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咨询热线：0577-88792929

1

2019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及答案

（地市级）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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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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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开始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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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材料

材料 1

前些年，小张辞去了城里的工作，回家乡的镇上当了一名快递员。下面是他讲的“三农”
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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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快递公司刚进这个镇时，全镇每天收发的包裹只有几十个。到村里送快递，碰

到下雨天，三轮车陷入泥里，经常要下来推车，送完快递回来，鞋子上总会沾上半斤烂泥巴。

那时挺后悔把城里的工作辞了，感觉很失落。

这几年大家的生活水平上去了，网购的人越来越多，我的业务也好了起来。特别是前年，

镇上的快递公司联合农林服务中心、电商协会给大伙上起了包装技术培训课，现在咱这里的

瓜果蔬菜都用上了真空包装、低温保鲜技术，快递公司也更乐意接这种订单。有了销路，家

里种的就不愁卖了。

比如说吧，咱这里的枇杷很有名。以前，乡亲们摘回枇杷后，要乘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

到几十公里外的城里火车站广场叫卖。那时，品质优良的枇杷也卖不上好价钱，有时连本钱

都挣不回来。如今，镇里的枇杷大部分是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的。每到枇杷采摘季，镇里的文

化广场就会成为快递员的临时收揽点，乡亲们排着队邮寄，场面好不热闹。

现在咱镇里的电商差不多有 500 多户了。去年镇里投资建了个农产品电子商务产业园，

把大家拧在一块闯市场，今年镇上的生意就更好了。加上上个月新开的那家快递公司，我们

镇里已经有了 4 家快递公司。

如今大家腰包里有了钱，心气足了。我同事杨大哥这几年靠送快递，摘了帽，主动要求

退出了低保。大伙对生活也讲究了起来，希望村子能漂亮些、路能好走些，闲时有地儿跳跳

舞、下下棋。这不，政府投了很多钱搞建设，镇里几个大的村子，都通上了柏油路，路边插

上了太阳能路灯，现在我们送快递方便多了。镇边上，搞旅游的那个村子，街两旁不仅修了

排水沟、统一摆上了垃圾箱，还把老百姓的房子都整了整，青瓦白墙的，远远看，像画里似

的。

最近从城里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要么像咱一样，做做快递，或者在镇里的企业打打工；

要么回家接班，种点养点啥，通过快递卖出去，不比打工挣得少，还图个自在。原来乡下的

钱往城里跑，现在城里的钱开始喜欢往村子里跑。城里人来我们这投资的越来越多，要么开

工厂、搞农产品加工，要么办民宿、搞乡村旅游。

和刚回来那会儿比，我现在心里踏实多了。上个月和爱人商量，打算承包村西头一块撂

荒的地，再把周边几家的田一起租过来，像村里老李他们一样，也办个家庭农场。我想只要

好好干，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材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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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赵是省派驻村干部，2015 年远赴大山深处的池口村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下面是

他讲的“脱贫攻坚” 故事：

我从省城出发，颠簸了 10 多个小时，才到了池口村。跳下车，映入眼帘的是光秃秃的

石甸山。村支书老韩招呼我在村口吃了一碗石甸花椒酱面。虽然花椒麻得嘴好久没有感觉，

但是花椒酱独特的鲜香口感让我赞不绝口。老韩在旁边笑着说：“石甸花椒酱可是咱这里的

宝贝。”吃完饭，放下行李，老韩陪着我到村里走了走。刚开始我还挺乐观的，看上去这村

子不穷啊，但是越往村里走，我的心就越凉。村民老左家的房子没有门，房间里没有家具、

家电，屋子的一角堆着一堆杂粮，炕上的被子已经看不出颜色。老左告诉我：池口村地薄、

种粮食收成低，只够糊口。除了种地，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干些啥。现在家里穷，一天只能吃

两顿饭。像他这样的人家，村里还有好几户。

回村部的路上，老韩指着周边的大山说：“我们是守着金娃娃挨穷呀！你看，石甸山上

1000 多亩地，已经荒了十几年了，如果能把这地开发好，起码吃饭就不用愁了。”接下来一

个多月，我挨家挨户到农户家走访，一直在想，贫困地区缺什么？种植、养殖技术老百姓都

会，但是“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怎么能卖出去”，这些问题不解决，村子就难以摆脱贫困。

