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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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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本由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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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为 100 分。

2.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题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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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指定区域内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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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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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资料

1.位于 R 市郊西隅的沙坝村，总面积约 10 平方千米，山清水秀，历史悠久。

1980 年前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中国广大农村推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

问题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等有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的文件一层层传达下来，但沙坝村却没有变革的迹象，人们还在观望。时任大队书记的杨某回忆说：“那

时候土地、山林还有各种财产都是国家（集体）的，国家的东西，哪个敢随便动！”

到了 1981 年年底，沙坝村把耕地按好、中、差进行了搭配，然后按人口平均发包给村民，完成“分

田到户”，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沙坝村初步落实。从此，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村民对

承包地有了经营权、使用权。当时的规定是：所有承包地土地，不许出租、买卖；不许在承包地上建房、

烧砖瓦等。虽然承包时大队已经确定承包期是 3 至 5 年，但是，村民中仍有人怀疑分田到户不长久，会

不会“今天分下去，明天又收回来”。直到 198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

以上”，村民们的忧虑才初步解除。尔后中央提出的“为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增加投入，提

高土地的生产率，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算是给农民吃了“定心丸”。

为了给农民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预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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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 村位于某省中北部沿海平原区，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冬小麦与夏玉米一年两季轮作，

经济作物以苹果为主。L村的土地分为两类，一是“围庄地”，在村庄周边，有较好的水利条件；二是

“洼子地”，离村庄远，水利条件较差。与全国大多数村庄一样，L 村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根据

当时的政策完成了“二轮土地承包”。L 村把全村土地分成两份，一份为各户承包的人口地；另一份为

机动地。机动地主要用于给新增加的人口增地。

与其他村庄二轮承包普遍执行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不同的是，L村在机动地

上实行“增人增地但减人不减地”的办法。自二轮土地承包以来，L 村的人口增减变化将近百人。L 村

给新增加的人口分配土地先从位置、水利条件较好的围庄地开始，围庄地分完之后，新增加的人口就只

能分到洼子地了。到了 2014 年，预留的机动地全部分配完了，“增人增地但减人不减地”的办法也就

难以为继。

村民李某在二轮承包时家里只有他们夫妇和未成年的儿子，多年后儿子娶妻生子，都没赶上村里分

地，一家 6个人种着 3个人的地，收入窘迫。特别是每当看到邻居张某家 2个人种着 9个人的地时，颇

有怨言：“明显不公平，就应收回重分。”但张某对他的话却不完全认同：“我家地多人少是事实，可

二轮续包的时候就是这样，30 年不变也是国家规定的。”

与李某、张某想要地、想种地不同，L 村还有不想要、不想种地的人。76 岁的万老汉，家里有 6

亩地，儿子和孙子都在外地打工、上学。每年的秋收季节都是万老汉最发愁的时候，繁重的劳动都得雇

人帮忙。他想把地流转出去，但因为地比较零散，收益也不高，流转也很困难。村里和万老汉情况差不

多的还有二十多人。近几年一直在外地打工的王某说：“种地费时费力不说，农忙时回家打理，请假还

要被扣工资，不合算。这两年一直是托付亲戚来种地，没什么收益，明年也不想这么干了。”此外，村

里还有 10 户完全脱离农业的家庭，因各种原因，他们承包的土地大多撂荒了。

现任村支书告诉记者说，村里二轮承包后一直没进行土地调整，这是因为国家对土地调整有政策，

明确提出“小调整、大稳定的前提是稳定”。“小调整”的间隔期最短不得少于 5 年，而且“小调整”

只限于人地矛盾突出的个别农户。2006 年因为村民的承包地占用量与家庭人口不均衡，村里曾有过一

次调整的打算，村委会研究决定：凡是人口减少以及已经迁往城镇落户的农户，其承包的土地份额一律

收回，另行发包给新增人口的农户。村民石某因妻子去世而被收回了 2 亩地。石某不服，将村委会告上

法庭，要求返还被收走的土地。法院经审理认为，2003 年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确立了“承包土

