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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吉林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乙级）

一、给定资料

材料一

又是一年求职季。为了满足大学生求职需要，某整形医院专门开设了“大学生就业整形专场”，医院的接

待大厅整洁、明亮，大屏幕上正在反复播放着医院的广告，广告内容简单而直白：一个女孩儿因为相貌普通而

得不到心仪男生的关注，通过整形完美后，引来了众多男同学的青睐。屏幕下方是一张宽大的咨询台，咨询台

边围满了前来咨询的学生，“我想开眼角，那样眼睛看起来更有神！”“你们能把我的脸做成 XXX 那样吗”眼

神里充满了热切的期待。当得到整形顾问的肯定后，又兴奋地开始了对手术具体事项的咨询。

整形顾问 Lisa 介绍说，大学生的整形要求一般比较简单，隆鼻、去斑、开眼角等，大多属微整形，整形后

人的个性特征大多能够得以保留。我们平时做的整形要比这大得多，复杂得多，人们的整形要求除了明星脸外，

这两年比较热门的是网红脸，脸尖，眼大，肤色白，已经形成了一个模板，最近几年男性整形者数量亦有所增

加，一些男生为了提升自己的魅力和气质，也常常会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整形。

想要整形的小刘坦言，“在求职的时候，同等水平的人，往往相貌出众的那个人被录取，美也是一种竞争

力，没钱，贷款也是值得的。”他的朋友小丽表示说，“整形不仅仅是变美丽那么简单，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投

资。”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美貌比一封介绍信更具说服力。”在眼球效应时代，外貌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

分量被空前提升，整形行为已不再引起道德争议，人们不再因整形而承受过多压力。整形在年轻人中似乎已成

为一种时尚，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 800 万以上的人进行过整形，30 岁以下占比约为 80%，其中大学生为

主流群体。

材料二

中国整形博士联盟主席 F介绍，以前，整形机构只有割双眼皮、纹眉、纹唇等简单整形项目，且收费较高。

现在，整形技术成熟度越来越高，丰胸、隆鼻、割双眼皮、削骨瘦脸、除皱拉皮去眼袋、抽脂、丰唇、开眼角

等都是常见整形项目。10 年前，整形人群中 40～50 岁的多一点，近些年呈现出整形群体年轻化趋势，18～25

岁的人成为主要人群，95%都是女性。随着国人收入的提高，原来只是演艺圈或者少部分“成功人士”能消费的

各种整容、微整形，现在工薪族也能去尝试，越来越平民化了。

针对大学生经济尚未独立的特点，整形机构联合一些金融平台推出分期付款等专项业务，缓解了大学生整

形的经济压力。“以貌取人”的社会心态与追名逐利的商业资本一拍即合，“整形热”的虚火便越烧越旺。

大三女生小张想在业余时间找一份兼职，由于自己眼睛小，在找工作时想给招聘单位留下好的印象，去整

形医院做了一个开眼角的手术。在整形顾问的大力推荐下，又做了隆鼻整形项目，小张觉得整形效果挺好，想

让自己更美，于是又 3 次贷款做了其他整形项目。为了还债，她先后多次通过贷款公司办理贷款，希望以贷还

贷，结果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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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 X 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年轻人如此强烈地执着于整形，迎合了职场上那种“看脸”的庸俗文化。甚

至有好多女生整形就是为了一个男生，或者抱着“逆袭”的想法，这背后都藏着一种一蹴而就，不劳而获的功

利动机。还有的人一味模仿明星，看到某明星鼻子上有颗痣，就往自己鼻子上加痣，这种做法更是盲目而愚蠢。

应让他们了解，最终获得职业发展还是要靠自身能力，而不是容貌。

材料三

2017 年 4 月，第一家丧茶实体店开张营业，短短半年时间，丧茶在全国已经拥有了十几家门店。“一家哭

着做茶的丧茶店，干了这杯小确丧”是丧茶向初次进店的顾客做的自我介绍。

据茶店老板介绍说，经营“丧茶”的创意来源于“喜茶”，当时是单纯抱着玩一玩的心态，“可能就是一

阵热，很快就过去了”，有一款茶叫“混吃等死奶绿”，店员会提前告知顾客，这款茶不会很好喝，尽管如此，

这款茶依然稳坐销售冠军宝座。进店的顾客其实并不关心茶本身的口感，茶的本意已经被尽可能削弱，“丧”