问题找到了，怎么破题呢？我想到了石甸花椒酱。这十里八村的家家户户都喜欢用花椒制作

花椒酱，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既然本地这么多人吃，是不是能产业化，做成一个产品呢？

同时，制作花椒酱对花椒的需求量特别大，也能带动花椒种植。2015 年当年，我几乎走遍

了省内的大型超市、批发市场，发现和目前市场上的花椒酱不同，我们石甸花椒酱麻辣鲜香、

口感独特，不仅在本地有市场，还有可能借助电商扶贫政策卖到全国去。

有了想法，还要有办法。听说要开发石甸花椒酱，不仅是村民，许多村干部也都不相信。

老韩说：“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咱们可赔不起啊！”为此，我带着村干部不但到周边县区了

解情况，还专程到省食品研究院咨询石甸花椒酱产业化的可行性，请教生产加工、质量检验

以及食品安全等问题，排除了花椒酱存在有害成分和菌群超标的可能性。这次调研，统一了

大家的思想。老韩说：“小赵书记，咱们村干部都认定你了，今后我们跟着你好好干！”2016
年 10 月，当地第一家村集体企业池口农副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挂牌， 村民可以技术入股

或半成品入股。我代表公司与省食品研究院、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签订合作协议，共同

开发、推广石甸花椒酱。2017 年初，第一批石甸花椒酱上市后，短短几天就销售一空，村

民们都乐坏了。仅靠石甸花椒酱一项，去年村集体就实现了 66 万元的收入。

我始终没有忘记老韩说的石甸山，没事就上去转悠，考虑到底该怎么开发。2015 年外

出做市场调研时， 我看到梅花椒价格非常高，就帮着村里申请到“惠农贷款”，买了 1000 棵

树苗，种到山上。现在，石甸山已经种植梅花椒 500 多亩，成为池口村的“绿色银行”。现如

今，我不管到谁家，都留我吃饭，谁家杀鸡或者杀羊，都会想着我。老韩风趣地说：“小赵

书记，你现在是我们这的‘狗不叫干部’，乡亲们的狗见了你不但不叫，还直摇尾巴哩。”

材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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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吴是北方某地宁堡村大学生村官。下面是她讲的“成长”故事：2016 年，我被组织选

派到宁堡村担任村主任助理。那时我觉得自己是大学生，肯定比农民强。村干部和村民们对

我都很客气，但就是不分配活儿给我。那时我最大的活儿就是“看家”，大家出去办事，让我

守在村部。我也不愿闲着，为了证明自己，一开会我就抢着发言，但不管我说得多么激情澎

湃，大家一点反应也没有。第一次下田干活，我就把鞋陷进了泥里，旁边有人说：“这大学

生下地还得跟个提鞋的。”

刚到村里，我看很多事不顺眼，总觉得自己在理，大家做事应该按照我的想法来。村里

核发水田地补偿款，要量土地，村支书认为我是外村人，能一碗水端平，就让我负责这事。

有几个人找我说情，想要皮尺松一点，好多得点补偿。我一点不让，把尺绳拽得紧紧的。结

果一位村民当场质问我：“你个外来人，想干啥？”

第一年年终评议会上，有 4 个人给我投了不合格票。我的委屈突然爆发，回到屋里就哭

了，觉得自己表现挺优秀，关键是我也一直想要给村里干事，怎么还受这气？当时，村支书

跟我讲了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你坚持原则是对的，关键在怎么做。有理还不够，在村

里得想办法跟老百姓把理说通。要把理说通， 首先你得和大家干在一起。”他建议我，每天

到老乡家干农活，一次两个小时。

从那以后，我开始努力学说土方言，走水田地、学农活。每天“服役”两个小时，每次换

一家。手掌上的血泡起了破，破了又起，汗水渍透了衣服。我慢慢感受到了农民的不易，也

理解了“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激情”的含义。一段时间下来，和大家熟络了，

村民们从自家娃娃读啥学校、看病到哪个医院、添置家电买啥牌子，到调解邻里矛盾都愿意

找我帮忙。村里一户人家因为不满征地补偿，不断上访。那段时间，我不时到他们家串门、

唠家常，见他们家生活困难，就帮着申办救济，这户人家深受感动，后来再也没有去闹了。

我还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成功创建本村优质杂粮品牌并打入南方市场，为大家闯出了一条

