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6月 19日上午福建省面试真题解析 

1.教育部日前下发通知，规定凡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举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

严禁发布含有限定 985、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你怎么看？。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现象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严禁发布含有限定 985、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 

【思维引导】 

四步走：扣题-分析-对策-升华 

首先点明这则通知的实质就是严禁招聘歧视吗，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即这个通知的内容

是值得我们肯定的，然后从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公正平等的理念、增强了毕业生的就业

信心，并为为扭转社会风气开了一个好头，最后那个强调一下招聘中的歧视现象不能仅仅依

靠教育部门的通知。 

【参考解析】 

近日教育部发布的这则通知实质上就是严禁招聘歧视，给毕业生就业提供更大帮助，这

个通知的内容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第一，教育部的这个规定体现了教育部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公正平等的理念，作为教育部

门最关的当属学生的切身利益，当下的毕业季，教育部能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严厉打击这些

招聘歧视现象，不仅真正解决了学生们的实际问题，也体现出了政府部门对毕业生的关心。

同时剔除对学历的歧视，本身也体现了教育的客观公正的理念。 

第二，对毕业生来说，教育部的这一通知好似一针强心剂，增强了他们的就业信心。面

对最难毕业季，面对滚滚就业大军，毕业生们本身已经身心疲惫，无奈在就业道路之上还有

这样那样的歧视规定，尤其是重点大学的门槛设置，更加打击了毕业生的就业自信心，教育

部的这一通知无疑让各种招聘更加公平，为更多毕业生打开了就业之路，进而提高了毕业生

的就业信心。 

第三，对社会来说，教育部的这一通知无疑为扭转社会风气开了一个好头。现在不仅仅

是毕业生就业招聘，很多工作，乃至生活中都对学历的歧视之风愈演愈烈。惟重点是论思想

泛滥，如今教育部作为政府部门以明确的形式禁止了这种现象，不论对教育领域本身还是社

会的各方面都将产生一种敲山震虎的警示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消除就业招聘中的歧视现象不能仅仅依靠教育部的通知，也不能仅仅

局限于消除学历歧视一个方面，整个社会特别是企业都应当从观念上根除各种歧视思想，毕

业生自己也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相关的政府机构也应当制定一套完整的就业指导制度。

从个人，企业到国家三方联动才能保证真正消除招聘歧视现象，缓解就业压力。 

【思维盲点/误区】 

本题核心关键词是“幸福指标”，要注意审清题目。 

【金句提炼】 

习总书记说道：“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只有真正将这句



 

 

话落实到我们心里，落实到行动上，我们才能真正反映和提高人民的满意度。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扣题之后分析的时候不仅分析影响，还要分析原因。 

个性化答题：在分析完影响之后直接提对策。 

2.所谓的竞赛，不在于结果的输赢胜负，而在于过程中的成长。最大的赢家是输得起的输

家；最大的输家是不择手段的赢家。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观点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竞赛、在于过程中的成长、最大的赢家是输得起的输家、最大的输家是不择手段的赢家 

【思维引导】 

三步走：就话论话-就话论理-就话论人 

首先点破这句话强调的是我们在成功的道路上要选择合适的方法，保持良好的心态。然

后从不择手段、患得患失的人是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的和导致遭受一些挫折和困难时就一蹶

不振这正反两个方面去进行论证，最后联系实际，告诉人们在选择恰当的成功方法的同时，

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正确看待前进中的失败。 

【参考解析】 

这句话说的是我们在成功的道路上要选择合适的方法，保持良好的心态。这句话给了我

们很好的启示意义： 

不择手段，患得患失的人是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的。改革开放之后，面对各种西方思潮

的冲击，许多年轻人变得浮躁不安，他们摒弃了以往踏实务实的作风，急功近利，不择手段，

伤害了别人，更伤害了自己。“凤姐”，“干露露”等社会审丑现象的频繁出现，到前段时间

见一个农家女花费 40 万包装自己上星光大道，这些现象无不令人嘘唏。同时作为当今支柱

的 80 后面对激烈的竞争，难免会患得患失，导致遭受一些挫折和困难时就一蹶不振，前北

京奥运会游泳冠军张琳曾经在北京奥运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是在荣誉之后变得患得患失，

再也找不回奥运会中的状态，最终选择早早退役。以上种种事例无一不在说明在成功的道路

上我们应当选择正确的方式，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不断的充实自己，同时保持良好的心态，

笑对人生的各种得失，才能最终笑到最后。 

生活当中我们首先要选择恰当的成功方法，不断的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各项素质，保

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习总书记说过：打铁还需自己身硬。面对现在严峻的就业压力如何