的概念被无限放大。“我们做的不是茶饮，是情绪消费。”

就在丧茶快速走红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给自己贴上“丧”的标签。丧文化也成了一种流行的文

化现象。对于“什么是丧文化”，百度上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一些 90 后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目标和希

望，陷入颓废和绝望的泥沼而难以自拔，他们丧失心智，蹒跚而行，没有情感，没有意识，没有约束，成了只

能麻木生存下去的行尸走肉。

丧文化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很多人认为，丧文化体现的是年轻人一种消极的、绝望的心态和生活方

式。在这种状态下，人不想工作、漫无目的、情绪低迷、欲望低下，只想麻木不仁地活下去。

网友小田则认为，很多自称丧的人“态度和行为不一致。”他们表面上看是带有消极的、有点厌世、颓废

和轻松、自嘲的混杂味道，但仔细审视，你会发现，他们心里更期待有向上精神的身份符号和标识。

在心理学家 L 看来，丧文化不是青年的自我放逐，而是他们出于人性的自赎策略，对于那些完成不了的目

标，他们没有盲目追逐，而是选择了一种“不强求”的姿态，自嘲背后是遵从内心与自我和解的勇气，这背后

折射的是当前人们生活和精神双重压力的社会现实。虽然美与丑都是审美对象，但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把美

和丑看作是相对立的概念，认为美是和谐，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必然与自由、内容与形式以及形式中诸

元素之间的协调一致。反之，丑则是不和谐，反和谐，是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对立

和冲突。美能直接取悦感官，取得快感与愉悦，美停留在感性，丑则刺痛感官，引起人的痛感与不适，丑需要

更多的思想，理智的介入。从这个层面说，作为审美对象，丑比美更深刻。

材料四

“污”，字典里解释为“脏”。然而，在当下的网络流行文化里，“污”竟然和“脏”划清了界限，衍生

出了一种所谓的“污文化”。

“污文化”以粗鄙化，极致性的特征，进行着情感的宣泄和极端观点的表达，一些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微信

公众号、每集播放量都过亿的网络综艺，线上人数上百万的直播，将这些“污力十足”、含有粗口的语言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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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超高的能量级散布出去，一时间，朋友圈里动不动就是“污力滔滔”，谁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粘“污”的言

论，图片或者视频，总会得到众多追捧，“污”仿佛成为一件令人沾沾自喜的事情，充斥整个网络空间，甚至

逆向输出到传统媒体的舆论场中。

“污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因此，W 市文化局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共 32 人，在文化局 311 会议室召

开了一场题为“审视‘污文化’”的座谈会。座谈会由局宣教科高科长主持。以下是座谈情况：

高科长：现在网络流行“污文化”，流行到什么程度呢?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 2005 人进行了一项在

线调查，结果显示，53.7％的受访者偶尔使用“污”的词语或语言；9.6％的受访者经常使用； 47.8％的受访

者觉得身边“污”的人挺多，请大家从自身的感受、体验、专业等角度出发，畅所欲言，谈一谈我们应该如何

审视和对待这种文化现象，从而了解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理和审美需求。

某高校学生：我觉得“污文化”其实也不算污，稍有带点黄色，带点幽默，同学之间逗逗趣，过过嘴瘾，

大家也不会当真，反倒增进了沟通和交流，我觉得很好啊！我是学中文专业的，从我的专业角度看，段子手在

段子中释放的语言智慧和创造力将一个个荤段子说得很吸引人，让人浮想联翩，很有想像力！

某企业员工赞同道：对啊，对啊!我觉得污段子可称得上是社交利器，现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每天阅读的信