增收致富的新路。去年，我被市里评为优秀大学生村官。

现在，村里人对我的称呼，也渐渐从“那个大学生”变成了“小吴”。“小吴来了啊！”“小吴

吃了吗？”上了年纪的，则直接叫我“小吴闺女”。我之前不太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体会到这

些关心来之不易后，每次听到心里都暖暖的。

材料 4

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某地市委宣传部组织文艺工作者到基层采风，体验生活。在

活动结束的座谈会上，大家交流了参加此次采风活动的心得体会。以下是部分与会人员的发

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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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我创作历史剧的目的是，用艺术的手法对历史进行重新包装，通过故事唤起人们认

识历史的兴趣。可是，有些作品为迎合当下的“娱乐精神”，将现代元素掺杂进历史，剥离具

体的历史语境肆意发挥。虽然， 让观众看着新鲜稀奇、招人眼目，收到了娱乐效果，但是，

这种混淆现实与历史的做法，牵强附会、哗众取宠，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我正在创作一部反映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作品。如何真实反映时代，塑造时代典型，通

过人物命运变迁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图景，是我常思考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是时代里的人，都

有他的时代性，而追究时代性，就不能没有历史感，正是因为历史才造就了时代。岁月能滋

养人的心性与才华。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到了这个年龄，有了一定的

能力，有责任创作出富有新时代气息的作品来。

乙：我是乡村出来的 80 后。我的文字大多从儿童、女性视角入手，展现基层百姓的生

活状态、普通人家的人生故事。我自己曾以一个乡村媳妇的身份在认真地生活，和乡村里那

些小媳妇一样流汗流泪、上山下田、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后来我进了城，但幼小多病的儿

子只能暂时寄养在婆婆家里，成为“留守儿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注意“留守儿童”，每当

看到他们胆怯而忧郁的目光，我心里就有一种疼痛在撕扯。从此，我有空就往附近村庄跑，

了解情况，搜寻故事，捕捉细节。我的写作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认为，创作不仅要表达自己，还要善于书写他人。如果我们的创作只停留在私人性的

经验上，仅仅满足于自我倾述的需要，那么作品就难以回应时代的提问，体现老百姓的真情

实感。

丙：我写网络小说快十年了，在网上发表了不少作品。我们这一代人，在互联网的影响

中建立和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创作时我总是喜欢把自己投射到一个具体的情景中，在一个

自我编织的虚幻氛围里，想象故事的情节然后记录下来，写成文字。有时需要写一些自己不

熟悉的背景情节，只要坐在家里，上网搜索素材，我就能继续写。

这几年，我在网上写连载赚到了钱，但是没有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感到现在的创作动

力也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了。认真想来，手机、网络这些现代技术方便了创作，加上经济刺激，

造就了我的“高产”。但是技术和金钱，在更深的层面上给创作造成了某种“遮蔽”，让我感受

不到阳光的温度，忘记了创作的初心。

丁：我的新作是脱贫致富的故事。上个月，我走进大山深处的一处村落，才感到生活的

落差太大了。城市经济发达、生活便利，很难想象为了供一个孩子上学，偏远地区的贫穷家

庭要经历什么样的苦难。我感到，只有继续深入下去，进一步了解农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

界，对政策在基层执行有更多角度的观察，才能明白国家精准扶贫是多么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现在我要把以前想象的人物情节全部推翻，重新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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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采风让我感到，多走多看多聊实在太有用处了。“行走”要成为我们文艺工作者的生

活常态，既要行走在书本中，更要行走在现实生活里，依靠“行走”才有可能打破乡间田野和

城市高楼之间的隔阂。

……

主持人：我们组织这次采风活动，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深入基层，到老百姓中间去

走一走，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来反映我们所处的这个新时代。今天大家的发言都很精彩，

