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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试卷

《申 论》

适用于市（地）以下职位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材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 180 分钟。其中，阅读给定材料参考时限

为 50 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 1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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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者才可以开始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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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者应立即停止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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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经》当中就把城市和水的关系揭示了出来：“大国者下流，天下

之牝，天下之交。”那时的“国”与“城”往往是同义语。老子的意思是说，城市常常处在江河的下游，

它像是美丽的女性，又是经济、人文、思想的荟萃之地。这说明，如何做好城市与水这篇文章，自古以

来就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

北京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很重视水的问题。如 1958 年建成了十三陵水库，1960 年建成了密云

水库。近年的南水北调工程更进一步丰富了北京的水资源。“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从某种意义而

言，是“水”主沉浮。有水则城兴，无水则城亡。

流经城市的河流与湖泊就像人的眼睛，如果这眼睛是清澈明亮的，那则魅力无限。人具有天然的亲

水性，爱水近水是人本能的习性。但是近几十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许多地方，不管城市还是乡

村，都难觅一条清澈洁净的河流。如何让被污染的河流重新恢复其青春曼妙的身姿呢？这里面也不乏成

功的例子。英国的泰晤士河一度受到严重污染，鱼虾绝迹，臭气难闻。但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英国

政府大力治理泰晤士河，建设了完整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使得泰晤士河沿岸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都

实现了先处理后排放。经过将近 20 多年时间的艰苦整治，泰晤士河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洁净的城市水

道之一。

“人水共存”理念改变了传统的把洪水逐出城市的抗洪策略，提出城市水系应结合城市土地利用规

划和楼宇结构技术，通过不断提高区域水面率，调整雨水径流的下渗和蒸发比例，逐步恢复水系自然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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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之路。在维持水体生态平衡的同时，允许部分低洼地区作为洪水期的滞洪区，把洪水纳入城市景观的

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人水之间的和谐共存。

2.城市“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使得城市不透水，地表面积不断增加，严重地削弱了地表

蓄洪、植物拦截和土壤下渗的功能。对洪水的截流作用的消失，造成的后果就是地下水补给日益不足，

地表径流量逐年提高。而且由于城市所产生的空气污染物为降水提供了大量的凝结核，所以一般而论，

城市化地区的降雨量要比农村高 5%～15%，雷暴雨天气多 10%～15%。因此，城市水系应更多地承担起蓄

积雨洪、分流下渗、调节行洪等功能。但是由于水系的破坏，这些功能都极大地衰退了，而这些功能绝

不是目前城市中广泛采用的管道排水或防洪工程所能取代的。

城市，大都是因为水而兴起，因水而繁荣、发展。绝大多数历史悠久的城市，都是先有河，后有城，

许多城市的历史是沉淀在河道、湖泊、海滨和湿地上的。如北京城区所有的河流，几乎都可以找到与其

相关的历史文化古迹或典故；杭州城里的浣纱河，传说是西施浣纱的地方。许多城市因水而建，也因水

而具有“灵气”。一些原本没有水面的城市，为了创造生态景观而人工修造出一系列的水面。如澳大利

亚首都堪培拉的葛里芬湖。葛里芬是一位美国的规划师，他设计的堪培拉规划方案在多个投标方案中胜

出，按他的规划修建的堪培拉是非常秀美的，尤其是中间的人工湖，虽为人工开挖，但却利用了山谷地

形，蜿蜒曲折，调节了城市内部的气候，造就了堪培拉秀丽的景观。所以，堪培拉市民就把这位设计师

的名字作为这个城市湖泊的名字。

自古以来，内河船运由于其低成本、高可靠性、安全性和可观赏性，始终得到人们的重视。英国许

多地方近几年还纷纷疏通古代运河以供城市间输送游客和农产品所需。城市水系又是各城市之间的天然

隔离带。在古代，所谓的护城河就具有保护城市、阻隔敌人的功效。而在现代，这些天然的河流是城市

最壮观的公共空间，在人口日益稠密的现代城市中，城市水系与绿带公园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城市最漂