地以户为单位，减人不减地”的原则。根据该法律，家庭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户整体，而不是家庭成

员个体。只要承包方的家庭还有人在，土地就是不能收回。只有在承包经营的家庭消亡，或承包方全家

迁入设区的市并转为非农户口的情况下，发包方才可以收回承包地。如果承包方自愿放弃承包地，则应

提前半年提出申请。最后法院判决村委会返还石某土地。石某这一告，那次土地调整就没往下进行。后

来，国家对土地调整的限制越来越严格，多次强调“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现有土地承

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2016 年春，李某和一些农户以土地承包量有失公平为由找到了当地政府，要求调整。这一诉求得

到了政府的支持。面对这种局面，村支书无奈地说：“这样一来，我们的压力很大，看来村里的土地调

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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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据有关部门统计，到 2016 年年底，中国大陆城镇常住人口已达 7亿 9298 万，比 2015 年年末增

加 2182 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 57.35%。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李奶奶是几年前从农村来到 X市的。离开了广袤无垠的田野，住进了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单元楼的

瑞丽花园小区。舒适的住所、单调的生活、陌生的邻里，李奶奶过得并不开心，觉得自己被压得“喘不

过气来”，她几乎每天都要坐公交车穿过喧闹的街区到城郊的公园里活动活动筋骨，想法子找人说说话。

瑞丽花园小区是 X 市近年来新开发的商品房小区，位于市区两大主要交通干线的交汇处。因位置临

近商业中心，地价昂贵，住宅楼比较密集。为了体现其景观的生态性，小区内有一条人工河道蜿蜒而过，

把小区的空地分割成大小不一的碎片。河边花香草绿，绿柳成荫，不少凉亭假山点缀其间。但仔细观察

便可发现，小区里可供居民活动健身的空地却十分有限，最大的一块空地，只能容纳 30 人共同活动。

每次看到“芳草青青、留心脚下”的木牌时，李奶奶总免不了要叨唠一句“景有了，可人没了”。事实

上，小区内也建有设备完善、宽敞明亮的室内舞蹈室、羽毛球馆及各类文体活动室。但羽毛球馆和健身

房是不对社区居民免费开放的，需要居民办理会员卡。舞蹈室在有对外演出活动时用于排练使用，平时

都上着锁。其他文体活动室都有一定的开放时限，利用起来并不方便。

离瑞丽花园小区不远的南平巷地区是一个具有完整元代胡同院落肌理、文化资源丰富的棋盘式传统

民居区，迄今还有 2 万多名居民生活在此。

已经在此生活 20 多年的康阿姨对记者说，当初这里特别清净，没有商业化，更没有这么多的游客。

可是到了 2006 年进行商业开发以后，南平巷变了样子，喧哗的酒吧，随意改建的建筑物，各种小吃店、

水果摊占道经营。人流量和车流量骤增，传统的文化气息荡然无存。近两年，因为这里的居住环境条件

每况愈下，商品价格攀升，老住户纷纷外迁，老宅成了外来人口的聚集地。

在如何把握历史文化保护、商业发展和居民人居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业内人士认为，彻底

停止商业，或者迁走所有居民，都不是良策。因为，X市的“根”就在这些胡同里，在这些居民的身上。

最近，一则消息让 X市居民颇为兴奋。一座包含超大的绿地，融合生态、文化、休闲等多种功能的，

面积近 2 平方千米的文化公园将在中心城区一块被认为最具开发价值的“潜力板块”破土动工。专业人

士认为，公园不只是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实体，同时也包含丰富的人文意义和文化价值。对一个好的城市

公共场所而言，“建设”只是一个基础，其塑造和养成不只在“造景”，更要借此“化人”。随着空间

的变化，人们对城市的观感会变，对城市的体验度会变，相应地，城市治理的思路要变。拿出黄金地块

做公园，提供的是场所，面向的是全体市民，彰显的是城市价值。每个在这里生活、工作的市民，都能

感受到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幸福感、归属感和安全感。在强调“共享”发展理念的当下，这意味着城市