获得一份心仪的工作，有些人选择投机取巧，通过找关系，讲背景，但是更多的年轻人是通

过在校期间不断充实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事件经验。也许刚走出校门

那些有背景，有关系的人确实能比较快的找到工作，但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正能被

社会所容纳的只有那些自身本领过硬的人。同时，我们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正确看待前进

中的失败，戒骄戒躁，保持一个平静淡泊的心。在生活中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我们要保

持自信，切忌妄自菲薄，固步自封；面对生活中的成绩和荣誉，也要保持谦逊，切忌骄傲自

满，狂妄自大。 

步往成功的道路上只有胜不骄败不馁，难得起放得下，勤奋踏实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笑傲

职场，笑傲人生。 



 

 

【思维盲点/误区】 

两句话说的比较啰嗦，很容易抓不住重点和主线，从而使审题出现偏差。 

【金句提炼】 

也许刚走出校门那些有背景，有关系的人确实能比较快的找到工作，但是路遥知马力日

久见人心，真正能被社会所容纳的只有那些自身本领过硬的人。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解释这句话，然后去进行论证，最后去总结。 

个性化答题：在论证之后分两方面，去具体谈我们该怎么践行，从而使联系实际更具启

发意义。 

3.县里要建青少年活动中心，但是县财政紧张，想通过捐款活动筹款，领导让你调查下群

众对于捐款活动的态度，你怎么保证信息有效？ 

【题型判定】 

组织管理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建青少年活动中心、通过捐款活动筹款、调查下群众对于捐款活动的态度 

【思维引导】 

四步走：目的意义—计划组织—协调控制—总结提升 

首先表明建设青少年中心的好处及收款对见活动中心的必要性，然后从了解情况、确定

调查内容、调查对象。调查方式、争取对象的支持与配合以及过程中协调控制和最后的数据

分析来组织。 

【参考解析】 

建设青少年中心既可以丰富青少年的课余生活，又能体现出政府对青少年工作的重视度，

对建设中心筹款态度的调查能帮助青少年活动中心的顺利建设，意义重大，我一定会全力以

赴，圆满的完成调查任务。为了保证信息的有效性，我会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调查： 

第一，我会向领导请示，了解本次调查的精神和内容。同时向老同志请教，集思广益。

针对是否支持建设青少年互动中心，是否愿意捐赠青少年活动中心，对青少年活动中心建设

项目的建议等方面展开调查。 

第二，针对相关负责部门人员，适龄青少年极其家长，特别是一些企业家，采用明察和

暗访两种调查方式。明察采取问卷调查，网络调查，入户走访的形式。暗访由工作人员深入

社区及时了解第一手资料。 

第三，调查前还要深入到各个社区，取得社区居委的会支持，便于调查。并在调查前对

调查人员进行相应的培训，明确调查任务，调查的注意事项等。同时将时间地点和预算上报

给领导。 

第四，我会做好组织协调和沟通工作，及时和各个调查人员保持联系，做到各司其职，

责任落实。暗访要注意采用匿名的方式，保护被调查人员的隐私，保证信息的多样性和真实

性。 

最后，我会采用专业软件和专家分析两种方式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和汇总，并形成调查

报告。饼子调查结束后我将相关数据和建议总结汇总上报给领导，以供领导决策之用。 

【思维盲点/误区】 



 

 

忽略问题问的是怎么保证信息的有效性，而不是一般的调查活动的组织，答题没有终点

解决数据的真实性问题。 

【金句提炼】 

明察采取问卷调查，网络调查，入户走访的形式。暗访由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及时了解第

一手资料。。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当成一般的调查活动的组织，事无巨细，重点不突出。 

个性化答题：针对保证数据的真实性，有针对性地谈如何组织。 

4.从地震灾区救回的初中生，情绪激动，想回去参与救援，你如何阻止他回去？ 

【题型判定】 

应急应变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地震灾区救回的初中生、情绪激动、想回去参与救援、如何阻止 

【思维引导】 

四步走：分析情况-确定任务-解决问题-总结提升 

首先，分析这位中学生再回去救援的影响，然后从对精神肯定但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导致以行的对她进行劝诫和引导，最后对此进行善后和总结。 