亮、最令人流连忘返、最具有生态和文化功能的城市亮点。

城市水系可以成为廉价、有效的净化城市污水的天然场所。如果按照生态的方式而不仅仅是按水利

的要求、当地的要求来修建城市水系，使水面与岸边的生态系统相连接，就可以将水系改造为“城市之

肾”，大大增强对污水的自然降解能力。城市的许多水生植物、微生物吸收磷化合物等污染物的能力强，

而投资成本又很低，如果换算成每吨污水处理费用，通常仅为传统二级污水处理厂的五分之一到二分之

一，运行成本只有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是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发

展模式，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将这种人工湿地式的城市水系与污水处理厂的尾水回用再

处理系统相连接，就可以将四类水净化处理后达到饮用水源取水标准，实现城市水源的循环利用。这是

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缺水的百年大计。

生态学家卡琳·克里斯坦森在《绿色生活——2l 世纪生活手册》一书中指出，“乡土感情可由本地

多种多样特有的生物来增强”，忠告“不可破坏现存的生态系统和荒野”，建议要“在花园和邻近地区

提供野生动物活动场所”，“建造一个池塘”并种植本地特有的野花、灌木和树，构建一个因草林多、

昆虫长、鸟类聚、小兽生而形成的完整的小水系生物群落。这种生物群落在城市里面尤为宝贵。有专家

曾提出西湖整治成功与否的一个简单的生态标准：“当野天鹅、野鸭子在西湖里生出蛋而且孵出小天鹅、

小野鸭的时候，我可以据此判断西湖的整治是成功的。”我们许多城市的水系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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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许多城市水系改造更是偏离了这个标准。城市水系作为均质人工城市中的异质斑块，一旦与城市绿

地系统相互连接，使野生动物可以通过廊道在斑块间进行迁徙，就可以提高城市生态系统整体抗风险的

能力。按这样的思路发展的城市，不仅是人工的，而且是生态的、环境友好的，是资源节约型的。

城市水系是城市最美好的公共空间，是人工建筑之中反映自然景观、田园风貌的主要场所。我们在

扬州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中对水景观的处理，讲究师法自然，虽为人工，宛如天成。城市水系

有多种美学功能。城市的特色离不开城市的水系，城市的水系就像城市的指纹。城市的意境美对人的心

态有调节的作用。城市水系有动态美，因为城市的水是流动的，它具柔性、运动性，有利于消化污染以

及水生物的生成和养育。城市水系有人文美，因为它是文化的载体，历代的名人雅士常在水边留下了他

们的痕迹。城市水系当然还有和谐美，因为它是一个整体复合的系统。从一个城市水系可以看到一个城

市管理者的抱负，就像我国古代剧作家李渔所说的那样：山水者，情怀也；情怀者，心中之山水也。就

是说，要在城市里面造就人工环境和保护自然景观，采用什么样的水环境治理思路是由决策者的美学修

养和情操来决定的。什么样的情怀，就会造就什么样的城市山水景观。如果胸中只有“一根”单纯的调

水排洪的“竹子”，那么城市的水景观肯定是十分单调枯燥，对历史文化遗存的水生态的“建设性”破

坏就难以避免了；如果将美学功能凝聚在治理方案之中，造就出的城市就是美丽的。丽江古城最诱人的

就是三条弯曲流动的溪水，这就是拨动心弦的城市水系之美。

如果城市发生火灾，城市水系的储存用水就可以用于灭火救灾。城市水系又是很好的备用水源。如

果出现自来水供应安全事故，就可以用地表水作为水源。城市水系是城市生活生产用水的备用系统、防

灾系统和城市安全的保障系统。

3.B 县县委书记 W在几次不同场合所做的讲话中都涉及了打造“活力水城”的话题。

（1）9 月 15 日，在 B县县委召开的一次会上，W 说：

古语有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择水而居是人类生存的本能，利用水资

源又使人类生活更加美好。为此，我县要立足打造“水清、水活、水美”的“活力水城”。要按照“碧

波映城，城托青山，人在城中，城在画里”的美好愿景，塑造我县的水系空间，使我们的县城河、湖、

湿地合理连接，具有多样滨水公共空间，达到“水丰、水清、水美、水活”，实现“蓝天、碧水、绿地”