治理观念的一次重大转变。

4.17 世纪的巴黎，一座桥梁扮演了今天埃菲尔铁塔的角色，这就是新桥。巴黎人，无论贫富，都

很快接受了新桥。王公贵族们突破正统的束缚，在桥上纵情欢乐，贫困的巴黎人，也来这里躲避夏日的

炎热，不同层次的人在这里交流接触，新桥成为社会平衡器。

新桥就好像是一个“新闻发布中心”。当时的资料显示，只要在新桥张贴消息广告，很快就能聚拢

大批人阅览。巴黎人可以在这里了解巴黎发生的大事小事，各种消息都会在人群中迅速传开。此外，一

些反映社会现象的歌曲也在此广泛传播，以至于产生了许多“新桥歌手”。作家赛维涅侯爵夫人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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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桥创作了这些歌”。而这些歌曲也只是冰山一角。在 17 世纪 30 年代专业剧场诞生之前，新桥还一直

是巴黎戏剧的中心。正如一幅 17 世纪 60 年代的绘画所示，演员们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表演，各行各业

的人聚集在周围，甚至凑到舞台底下。露天表演是造成新桥交通拥堵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

因便是桥上的购物活动，新桥一竣工，街头市场就出现了，各种新奇的东西这里都可以找到。没有人会

预料到，这座桥会成为各色人为不同目的而争夺的空间。

在十几年前的圣保罗，经常可以看到富人区被高高的院墙和铁丝网包围、门口警卫森严的景象。其

原因是贫富差异过大，富人为了寻求安全导致居住空间分异。贫困区税收锐减，政府提供的警力、学校、

医院等公共服务质量下降，这又促使一些中等收入的家庭迁走，公共空间迅速衰败。一些人为了生存针

对富人下手，或偷或抢，富人只能选择加强保安防范措施。这样的治安环境，无人敢去投资。于是，政

府借助城市设计，恢复城市公共领域的功能，让市民在交往活动中逐渐消解对立情绪，进而吸引投资，

重新复元。

近 30 年来，西方国家把大量工业化时代遗存的码头、厂房、矿场改造成为向公众开放的公园和文

化广场。在城市中心区，“商业步行街”几乎成为城市更新的“标准选项”；在城市边缘地带，提供大

尺度、复合化、向公众开放的商业空间，也成为地方政府和私人开发商最乐意采用的策略之一。这些购

物中心、主题公园和广告天地，被设计得优雅、别致、生机勃勃，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最典型不过的

展示空间。有研究者说，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目的如果仅仅是为满足经济或某种美观诉求，显然是片面的，

甚至是短视而危险的。

5.走进独墅湖月亮湾商务区，你会发现，这里的道路格外平整，找不到一条“马路拉链”，天际线

由棱角分明的建筑物和绿树组成，空中也看不到一张“蜘蛛网”。这是因为，这里的自来水管、供电电

缆、通信电缆全部“住”到了地下宽敞的“集体宿舍”里。这就是 S 市第一条城市地下公共空间基础设

施——月亮

湾地下综合管廊。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作为地下空间的“生命线”，是城市公共配套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

月亮湾地下综合管廊，自 2011 年 11 月建成投入使用，已平稳运行多年。这是一个全长 920 米、断

面 3.4×3 米的“T”形长廊。长廊的一侧是一排长长的钢铁支架，如同“超市货架”，从上到下依次放

着消防与监控线路桥架、电力线路桥架、两层通信网络桥架，最下面三层空着的“货架”是为未来管线

预留的空间。管廊内另一侧是上下两根直径 70 厘米的集中供冷管道。技术员介绍说：“附近商务区的

写字楼不用中央空调，夏天由这两根管道集中供冷。”