也谈到了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特别是，丙使用的“遮蔽”这个词很形象。

如果不能打破这种种“遮蔽”，就拿不出有份量的作品。创作的力量只可能来自于我们脚下的

大地和身边的人民。我们只有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才能创作出那些有时代精神、

有思想深度、有生活温度的故事。

材料 5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关注现实，关注生命，关注生命层次的提升，将“为国利民”
作为至善的人生追求。

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在他 3 岁时，母亲蔡素屏不幸被捕就义，第二年，

父亲彭湃在上海被捕，慷慨赴死。年仅 4 岁的彭士禄成为孤儿，过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饭、

穿百家衣的逃亡生活。1962 年，这位历尽苦难长大的孩子，开始主持我国潜艇核动力装置

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他手里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从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

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1967 年起，他在大西南深山组织建造

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那些日子里，他吃住在阴暗潮湿、毒蛇蚊虫肆虐的工地上，靠着原

始的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验证了核潜艇数不清的数据。1974 年 8 月，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

艘核潜艇正式服役。从投身核潜艇研制到项目解密，隐姓埋名近 30 年，彭士禄始终忘不了

周总理嘱咐他的话：小彭，记住，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要记住你姓彭，是彭

湃的儿子！

苏和被誉为“沙漠愚公”。2004 年，曾任阿拉善盟政协主席的苏和，回到老家额济纳旗，

在大漠中的黑城遗址旁植树造林，那一年他 57 岁。黑城遗址是一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西夏

古城，沙化严重。苏和回忆说，小时候听长辈们讲，这附近林草茂密，胡杨、红柳密得骆驼

进去都找不见，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生态日趋恶化，大片植被枯死，风沙天气越来越多，

额济纳旗甚至成了沙尘暴的策源地。他说：“周围风刮过来的沙子堆得和城墙一样高，眼看

黑城快要被埋掉了。我当时有个想法，黑城不能在我们这辈人手上消失。”10 年间，他种植

的梭木林一点点扩大，达到了 3000 亩。最初在房后种植的两棵胡杨也长成了大树，老人被

太阳和风沙磨砺过的坚毅的脸上刻满皱纹，满是伤痕的大手上，老茧褪了一层又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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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南南阳市镇平县城出发，一路向北，经高丘镇，沿山路盘旋而上，攀至海拔 1600
多米的山顶，再顺山路蜿蜒而下，下到海拔 600 多米的谷底，才能到达张玉滚任教的黑虎庙

小学。这所学校被层层大山包围， 村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上八里、下八里；羊肠道、悬

崖多；还有一个尖顶山。从学校走到镇上，需要 10 多个小时。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当年 21 岁的小伙张玉滚来到这里当小学教师，一直坚持到现在。张玉滚之所以选择留下来，

是因为前任校长吴龙奇的一句话：“玉滚，泥巴砖头垒个灶台，顶多能用个十年八载。咱们

教学生认的每个字，他能用一辈子。你要不来，这个班就开不了课，孩子们就得上山放羊

去。”17 年间，张玉滚教过 500 多名孩子，村里出的大学生从 1 名增加到了 16 名。

阎肃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家，作品影响了几代人。他曾经感慨说：“我没有决定过自己一

生的道路，或者说去想我这一生必须要怎么样。跟着时代的大潮往前走，尽到我所有的力量，

做好我要做的事情。不要去挑生活，让生活来挑你。时代也好、组织也好、环境也好，需要

你做什么事，努力把它做好，对你自己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别人也会觉得快乐。我的

一生作品不少，只要能在老百姓的心里留下一点记号，那我此生无憾。我对我的子女也是这

样的要求，不去安排自己的人生道路，听时代的招呼，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得起这个

时代就够了。”

作答要求

问题一、根据“给定资料 1”，请概括小张家乡出现的新变化。（15 分） 要求：准确全

面，条理清晰。不超过 200 字。

问题二、省里召开扶贫工作座谈会，邀请小赵介绍发展花椒酱产业的经验。根据“给定

资料 2”，请为小赵写一份发言提纲。（20 分）

问题三、根据“给定资料 3”，请分析小吴发生了哪些变化，使得村民们对她的称呼从“那
个大学生”变成了“小吴”。（10 分）

问题四、“给定资料 4”中的座谈会上，主持人说：“如果不能打破这种种‘遮蔽’，就拿不

出有份量的作品。”请谈谈你对“种种‘遮蔽’”的理解。（15 分）

问题五、“给定资料 5”提到“跟着时代的大潮往前走，尽到我所有的力量，做好我要做的

事情”，请深入思考这句话，自选角度，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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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点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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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1000~1200 字。