息很多，感兴趣的也大不相同，同事们一起聊天，话题众口难调，但是有了污段子就不一样了，它让每个人都

能哈哈大笑，有接话题的能力。下班回家看看污视频，一天的疲累和烦心事也化解掉了，我每天都看。

某高校教师：我不太同意你们的说法!要是想放松，可以有很多好的方式，比如听音乐、聊天、看电影，为

什么一定要用污段子、污视频呢? 我是教师，年轻人的审美能力有限，我很担心年轻人沉浸在挑战公序良俗、

贬损人的尊严，罔顾道德行为的“污文化”里，会失去正确的价值观。

某报社记者：这位老师的担心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在“污文化”里还有一个元素您可能忽略了，就是批

判功能。很多污段子是针对社会上的负面现象编撰的，披露社会不公平、不公正、不阳光的一面。我采访过一

些人，其中大多数人还是能看到这一点的。

某机关公务员：我同意刚才那位老师的观点，高科长提到的那个数据我也看了，其中一个数据高科长没提

到，就是 84.9％的受访者觉得“污文化”会给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可见，“污文化”尤其不适合价值观还不

成熟的青少年，学校，传媒，文化部门要起到教育，引导和管理的作用。

某美学研究者：我们课题组研究发现，现在“污文化”流行的背后，实际上有商业的，经济的利益在推动。

他们不以丑为丑，不以羞为羞，不以耻为耻，极尽搞怪，出格乃至低俗之能事，是为了夺人眼球和点击量，然

后获得区大的经济效益回报，在审美趣味上，“污文化”从人的物质欲望出发，尽力去迎合一些低级趣味，刺

激并满足人的浅层需求，这种文化趣味会驱使人们走向自我的卑琐，走向趣味的低下，构成我们当下一种非常

不健康，不文明的社会文化语境，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我觉得“污文化”展示和渲染的是人性与人情中

的陋习、丑态，以提供生理性的快感为满足，更擅长将人物化或动物化，迎合了当今社会一部分人的某些需求，

更容易被他们理解和接受。“污文化”实际是审丑范畴，对丑的表现进行批判，要看到它的合理性，不能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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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打死，也不能不知丑，要有透过丑审视美的意识和能力。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半小时，高科长说：“今天的会真正做到了各抒己见，也达到了我们开这个座谈

会的目的，大家的发言为我们认识和对待‘污文化’提供了清晰的思路。非常感谢大家！”

材料五

随着自带草根属性的网络语言和文化逐渐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污文化”在网络综艺，网红主播，

自媒体的推动下，似乎有种“叫板”主流文化的气势，原以为会被“主流”“大众”轻易讨伐的“污文化”，

不仅未被“覆盖”“碾压”，还快速地攻占了人们的日常空间，游弋于低俗底线之上，当一个陌生的面孔通过

惊世骇俗的言行一夜爆红时，当脱离优美词曲的一首歌曲，只要足够粗糙怪异，就可以提升发行量和收视率时，

当“瘦即是美”的畸形审美观大行其道时，人们不禁惊呼“到底什么是美？”著名作家冯骥才感叹道：“中华

民族的审美，现在是低谷，充满了乱象！”

《2017 中国人时尚生活审美报告》相关数据显示，超过 50%的 95 后认为不知道该如何提高审美品味。对此，

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大声疾呼：美育是一种刚需，为美而献身，比为面包而活着更加幸福！近年来，中央电视

台等媒体相继推出了《十三五之歌》，《厉害了，我们的 2016 年》等一系列精品时政类短视频，以强大的内容

资源优势，专业精细的技术水准，引导国人价值观，审美观的正向发展。

材料六

上海市某儿童画展，一位小朋友的作品上有一个洞，评审们好奇地问，这是不是一幅破损的作品？小朋友

说，这是进入世外桃源的入口。孩子的答案，耐人寻味。如何擦亮发现美的眼睛，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去回答的