S市管线管理所负责人在向记者介绍管廊建设的前期准备情况时说，由市长担任组长的市地下综合

管廊工作领导小组起到了关键作用，领导小组成员有 39 人之多，涵盖了辖区各板块、各相关单位主要

负责人。专门机构的设立，形成了多元主体的常态化沟通和快速推进机制，有效避免了推诿扯皮、难以

协调等问题。在领导小组的组织下，相关部门编制完成了《S 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08～2020）》《S

市地下空间规划整合（2012～2020）》，今年 6月又出台了《S 市地下管线管理办法》，统筹加强对地

下管廊规划、建设和安全运行的管理。

“地下综合管廊造价和维护可不是一般的昂贵”，管廊开发公司徐总经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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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寿命为 50 年及 100 年的地下综合管廊，每公里建设运行成本分别为 1.6 亿元及 2 亿元。即使 S 市经

济实力不错，但借力社会资本也是现实的必然选择。”市政府授权 S 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组建了 S 市管廊开发公司，其中城建平台占股 45%，水务占股 20%，4 家弱电单位各占股 5%，为供电预

留股份 15%。管廊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事务，不仅解决了

资金问题，也解决了建设主体的问题。

在记者参观的时候，工作人员介绍：S市地处江南水网区域，地下工程施工难度大，精度要求高。

为确保工程的顺利推进和质量安全，S 市在前期调研分析基础上，根据国家《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

范》，组织专家团队反复论证，最终为项目设计施工提供了充分依据。S 市在综合管廊规划设计阶段，

就确立了系统化、标准化、智慧化的目标，在铺设管线时同步建设全面的监控、感知系统，并为信息系

统升级留有接入口，方便日后对大面积地下管线实施统一综合管理。建成的综合管廊囊括消防、照明、

排水、通风、通讯、供电、监控感知、火灾报警等系统，可以通过一个终端对所有管线进行实时监控和

调度管理，并具有自动检测、定位、提醒等多种功能，真正实现了信息化、一体化、智能化管理。

由于综合管廊建设成本高，入廊管线大多具有公益性，且这一新生事物在使用过程中权、责、利还

缺乏有效制衡和匹配，导致社会各方的投融资积极性都不高。为此，S 市借鉴国内外经验，特别规定除

争取国家试点和省财政支持外，如果项目建成后特许经营期内收费不能实现预期目标，市财政将进行一

定补贴，确保股东投资安全且获得基础收益。

根据工程内容、建设成本、运营周期、物价水平等多重因素，制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明确各单

位可以以入廊或租赁的方式获得管线所有权、使用权，让管线需求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使用方式，

调动其入廊积极性，增加管线使用效率和经济收益。

管廊收费之所以困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调动入廊单位积极性的有效方式。S 市创新性地以

打造利益共同体的方式，吸引电力、给排水、通信等单位成为管廊建设主体——管廊开发公司的股东，

让各单位根据自身需求充分参与管廊的规划、设计和建设过程。在合理确定收费标准的基础上，为盘活

资产、提高综合收益，这些单位均愿以有偿方式使用管线。

6.月亮湾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给人们以很大的启示。那里地上道路平整，天空没有一张“蜘蛛网”，

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潜力倍增。这让人想到《老子》里的话：“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以人们居住的屋子为喻，他说一间屋子，开凿门窗，修建四壁，只有

形成虚空部分，它才具有一间屋子的良好功能。据此，老子提出了“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观点，

强调“有”与“无”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瑞丽花园小区的李奶奶，离开广袤的田野，住进了单元楼，

总觉得“喘不过气来”。看来，李奶奶虽不是哲学家，但在感觉上与老子“有”“无”之用的理念暗合。

三、作答要求

（一）给定资料 1 和给定资料 2 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发展过程，请你概述

这一发展过程。（10 分）

要求：（1）准确、全面、有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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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超过 200 字。

（二）给定资料 2 中，L村村支书面对村民土地调整的要求，发出感慨：“这样一来，我们的压力

很大，看来村里的土地调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请根据给定资料 2，分析他为什么感到压力很大。