相互融合，使“水城”真正充满“活力”。

（2）穿城而过的南河，曾因乱排乱放，变成了一条“臭水沟”，市民避而走之。10 月 1 日，B 县

打响了南河治污战役，W在治污现场会上说：

南河治污，我们要采取“河外截污、河内清淤、中水回用、生态修复”的模式，强化“该停的停，

该关的关，该并的并，该转的转”的治污方略，将取缔 324 家污染企业，使南河变得河水清澈、绿影婆

娑、鱼虾畅游，进而推进包括县内其他二条河流的污染整治。为巩固“三河”治理成果，加大对水系的

保护力度，我们将要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保护与修复现有水体并适当增加水面，使城市水面率达到 10%

以上；二是通过工程措施保护“南河”“北河”“梅江河”的生态需水量与流动性；三是保护并逐步改

善中心城区水质；四是为市民提供良好的水体景观和便利的亲水娱乐空间。

（3）11 月 5日，W 在“‘水城’如何建设”的座谈会上说：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水城”建设不仅要让城市水系发达，水域面积占城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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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 10%以上、水网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5 公里以上，还要让城内有“活水”。为让“水活”，通主脉、

保供给、建支脉就势在必行。

目前，我县城区水域面积已经达到 3400 亩，城区水面比例已经达到 9%，这些都是“活血化瘀”的

效果。我县将强力为水建“安乐窝”。“三河”治理工程，将治愈“南河”“北河”“梅江河”的“动

脉粥样硬化”，以畅通水流渠道。

而各级水库的建设和完善，将保证“活水”有“源头”，供“血”充足。同时，建成“一河三湖九

湿地”，加强对现有水体、水系的保护，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等诸多举措，都有助于促使总水量“脱

贫致富”。届时，“水域面积占城市面积的 10%”，将不是梦。

“大动脉”畅通了，“供血”就充足了。水能否“活”的另一关键因素，就是遍布我县城区“全身”

的“毛细血管”。只有“毛细血管”畅行无阻，才能把“山在城里留、水在城里游”这一理念转化为现

实。按照规划，53 平方公里城区，要建设总长约为 260 多公里水网，才能达到“水城”水网密度的标准。

因此，在“水城”的打造中，我县将加大对水系修建的力度，使水网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5 公里以上。

（4）11 月 18 日，在欢迎省作协组织的“水与城市”考察团的见面会上，W 说：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骚客都将水作为其作品的意象，如“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水光潋滟晴

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等等。水不仅是人类生存的保障，更是精神的寄托。

水之美，在于其能增色添彩。想象一下，水网密布、“一河三湖九湿地”如一颗颗绿宝石镶嵌于钢

筋水泥都市丛林之间，人行其中，耳听“小溪潺潺”，眼见“如蓝绿水”，定会忘记城市的喧嚣，内心

获得片刻宁静。水之美就在于以其声、以其色、以其形，让人逃脱樊笼，复返自然。

水之美，在于其能滋养生命。我县将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一概念做出最新诠释。在满足城