课题。

著名作家宗白华回忆自己年轻时酷爱自然，常常在山水间徜徉幻想。尚未写诗的年龄，心中却已充满了诗

境。他说，：“纯真的刻骨的爱和自然的深静的美在我的生命情绪中结成一个长期的微妙的音奏，伴着月下的

凝思，黄昏的远想。”

审美能力是从长期的美感熏陶中培养和孕化出来的。倘若一个人的心灵和境界，没有受到美的熏陶和启示，

没有保留住一片审美的心灵净土，任何美的种子播下，也不会生根发芽。倘若没有审美的心境，也就一定不可

能具备成就大学问和大事业的胸襟和气象。在物质供应日益丰沛、精神问题突显的现代社会，审美能力将发挥

越来越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每一个人都拥有发掘美好的眼睛与心灵，拥有完善的性格，更富情趣的

人生和更高的精神境界，不仅是个人之福，也是国家之幸！

二、作答要求

问题一、根据给定资料 1、2，概括当前年轻人热衷整形的主要原因。（20 分）

要求：内容全面，观点明确，条理明确，不超过 200 字。

问题二、给定资料 3提到，“作为审美对象，丑比美更深刻。”请结合给定资料 3、4，对于这一观点进行

分析。（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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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分析透彻，观点明确，条理明确，不超过 250 字。

问题三、假设你是 W市文化局宣教科的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 4，整理一份“审视‘污文化’座谈会

情况汇报”，供领导参阅。（25 分）

要求：内容全面，条理清晰，语言简洁，不超过 500 字。

问题四、给定资料 6提到“审美能力是从长期的美感熏陶中培养和孕化出来的。”请从给定资料出发，结

合实际，以“美育”为话题，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40 分）

要求：1.观点明确，内容丰富，结构清晰，论证合理，语言准确流畅；

2.符合文体要求，不可写成对策文；

3.不少于 800 字。

参考答案

问题一、根据给定资料 1、2，概括当前年轻人热衷整形的主要原因。（20 分）

要求：内容全面，观点明确，条理明确，不超过 200 字。

答：1.提升魅力和气质，吸引异性，模仿明星。

2.年轻人存在一蹴而就、不劳而获的功利动机，希望通过整形满足求职需要，迎合职场以貌取人的庸俗文

化，为未来投资。

3.外貌作为社会资本的分量提升，整形不再引起道德争议，压力变小。

4.整形技术成熟，项目增多。

5.国人收入提高，整形平民化。

6.整形机构联合金融平台推出分期付款等专项业务，缓解整形经济压力。

问题二、给定资料 3 提到，“作为审美对象，丑比美更深刻。”请结合给定资料 3、4，对于这一观点进行

分析。（15 分）

要求：分析透彻，观点明确，条理明确，不超过 250 字。

答：1.美是和谐、协调，是感性的，丑是对立、冲突，会引起理智和思想，更能反映社会现实和心理需求。

丧文化看似自我放逐，实则是自我救赎，折射了生活与精神压力；污文化促进社交和沟通交流，批判社会。

2.丑有粗鄙化、极致性特点，会影响青少年价值观。有些污文化挑战公序良俗，贬损人的尊严，枉顾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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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其从物质欲望出发，迎合浅层需求的低级文化趣味会使人自我卑锁，败坏社会文化语境。因此，要加强

教育、引导和管理，提高透过丑审视美的意识和能力。

问题三、假设你是 W 市文化局宣教科的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 4，整理一份“审视‘污文化’座谈会