作答要求

问题一、根据 “ 给定资料 1 1 ” ，请概括小张家乡出现的新变化。（5 15 ） 分） 要

求：准确全面，条理清晰。不超过 0 200 字。

【 审题及答题思路】

根据“给定资料 1”【出现“根据……”一词，提示我们只需阅读资料 1】，请概括小张家

乡出现的新变化

【此题为单一题，作答“变化”这一要素。“变化”从时间轴层面来讲，即与家乡原来的情

况相比，有所不同的地方，可能是新做法，做法带来的影响等，也可能是出现的新现象等】。

要求：

准确【①注意答题时要依据资料，避免主观臆断；②词句表达要尊重原文：优先使用资料里

表述规范的原词原句；但如果原文明显口语化、啰嗦、过于抽象时，需要对其进行概括归纳，

使之更加规范、准确】全面【将资料中“小张家乡”出现的所有“新变化”都提炼出来，不

超字数的前提下尽量多写要点】，条理清晰【分条撰写，标清序号】。不超过 200 字。

【参考答案】

1.经济发展迅速。网购人数增多，农产品包装和保鲜技术改进，农产品销售接入电商平台，

销路变广；电商和快递公司增多，建设农产品电子商务产业园，初具市场规模。

2.群众生活质量提高。收入增加，生活讲究，有信心、有安全感，群众逐渐脱贫，退出低保。

3.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泊油路和路灯普及，修建了排水沟，统一垃圾箱，房屋得到修缮。

4.返乡人员增多。回乡就业或进行农业电商创业。

5.来乡投资增加。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195 字】

问题二、省里召开扶贫工作座谈会，邀请小赵介绍发展花椒酱产业的经验。根据 “ 给定资

料 2 2 ” ，请为小赵写一份发言提纲。（0 20 分）

要求：

（1）紧扣材料，内容具体；

（2）语言简明，有逻辑性；

（3）不超过 4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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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题及答题思路】

省里召开扶贫工作座谈会，邀请小赵介绍发展花椒酱产业的经验。【主题：发展花椒酱产业。】

根据“给定资料 2”【出现根据一词，只需阅读给定资料 2】，请为小赵写一份发言提纲。

【①“一份发言提纲”量词＋文种的形式提示本题为公文题，而出现“提纲”字样，则说明

本道题不必注重格式。但为以防万一，可以加上标题，标题可以写为：关于发展花椒酱产业

经验的发言提纲。②由“召开扶贫座谈会，介绍发展花椒酱产业的经验”可判断本题的写作

目的为“介绍经验”，也即题目为总结类公文，故作答内容可能是发展花椒酱产业的背景、

问题，发展花椒酱产业的对策、意义等。当然，根据题目要求，本题要介绍的内容可能最重

要的就是对策部分。】（20 分）

要求：

（1）紧扣资料【注意答案要点来源于材料，避免主观臆断】，内容具体【找出与“发展花

椒酱产业”相关的所有内容】；

（2）语言简明【表述言简意赅，尽量使用短语段句作答】，有逻辑性【层次清晰，按照材

料逻辑分层次作答】；

（3）不超过 400 字。

参考答案：

关于发展花椒酱产业经验的发言提纲本地优势：石甸花椒酱是池口村的特产。

存在的问题：池口村经济落后，缺乏创收路径，不能有效利用资源。

一、结合实际，科学规划。1.实地走访，探寻适合贫困地区发展的产业。2.考虑利用本地优

势资源、推动其产业化发展，同时带动周边产业的可行性。3.开展市场调查，确认产品优势，

预估市场前景。二、多方合作，开展创业。1.进行产业可行性及产品安全性调研，统一思想，

坚定信心。2.创办公司，丰富村民入股方式。3.与省级专业研究单位、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平台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发、推广新产品，实现创收。三、因地制宜，持续发展。申请“惠

