游戏市场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资料 4

暖暖吹来的国风，正成为当下年轻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穿华服出街在青年群体中受热捧，他们

追捧中国设计师设计的潮牌，将古典诗词创作进歌曲里，去茶馆品茗听相声，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着他

们心中的国风。

“新新人类”聚集的 B 站一直代表着年轻文化，平台上层出不穷的古风歌曲、华服舞乐中，自得琴

社自导自演的“古画系列”视频是一个神奇又清新的存在：淡黄色的背景如宣纸铺陈，画中人是身着古

代服饰的乐师，或抚古琴，或吹笛箫，或击大鼓……就像一幅会动的古代画卷，悦耳的古乐在画中流淌，

不时还有小动物喜感出没，圈粉无数。

“我们中国丢了太多好东西，找回原本属于我们的文化自信，慢慢传承下去，是年轻人最应该做的

事情。”这个只有不到 10 个人的团队，成员多是 80 后、90 后，对他们来说，古琴、古筝、琵琶这些传

统乐器不仅是他们的爱好，也是一份值得坚守的事业。

央视首档台网互动国风少年创演节目《上线吧！华彩少年》中，35 位热爱国风的 95 后“华彩少年”

在舞台上尽显传统魅力：在摇滚乐曲中交织“非遗”南音（福建省闽南地区的传统音乐，我国现存历史

最悠久的古汉族音乐），以曲剧唱法演绎流行歌曲，把京剧行当里用于伴奏、鲜在台前示人的三弦儿带

到舞台的聚光灯下，让传统文化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在他们眼里，国风不再是过气的老古董，而是值得

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有温度的文化基因。

围绕给定资料，以“为文化传承注入青春能量”为题，写一则短评。

要求：观点鲜明，论述深刻，结构完整。字数不超过 600 字。

【参考答案】

为文化传承注入青春能量

从穿越千年前大唐、与古代先贤进行时空对话的节目，植根中华传统文化传播海外的网络文学，到

从文字资料、历史古迹中汲取情感价值的游戏策划，再到借助服饰、音乐、表演传播传统文化的青年

人……如今，丰富艺术内涵、深厚文化底蕴在网络、年轻群体中逐渐传播开来。在这背后，蕴含的是经

典国学的传承与文化自信的传播。

在新方式带动下，传统文化释放独特魅力。国风不再是过气，而是有温度的文化基因，带动了一股

新的文化热潮，展现古代历史文化，给人以震撼性和愉悦感，让传统文化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展现了

对中华文化的诚意致敬，发挥着传承历史文化并推动其焕发活力的作用。同时，向世界呈现出历史悠久、

自信、现代的中国形象，使海外深入了解中国的人文精神和时代风貌。

发扬文化传承，为传统文化注入新能量。如今的年轻创作者，对于文化具有深刻理解与创新表达。

正如 5G+AR 技术手段的使用，环幕投屏、实时跟踪等高科技的加持和赋能带来丰富的视听元素，辅以全

新表现形式；增强核心设计理念中的人文思想，使本土文化融合文化产业绽放异彩，打造时代 IP，改变

市场格局；发展多元文化场景，将文化融入生活方式、事业与娱乐，让传统文化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与现代社会、先进科技实现交融，使得观众产生心灵深处的民族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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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审美共鸣，方能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在群众中“火起来”。（572 字）

二、作文题（阅读以下材料，然后根据后面的要求作答。60 分）

给定材料

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给向着更远的目标谋划共同富裕，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

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

们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

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

2.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

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经济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

省委和省政府明确，要坚定不移地推进高质量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持续扩大全社会财富总量，在“做

大蛋糕”的基础上，浙江更重视“分好蛋糕”，建立健全“先富带后富”机制，提高收入分配质量，不

断缩小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

问题：结合给定材料，联系浙江实际，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话题，自选角

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性文章。

要求：（1）中心论点明确，有思想高度；

（2）结构完整，内容充实，论述深刻；

（3）语言流畅，字数 1000～1200 字。

【写作思路】

首先看题干，这一题题干明显提出“联系浙江实际，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

话题”写一篇文章，因此，这篇文章应紧密围绕“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主题来写作，

主要论证要结合浙江的发展案例来写。其次，再阅读材料，寻找关于“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要点。材料 1 中指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及说明，材料 2 说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问题。

材料 3 则从浙江方面说明浙江要“高质量发展经济共同富裕示范区”，同时列出了一系列做法，要“坚

定不移地推进高质量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持续扩大全社会财富总量，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浙

江更重视‘分好蛋糕’，建立健全‘先富带后富’机制，提高收入分配质量，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收入

差距和地区差距”。实际上，考生可以根据材料 2 中的主要问题“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

结合材料 3 的做法来设置分论点。

【参考范文】

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推进共同富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如今，“十四五”开局起步，浙江省委和省政府明确，

要坚定不移地推进高质量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持续扩大全社会财富总量。就此，城乡差距、区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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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富裕程度指标均位于全国前列的浙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先行探索机遇。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浙江将在

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不断深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坚持“山海协作”，破破除城乡差距。“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在地理条件上就存在先天的区

域差异，限制了区域的发展。然而，前段时间的热搜“浙江的农村能有多豪华”让人不禁感叹，为什么

浙江的乡村这样好？正如绍兴市上虞区为“山海协作”对口帮扶的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搭建线上销售

平台，拓展景宁土特产新销路。实际上，浙江始终念好新时代“山海经”，深度推进“山海经协作”，

加快扶持欠发达地区，促进协调发展。如今，浙江持续深化升级“山海协作”出台相关政策，率先突破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坚持“做大蛋糕”，缩小地区差异。通往共同富裕的大道，离不开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正如湖州南

浔扎实产业富裕根基，多管齐下带动产业升级，以高质量发展不断做强产业夯实“家底”，以产业兴旺

助力共同富裕。而今，浙江正打造产业强基，做大发展“蛋糕”。同时，要建立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

制度基础设施，通过强有力的协调机制整合外部更多的资源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经济基础和公共

服务。做大蛋糕，既要靠产业高质量发展，也要让各种资源配置更合理，促进产业升级，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

坚持“成果共享”，减少收入差距。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是党的重要使命。要认识到，“做大蛋糕”是前提，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分好蛋糕”是根

本，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使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0 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 5 万元，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

持续趋于一比一。居民收入水平高，城乡收入差距小，正在成为浙江发展的突出亮色。“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减小收入差距，就能从直接上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回应时代呼唤，共谋共同富裕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共同富裕的主角是高质量的发

展，没有高质量的发展谈不上共同富裕。浙江要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自

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126

字）

【备注】

荣慧娟：资料 2 打字 588 字

谢雨洁：资料 1、34 整理 2419 字；作文材料及案例题作文题题干打字 569 字；应用文解析 1 篇【当

日】，作文思路及框架解析（30%），补充解析【非当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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