（10 分）

要求：（1）全面、准确、有条理；

（2）不超过 200 字。

（三）给定资料 4 提到，“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目的如果仅仅是为满足经济或某种美观诉求，显然是

片面的，甚至是短视而危险的”。请根据给定资料 3 和给定资料 4，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20 分）

要求：（1）观点明确，分析全面，有逻辑性；

（2）不超过 300 字。

（四）S市将举办“城市样板工程展示会”，请你根据给定资料 5，就其中地下管廊建设情况撰写

一份讲解稿。（20 分）

要求：（1）紧扣资料，内容全面；

（2）逻辑清晰，语言准确；

（3）不超过 400 字。

（五）给定资料 6 中提到了老子关于“有”和“无”的观点。请你围绕给定资料反映的城市建设理

念中的问题，联系实际，以“试谈‘有’与‘无’”为题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1）自选角度，见解深刻；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 10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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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试卷

《申论》参考答案

（一）给定资料 1 和给定资料 2 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发展过程，请你概述

这一发展过程。（10 分）

要求：（1）准确、全面、有条理；

（2）不超过 200 字。

【参考答案】

1.推行期：1980 年前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农民有经营权、使用权。

2.稳定期：1984 年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村民忧虑初步解除。

3.调整期：提出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普遍执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

明确承包土地以户为单位。

4.延长期：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

年。（175 字）

（二）给定资料 2 中，L村村支书面对村民土地调整的要求，发出感慨：“这样一来，我们的压力

很大，看来村里的土地调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请根据给定资料 2，分析他为什么感到压力很大。

（10 分）

要求：（1）全面、准确、有条理；

（2）不超过 200 字。

【参考答案】

1.“增人增地但减人不减地”办法难以为继、公平合理性存在争议。人口增减变化大，机动用地分

配完，村民承包地占用量与家庭人口不均衡。

2.人地矛盾突出。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减少，部分农户不想种地，部分农民完全脱离农业，

导致土地撂荒；土地零散、收益低，流转困难。

3.地方政府的要求与国家土地政策相冲突。国家土地调整政策限制严格，要求在承包期内承包关系

稳定不变，但当地政府支持对土地承包量进行调整。（193 字）

（三）给定资料 4 提到，“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目的如果仅仅是为满足经济或某种美观诉求，显然是

片面的，甚至是短视而危险的”。请根据给定资料 3 和给定资料 4，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20 分）

要求：（1）观点明确，分析全面，有逻辑性；

（2）不超过 300 字。

【参考答案】

该观点是正确的。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目的如果仅仅是为满足经济或某种美观诉求，而忽视了城市人

居环境中人们的精神文化诉求，使城市人文意义变成了面子工程，最后只能使城市居民逃离这座城市，

具有以下危害：一是休闲健身用地有限，难以满足民众的休闲娱乐需求；二是毁坏传统文化气息，对传

统文化传播造成冲击；居住空间分异，导致公共空间迅速衰败，引发治安问题。

我们应在考虑人文诉求的基础上转变城市建设理念，借助城市设计，恢复城市公共领域的“化人”

功能，掌握好历史文化保护、商业发展和人居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城市文化功能建设彰显城市价

值，为城市中的居民带来幸福感、归属感与安全感。（279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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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S市将举办“城市样板工程展示会”，请你根据给定资料 5，就其中地下管廊建设情况撰写

一份讲解稿。（20 分）

要求：（1）紧扣资料，内容全面；

（2）逻辑清晰，语言准确；

（3）不超过 400 字。

【参考答案】

S 市地下管廊建设情况讲解稿

各位参展的来宾：

月亮湾地下综合管廊自 2011 年 11 月建成投入使用，管廊呈 T形，从上至下依次放着消防与监控、

电力、通信网络桥架，最下面为未来管线预留了空间，另一侧是为附近商务区提供集中供冷的管道，现

已平稳运行多年。

我市从以下几方面推进管廊建设：一是设立工作小组，市长担任组长，成员涵盖各单位相关负责人，

形成常态化沟通和快速推进机制；二是解决资金与建设主体问题，争取国家试点和省财政支持，市政府

授权投资公司组建开发公司，负责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事务；三是经专家团队科学设计施工方案，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确立系统化、标准化、智慧化的目标，建设全面的监控、感知系统，为信息系统