市防洪要求的基础上，利用景观、防洪河道等将城中水系连成一体。合理组织水上游览线路，完善“亲

水”设施，增加市民参与度。增加城内景观湖面，提高城区水面率，保持并净化水质。采取这一系列举

措，打出“水城”名片，发展“周末旅游经济”。借此，发展我县第三产业，增加老百姓的经济收入。

我有一个梦想，希望 3 年后,我县大多数市民走出家门不远，都能够感受到水的灵气，享受到水生

态带来的舒适和愉悦；那时再欢迎诸位作家来我县感受“活力水城”的魅力。

4.下面是某水利专家就构建黄河流域 L 市生态水系问题所积累的调研材料：

（1）从传承“山水城市”之主题的角度看，L 市城市生态水系建设正是贯彻了山水城市的主题思想。

通过水系建设，可形成特色山水城市结构，新增城市开发用地，调整城市结构与功能用地，焕发城市活

力，使 L 市传统“两山夹一沟”的城市结构形式升级为黄河之都。

（2）L 市黄河段西起西固区的西柳沟，东至城关区桑园峡，东西长约 40 公里，东西落差近 200 米，

河道宽约 300 米，流域面积 30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约每秒 1011 立方米，每年流经 L市的水资源量为

300 亿立方米。可以说黄河流经 L 市段的长度、高差、流量，足以让我们做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文

章。

L市南北两山对峙，最宽处约 30 公里，最窄处约 2公里，东西长 35 公里。其中皋兰山伏龙坪在盆

地中部直探黄河河滨，与九州台白塔山夹河相望，形成雄险的关隘之势，山河相对高差 500-600 米。另

外，大山之下广川之上，在局部形成了崖、坪、滩、沟等地貌，且有 81 条洪水沟，丰富了整个黄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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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的山水格局，为构建城市水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3）通过黄河流域治理与保护，可以为 L 市增加湿地约 580 公顷，新增绿地面积约 330 公顷。能

促进地下水良性循环，扭转地下水位下降和水质恶化的状况；减少从黄河提水的扬程，降低南北两山的

绿化成本，且可以有效调节局地气候，改善城市热岛效应，修复自然生态系统并恢复生态多样性。

（4）通过建设黄河创意文化产业园，举办水博会等活动，挖掘 L 市文化、民俗、经济社会演进、

城市发展、黄河变迁等史料，做足做活黄河水文章，激活 L市的文化产业，实现文化产业升级，重塑黄

河文明。

（5）通过国家级的经济平台，利用黄河两岸的有利地势，承接东中部的产业，布局科技含量高、

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项目，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

型跨越发展。

（6）按照世界眼光、西北一流、本省特色的要求，高起点建设城市水系，以路网和水系并重的理

念，把 L 市打造为山水美丽城市。

到 2017 年，建成 1 枢纽 3 水系 5喷泉 7公园 9 瀑布 24 沟溪，提炼“中、根、飞、融、文、桥、水”

等理念，展现 L 市黄河文化底蕴。

到 2020 年，打造出水随山走、路随河伸、城依河修、楼依山建的城市风格，凸显山高城低、水长

山远、山城相依、水城相间的城市特色，塑造拥有高山长河的雄浑壮美。

（7）L 市构建城市生态水系的保障措施如下：

第一，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市级领导担任组长，设立专门的办公室，组建核心工作团队，成员包

括环境生态、城市规划、水利建设、经济地理、园林、旅游、文史等方面的专家。这些成员要具备较高

专业水平，有协作精神。

第二，组建专家顾问组。专家顾问组主要包括文史、社会、经济、环境生态、城市规划、水利建设

等领域的专家。专家顾问组负责对各类专题论坛或阶段成果进行广泛探讨，把关工作成果，以提高决策

科学性。

第三，集思广益、问计于民。对重大事件及治理方案采取全民征集办法，尊重民意，赢得广大民众

的支持。

第四，宣传推广、形成合力。L 市生态水系的构建事关全体市民福祉，关乎城市百年发展基业。应

该通过广泛的舆论宣传，使社会各界认识到 L 市河湖水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5.老子说“上善若水”，最好的美善就如同水一样。水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在伟大的思想家眼中水

还是真善美的化身，是哲学的本喻，是道德的载体，是智慧的展现。水，柔而能克刚，静而能映物，动

而能变化，滋养万物而从不争夺。水有这么多的美德值得我们人类虚心地去学习和感悟。只要我们能静

下心来向水学习，我们的智慧和情操就一定能得到提高。

三、作答要求

（一）根据“给定资料 2”，阐述城市水系所具有的功能。（15 分）

要求：（1）准确、精练，条理清晰；（2）不超过 15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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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据“给定资料 2”，阐述画线句子“城市的水系就像城市的指纹”的意思。（10 分）