农贷款”，开发利用本地自然资源，促进经济长远发展。

问题三、根据 “ 给定资料 3 3 ” ，请分析小吴发生了哪些变化，使得村民们对她的称呼

从 “ 那个大学生 ” 变成了 “ 小吴 ” 。（0 10 分）

要求：准确全面，恰当提炼，条理清晰。不超过 200 字。

【审题及答题思路】

三、根据“给定资料 3” 【“根据”可知只需要在资料 3 中找答案】，请分析小吴发生了

哪些变化，使得村民们对她的称呼从“那个大学生”变成了“小吴”。【本题为单一题，主

题围绕小吴，答题结构分析小吴发生的变化，做出的改变，重点答对策，回答出前后不同做

法的对比。】（10 分）

要求：准确全面【尽量用原词原句，保持材料本意；要求要点全面，宁滥勿缺】，恰当提炼

【对材料中比较零散、冗长的内容进行适当概括，提炼出相关要点】，条理清晰【分条陈述，

标清序号】。不超过 200 字。

【参考答案】

1.干群关系上从疏离客气转为亲近群众，感情熟络;由一味坚持原则不讲情理到主动关心、

帮扶群众，保护其合法利益。

2.工作方式上从偏重理论转为重视实践，从不善农活到熟练掌握农技，学说土方言，走水田

地，与老乡共同劳动，吃苦耐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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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认知上从以自我为中心到理解村民，放低姿态，换位思考，体会理解农民不易。

4.工作价值上从被边缘化到主动发挥专业优势，成功创建本土品牌，打入市场，帮助村民增

收致富。

问题四、 “ 给定资料 4 4 ” 中的座谈会上，主持人说： “ 如果不能打破这种种 ‘ 遮

蔽 ’ ，就拿不出有份量的作品。 ” 请谈谈你对 “ 种种 ‘ 遮蔽 ’” 的理解。（5 15

分）

要求：观点明确，紧扣材料，准确全面。不超过 200 字。

【审题及答题思路】

“给定资料 4”中的座谈会上，主持人说：“如果不能打破这种种‘遮蔽’，就拿不出有份

量的作品。”

请谈谈你对“种种‘遮蔽’”的理解。（15 分）【①只有“给定资料 4”中谈到“种种‘遮

蔽’”相关的内容，因此只需要阅读给定资料 4。②谈谈你对……的理解，确定本题为词句

解释题，答题思路为释义-相关要素（综合考虑问题、危害、意义、事例等要素）-对策。③

题干中让我们谈谈对“种种‘遮蔽’”的理解，可知本题需要先解释“种种‘遮蔽’”的内

涵，再去分析其相关要素，题干中出现“打破这种种‘遮蔽’”，说明“遮蔽”为负面词汇，

因此我们要去材料中找寻与之相关的负面要素，如“问题”等要素，最后阐述总结性的对策。】

要求：观点明确【在答案的最前面给出明确的表态，本题为“词句解释题”，保险起见可进

行表态】，紧扣资料【注意答案要点来源于材料，避免主观臆断】，准确全面【优先使用材

料中规范的原词原句，对于材料内啰嗦、口语化的语言进行概括，尊重材料本意；将资料中

与“种种‘遮蔽’”有关的“内涵”、“问题”等要素全部提炼出来，在不超字数的前提下

尽量多写要点】。不超过 200 字。

【参考答案】

种种“遮蔽”是指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亟需解决，具体为：1.混淆现实与历史，牵强附

会、哗众取宠，不尊重历史。迎合“娱乐精神”，掺杂现代元素，剥离历史语境。2.不善于

书写他人，仅停留在私人性的经验上，满足自我倾述。3.过度依靠手机、互联网等技术，注

重金钱。4.靠想象塑造人物情节。不了解现实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对政策在基层执行缺乏

多角度观察。因此，创作要深入基层和群众，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问题五、 “ 给定资料 5 5 ” 提到 “ 跟着时代的大潮往前走，尽到我所有的力量，做

好我要做的事情 ” ，请深入思考这句话，自选角度，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0 40 分）

要求：

（1）观点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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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1000~1200 字。