升级留有接入口；四是调动入廊单位积极性，制定收费项目和标准，吸引各单位成为管廊开发公司股东，

并以市财政补贴确保股东投资安全且获得基础收益。

管廊作为公共配套设施项目，是城市地下空间的生命线，具有重要作用。（395 字）

（五）给定资料 6 中提到了老子关于“有”和“无”的观点。请你围绕给定资料反映的城市建设理

念中的问题，联系实际，以“试谈‘有’与‘无’”为题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1）自选角度，见解深刻；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 1000 字左右。

【参考范文】

试谈“有”与“无”

——做好城市建设“加减法”

老子曰：“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其意在于一间屋子，

开凿门窗，修建四壁，只有形成虚空部分，它才具有一间屋子的良好功能。城市建设与房屋建造一样，

有型有景有料不是目的，其根本还是在于让城市建设的成果发挥作用，这体现在城市每个人的生活改善

和幸福感提升上。只有正确把握“有”与“无”的命题，遵循“有”与“无”的辩证思维，才能平衡城

市建设与人文需求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改善人居环境。

把握好城市建设中的“有”与“无”命题，要正视“城市建设”是为什么这一问题，直视“有景无

人”矛盾，落实“城市因人而美”的理念。当下的城市规划往往只注重基础设施、城市景观的“有”之

利，而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城市小区鸟语花香、绿柳成荫，却无可供居民活动健身的空地。

城市规划要始终融入“人”的意识，一方面，加大财政在文体设施方面的建设支出，从满足人民群众的

真实需求方向来做好“有”这项工作；另一方面，在交通设施、高楼大厦等规划建设之初，便要为广大

市民留下阳光、白云、清风。唯有处理好“有”与“无”这一项矛盾的工作，才能保障百姓在城市空间

中自由“呼吸”的权利。

把握好城市建设中的“有”与“无”命题，要处理好经济与人文这一矛盾，厘清二者关系，实现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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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陶器虽珍贵，但真正发挥作用的却是中间虚空的部分。在城市

建设中，经济如陶器本身、文化则更像中间的虚空。经济的发展为历史文化的开发与保护奠定了物质基

础，而深厚的历史底蕴又将拉动经济的发展，让城市更生动。为此，在规划建设时，切忌过度商业化，

要充分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对传统建筑以维护和修缮为主、力求留下原汁原味的古建筑群；同时，将

文化公园等公共场所纳入整体规划之中，让百姓居有所乐，彰显城市价值。

把握好城市建设中的“有”与“无”命题，要做好私人与公共空间管理工作，践行发展成果共享理

念。富人阶层为满足私欲而高价购入空间资源，的确能带来“有”之利，但城市管理者更应认识到公共

空间的“无”之用。17 世纪的巴黎新桥缓和了各阶层的矛盾，成为了社会平衡器；反之，十几年前的

圣保罗却用铁丝网隔离了富人区和贫民区，让公共空间迅速衰败，加剧了社会动荡。这两个城市的遭遇

应引起城市管理者深思，公共空间虽无法带来经济利益，但却是维系城市活力的源泉。为此，城市管理

者应重视公共空间的作用，将遗存的码头、厂房等改造成文化广场；提供大尺度、复合性的开放性商业

空间，营造包容、开放的城市氛围。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在关注硬件设

施、经济发展、私人空间等的“有”之利时，更应树立大局意识和长远眼光，在软件设施、历史文化以

及公共空间等方面下功夫，将“无之以为用”理念下沉到城市建设中，让人民群众获得幸福感。（117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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