要求：（1）准确、全面，有逻辑性；（2）不超过 200 字。

（三）假如你是某报社记者，请根据“给定资料 3”，以“打造‘水清、水活、水美’的‘活力水

城’”为题，写一篇报道。（20 分）

要求：（1）内容具体、全面；（2）语言流畅，有逻辑性；（3）不超过 500 字。

（四）假如你是 L 市水务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 4”，就 L 市构建城市生态水系

的规划特点及其可行性，写一份材料，供领导参阅。（15 分）

要求：（1）紧扣资料，内容全面；（2）层次分明，有逻辑性；（3）不超过 400 字。

（五）请深入理解“给定资料 5”结尾划线句子“只要我们能静下心来向水学习，我们的智慧和情

操就一定能得到提高。”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明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 1000～1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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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试卷

《申论》参考答案

（一）根据“给定资料 2”，阐述城市水系所具有的功能。（15 分）

要求：（1）准确、精练，条理清晰；（2）不超过 150 字。

【参考答】待研讨

生态功能：蓄积雨洪，净化污水，促进水循环；构建水系生物群落，提高生态抗风险能力。

防护功能：城市间天然的隔离带，也是城市的防灾系统，保障城市安全。

经济功能：城市的水上交通线，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繁荣。

审美功能：城市的公共空间，美化城市景观，具有美学功能。

文化功能：孕育文化，体现城市历史文化积淀。（146 字）

（二）依据“给定资料 2”，阐述画线句子“城市的水系就像城市的指纹”的意思。（10 分）

要求：（1）准确、全面，有逻辑性；（2）不超过 200 字。

【参考答案】

这句话是说城市水系决定了城市风貌，像指纹一样，塑造了城市独一无二的特色。因为城市水系作

为公共空间，是人工建筑之中反映自然景观、田园风貌的主要场所。不仅展现出调适人心的意境美、生

成和养育的动态美、文化载体的人文美以及整体复合的和谐美，还蕴含着城市管理者的追求情怀、气质

底蕴、管理思路。因此要将美学功能凝聚在城市管理之中，这样可以营造城市水系独特之美，还可以避

免千城一面的单调枯燥对城市美学的破坏。（197 字）

（三）假如你是某报社记者，请根据“给定资料 3”，以“打造‘水清、水活、水美’的‘活力水

城’”为题，写一篇报道。（20 分）

要求：（1）内容具体、全面；（2）语言流畅，有逻辑性；（3）不超过 500 字。

【参考答案】

打造“水清、水活、水美”的“活力水城”

“择水而居是人类生存的本能，利用水资源又使人类生活更加美好。”自 XXXX 年 9 月以来，B县县

委县委书记 W 多次就“打造‘活力水城’”多次发表讲话。他指出，要按照“碧波映城，城托青山，人

在城中，城在画里”的美好愿景，打造“水清、水活、水美”的“活力水城”。

打响治污“战役”，实现“水清”。采取“河外截污、河内清淤、中水回用、生态修复”的模式，

强化“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该并的并，该转的转”的治污方略，取缔污染企业，推进包括县内其他二

条河流的污染整治，加大对水系的保护力度，巩固“三河”治理成果。

通主脉、保供给、建支脉，保障“水活”。强化三河治理工程，畅通水流渠道；建成“一河三湖九

湿地”，加强对现有水体、水系的保护；加大对水系修建的力度，保障水网密度。

发挥水的价值，促进“水美”。在满足城市防洪要求的基础上，连接城中水系；合理组织水上游览

线路，完善“亲水”设施；增加城内景观湖面，提高城区水面率，保持并净化水质。打出“水城”名片，

发展“周末旅游经济”。借此，发展第三产业，增加经济收入。

W表示，他热切期待三年后能与市民一起，享受水生态、享受活力水城带来的魅力！（493 字）

（四）假如你是 L 市水务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 4”，就 L 市构建城市生态水系