【审题及答题思路】

“给定资料 5”提到【注意重点阅读资料 5，从中分析提炼出文章写作的重点，为确保全面

也要兼顾其他资料，以免遗漏其他重点】，“跟着时代的大潮往前走，尽到我所有的力量，

做好我要做的事情”，请深入思考这句话【①要注意紧扣题目给定的主题来写文章，不能偏

题。②针对这一主题可以思考的写作角度有：第一，“时代的大潮”、“尽我力量、做好事

情”分别指什么，要注意结合资料指出其内涵、具体表现等；第二，结合资料，分析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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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紧跟时代大潮，尽我力量，做好事情”，可以分析其产生的意义；第三，怎么办，要结

合资料找到相应的对策】，自选角度【常用写作角度：对策、意义、影响、原因等】，联系

实际【结合材料外的论据】，自拟题目【自拟题目时要突出文章主题】，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

（1）观点明确、见解深刻；【观点正确，体现在文章标题、开头、段旨句等显眼位置；除

有观点外，还需要进行论证】

（2）参考“给定资料”，不拘泥于“给定材料”；【一部分论据可以结合材料，选取较好

的素材，但不要整段摘抄，另一部分论据要超越材料，结合自己的知识，围绕论点进行论证】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文章可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思路行文；此外，语

言表达上不要出现语病、错字等】

（4）字数 1000～1200 字。

【参考答案】

做时代的有为之人海德格尔说过，唯从世界中结合自身者，终成一物。时代与人，密不

可分，时代造就我们，我们也在成就这个时代。当下，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生态、

科技、教育、艺术等全面发展的时代大潮面前，把关注现实和生命当作个体价值实现之渠道，

把为国利民当作人生至善之追求，是人生应有之义。因此，我们要怀揣历史使命感，秉持社

会责任感，积极入世，以有涯之生，行顺应时代需求之事；尽己所能，以一己之力，争做

时代的有为之人。紧随时代，砥砺前行，争做时代的有为之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能实现

自我价值，又能惠及他人，推动社会进步。生之为人，当我们积极承担社会使命，主动关注

现实疾苦，以提升人民的生命层次感、幸福感为初心，就能促使我们实现自身价值，解放“小

我”，成就“大我”。君不见，有太多像云南八零后的“白发干部”李忠凯这样的人民公仆，

他们立足新时代，激流勇进，一心为百姓办实事，以个人绵薄之力推进全面小康的建成，小

小举动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君不见，无数新兴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研发新产品，开拓新服务，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他们是勇立时代潮头，创新发展的“弄潮儿”，以

无数创新成果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前进。

然而，时代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多元的时代难题，我们要尽己

所能，不畏险阻，迎难而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从“沙漠

愚公”苏和坚持植树造林，筑起祖国北疆的生态屏障，到“中国核潜艇之父”彭士禄隐姓埋

名 30 年，为中国核动力的研究设计做出开创性工作；从铁人王进喜带领队员“人拉肩扛运

钻机”，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提升粮食产量，他们紧跟时代的召唤，

在各自的岗位上，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一生从未停止过作为的脚步。因此，我们要脚踏实

地，把工作当本分，有一份光就发一份热；我们要把自己融入时代发展的巨轮中，以时代所

需为己任，无惧艰难，一往无前。

除了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外，我们要始终明确自己的目标，勇于担当、不忘初心，

牢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创造出真正的价值。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虽然每个人的社会分工

不同，但都是社会这个巨型机器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是看起来不起眼的基层工作，

也可能会牵动着国家社会的敏感神经。这些年进行的“精准扶贫”“三改一拆”等民生工作，

每一项都是持久战，更是遭遇战，甚至可以说是艰苦卓绝。如果没有“当仁不让”、“心怀

天下”的担当，没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对名利的淡然，哪能迎来最后的胜利。就像祖国乡

村大地上无数不知姓名的基层工作者，把自己融入到基层的土地中、群众中、生活中，才让

更多的群众看到共同富裕的曙光。

曾国藩有云：“坚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无大小，必有所成。”展望未来，我们唯

有志存高远，相信自己大有可为也大有作为，积极在时代大潮中建功立业，成就人生，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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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个人才能，不枉时代青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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