情况汇报”，供领导参阅。（25 分）

要求：内容全面，条理清晰，语言简洁，不超过 500 字。

答：

关于审视“污文化”座谈会的情况汇报

“污文化”是在网络平台中以粗鄙化、极致性为特征，宣泄情感和表达极端观点的文化现象。当前“污文

化”广受追捧，充斥于整个网络。为了能正确审视和对待“污文化”，了解人们的心理和审美需求，我局特邀

社会各界人士，召开本次座谈会，讨论重点在于：

一、如何审视

其有合理之处：1.能增进沟通与交流，释放语言智慧、创造力、想象力和吸引力。2.能化解烦心事、疲惫，

放松自我。3.具有批判功能，属于审丑范畴，批判丑的表现，披露社会不公、负面现象。

但也存在消极之处：1.冲击了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的正确价值观。2.受经济利益驱动，刺激人的浅层需求，

驱使人们走向自我的卑琐、趣味的低下，污染健康、文明的社会文化语境。

二、如何对待

我们需辩证看待“污文化”，要增强通过丑审视美的意识和能力。同时，各学校、传媒、文化部门要起到

教育、引导和管理的作用。

问题四、给定资料 6 提到“审美能力是从长期的美感熏陶中培养和孕化出来的。”请从给定资料出发，结

合实际，以“美育”为话题，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40 分）

要求：1.观点明确，内容丰富，结构清晰，论证合理，语言准确流畅；

2.符合文体要求，不可写成对策文；

3.不少于 800 字。

答：

美育的价值

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好的事物总是被人追逐，只是每个人对于“美”的界定并非是一致的、

统一的。温柔、善良、热情是美，美貌、艳丽、多彩是美，洒脱、自我、解放也是美。对于美，似乎从未有一

个完全的定义，而同时，很多事物也正是美与丑的统一。正因如此，我们就更应让人们从美好事物中熏陶、培

养、孕化出对美的感知和辨别能力，让人们学会分辨美丑。也只有这样的“美育”，才能让人美化心灵、提升

境界、成就事业，进而让整个社会都有着正确的审美观，并充满“美”的气息，从而实现“美育”的价值。

人们只有受到美的熏陶，才能保留心灵的一片净土，进而成就自己的学问、事业，实现人生价值。对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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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来说，淡定的心态、完善的性格、丰富的学识，因其能带给我们安定、快乐、充实的感觉，所以都应是我们

追求的“美”。也只有受到这些“美的熏陶”，才能做到心态平和、心灵纯净，才能更好的做到认清自我、目

标专一、脚踏实地，才能让我们避开“小聪明”，成就自己的事业、塑造最好的自己。反之，倘若每个人一味

单纯地追求外在形象美——虽然这未必是“错”，但也总会给人们一种能够不劳而获、一蹴而就的虚假期待，

从而让人虚荣、懈怠、迷失。因此，美育的价值，不应只是带来外在的视觉享受，更应带来一种成功的人生。

如果每个人都能通过美的熏陶，树立正确的审美观，那么全社会的价值观便都能是积极的、向上的，这也

是我们的社会之福、国家之幸。社会是复杂的、多样的，是富有热情的，也是充满诱惑的。也正因如此，我们

从“丧文化”中既看到了消极的心态和生活方式，也看到了缓解压力、自我救赎的意义；从“污文化”中既看

到了低级趣味、贬损尊严的缺陷，也看到了增进沟通、披露社会现实的价值。如果我们都能够用“发现美的眼

睛”，让“丧文化”纯粹的成为我们缓解压力的方式，让“污文化”带来的快乐不再以低级娱乐和贬损尊严为

代价，那么我们的社会便会是阳光的，我们的国家更是幸运的。

但如今，我们受到的美的熏陶明显是不够的，我们的审美充满了乱象。既有认为“整容是美”的奇怪现象，

也有认为“粗糙怪异是美”的畸形心态。因此，美育早已成为了一种刚需。我们既需要权威媒体的大力支持，

也需要文艺工作者的不遗余力，当然，更需要通过教育，从娃娃抓起，保护好孩子们发现美的眼睛。

美，既然是我们所有人的最爱，那我们自然就要在“美育”的路上保有足够的耐心，同时去感受、去领悟、去

追求其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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