的规划特点及其可行性，写一份材料，供领导参阅。（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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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1）紧扣资料，内容全面；（2）层次分明，有逻辑性；（3）不超过 400 字。

【参考答案】

L市构建城市生态水系的规划特点：

1.既往开来，传承特色，升级城市结构形式。

2.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城市建设和生态保护相结合。

3.调整结构，转型发展，力图升级地区发展模式。

4.高屋建瓴，战略超前，把眼光定位于整个西北一带。

5.完善网络，水陆并重，创造立体交通空间。

6.尊重民意，科学决策，注重舆论宣传。

L市构建城市生态水系的可行性：

1.资源充足。该地区水资源丰富，为构建城市水系提供良好基础；文化资源丰富，有利于文化价值

的创造。

2.地理条件优越。山水格局与整体布局相得益彰，地形地势满足生态水系的建设需求。

3.政策扶植。依靠国家级经济平台，容易得到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4.团队实力出众。成立专门领导小组、专家顾问组，成员水平高、协作精神好。

5.决策民主、科学。充分尊重当地民众意见，提高当地民众参与其中的积极性。（343 字）

五、请深入理解“给定资料 5”结尾划线句子“只要我们能静下心来向水学习，我们的智慧和情操

就一定能得到提高”，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明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 1000～1200 字。

【参考范文】

以水为师

中华民族是崇尚“水”的民族。从先民生息、社会发展上看，城市多起源于河流沿岸，内河船运促

进了城市之间的沟通，护城河则维持了城市内部的发展繁荣；从古代典籍、历史文化上看，讴歌水之精

神者数不胜数，因之而形成了独特的“水文化”。“小桥流水人家”更是勾勒了一幅别具诗意的画卷。

水，美化了我们的生活空间，让我们忘记城市的喧嚣，内心获得片刻的宁静；水，丰富了我们的精

神生活，让我们摆脱物质的欲求，境界得到进一步提升。以水为师，学习其以柔克刚的坚定精神、善利

万物而不争的奉献精神、浮天载地的包容精神，从而丰富我们的精神境界，提高我们的智慧和情操。

学习水以柔克刚的坚定精神。老子有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能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

之。”世间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然而攻击坚强的东西，却没有什么东西能胜过水。水性之至柔，

却无坚不摧！水滴石穿，就是体现水能以柔克刚最好的例子。一滴滴水对准一块石头，目标一致，矢志

不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滴下去，才造就出滴水穿石的神奇！在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

我们更需要发扬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品格，逐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相信量变终会引发

质变，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学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奉献精神。“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描述了水的奉献精神，

滋养万物而不与之争夺。孔子也称赞水“遍予而无私，似德”，水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就像一个有德

行的人。在当代社会，奉献精神是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作为普通公民，公交车上主动为老弱妇孺等

让座不仅是奉献，更是个人情操的展现。作为当政者，在工作、生活中更应该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时刻把人民群众、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不应该只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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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口号，更应该践行其精神实质。

学习水浮天载地的包容精神。《春秋元命苞》有云：“浮天载地者，水也。”林则徐也曾言：“海

纳百川，有容乃大。”水具有包容一切的博大胸怀，做人更应当学习这种大智慧。现代社会中，人与人

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谁都难以摆脱社会关系而“独善其身”，日常生活中的摩擦在所难免，所以人与

人之间更需要互相理解、包容，“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多元文化的碰撞也更加频繁，

文化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兼容并包。“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典故体现了王安石博大的胸襟，也正说明了包

容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以水为师，学习水的精神，践行水的智慧，更需要落到实处。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深入研究城市水

系，保护城市水资源，实现“水清、水美、水活”，促进水与城市、水与经济的和谐发展。作为社会中

的每个个体，我们要节约用水，增强爱水、护水的意识。

以水为师，提升我们的智慧和情操。将水的精神发扬光大，让水的精神品性真正融入我们的民族之

魂，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159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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