【参考解析】 

刚刚脱离危险的中学生，身体虚弱，并且年纪较小参与救援不仅不能起到帮忙的作用，

反而会再次遇到危险，增加救援的难度，所以我应该耐心冷静的与他交流，打消他的念头： 

第一，我要对他的助人精神表示肯定。刚从灾区中被被救出，本身就经历了身体和精神

上的创伤，但是仍然心系灾区，其奉献精神令人感动，也值得肯定。说明这名学生本身就是

一名热血，上进的新时代青年，我要对他的精神表示肯定，并对他要去灾区的帮助表示感谢。 

第二，告诉他现在他刚刚脱离危险，身上还有伤，应当及时的接受医生的治疗，这时进

入灾区会家中他身上的伤情，常时间下去对他的生命健康造成影响，这样对于会辜负刚刚救

他的人的一番好意。 

第三，让他明白他现在刚刚脱离险境，作为一名未成年人，应当及时和家里的亲人取得

联系，让家里放心，再入震区又会让家人担惊受怕，造成父母的思想负担。 

第四，从实际情况来说，地震灾区情况复杂，余震不断，在灾区救援本身危险性就很大。

而且地震救灾也需要有专业的救灾知识，他贸然进入很可能不仅不能起到帮助的作用，反而

会让自己再次置身险情之中，再次给救援人员带来负担。 

最后我会再次对这名学生的助人精神表示敬佩和感谢，相信听过我的耐心劝导他也会去

安全地带接受治疗，放弃这种打算，我会让专门人员将他离带灾区及时远离险境。同时对他

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 

【思维盲点/误区】 

问的是如何阻止，目的非常明确，不能按照一般的怎么办来进行回答。 

【金句提炼】 

刚从灾区中被被救出，本身就经历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但是仍然心系灾区，其奉献

精神令人感动，也值得肯定。说明这名学生本身就是一名热血，上进的新时代青年，我要对



 

 

他的精神表示肯定，并对他要去灾区的帮助表示感谢。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按照一般的怎么办分清情况解决，甚至还假设劝不了的情况。 

个性化思路：所有的回答均指向阻止他前往灾区，从而更符合设问对我们的要求。 

 

 

2013 年 6月 19日下午福建省面试真题解析 

1.某市出台相关政策，取消全部占道报刊亭，限期将所有报刊杂志转为进店经营，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你怎么看？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现象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将所有报刊杂志转为进店经营 

【思维引导】 

四步走：扣题-分析-对策-升华 

首先点明书报是知识获得的重要途径，并分析这么做的利弊，之后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最后引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进行总结升华。 

【参考解析】 

知识就是力量，书报是我们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某市拆掉分散的报刊亭重建统一报刊

亭，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强对报刊亭的统一管理，避免行政资源的浪费，但是这种做法的

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对报刊亭的经营者来说，通过行政命令拆除报刊亭，会造成报刊经营者的巨大损

失。报刊亭经营者本身就是微利经营，前期的报刊亭建设的投入已经属于他们成本中很大部

分，这样贸然拆除，不仅损失巨大，而且报刊亭融入书店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他们无法再继续

销售书刊，从而对自身生计也造成影响，这样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其次，这种行为也反应出政府制定政策的不科学不民主性。利用行政命令拆除全省的报

刊亭涉及面广，涉及的利益群体众多，没有经过前期的论证和听证，就直接发布行政命令，

毫无顾忌群众利益，这样的政策必定缺乏一定的民主基础，其产生的后期不良影响是难以估

计。 

再次，从社会方面来说，这种政策的出台必将引起社会争议，从而对政府的形象造成影

响，也有损政府的公信力。政府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标杆，理应公正民主，统一建造报刊亭

的行为毕竟对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造成影响，从而破坏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也不便于以后

类似政策的开展。 

因此，对于题目中所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进行进一步的提升和整

改： 

第一，有关部门应当从根本上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应当多多考虑到人民群众在执政中

的地位，在制定有关政策的时候不能过于绝对一刀切，应道多多考虑群众的想法，了解群众



 

 

的意思。 

第二，加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转变职能，对经济领域的事务以引导为主，政

策干预为辅。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应当在制定前通过听证等形式加以论证，并且先

在小范围适应，当效果良好时再加以推广。同时转变职能，下放权力，尊重市场经济价值规

律，坚持市场调节为主。 

习总书记说过：“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都是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我们政府只有在考虑群众利益，群众感受之上制定的政

策才能为人民所接受，为人民所拥护，发挥出真正效果。 

【思维盲点/误区】 

对于这种辩证的现象，谈影响时并不是要利弊均衡，而可以有所侧重。 

【金句提炼】 

习总书记说过：“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都是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我们政府只有在考虑群众利益，群众感受之上制定的政策才

能为人民所接受，为人民所拥护，发挥出真正效果。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扣题之后分析的时候不仅分析影响，还要分析原因。 

个性化答题：在分析完影响之后直接提对策。 

2.很多人说比尔·盖茨的成功是靠机遇。比尔·盖茨说，“有人说我的成功是靠幸运，我承

认有机遇的作用，但是除了机遇，我和艾伦在看到机遇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你是怎

么理解这句话的。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观点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除了机遇，我和艾伦在看到机遇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 

【思维引导】 

三步走：就话论话-就话论理-就话论人 

首先点破这句话强调的是要善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然后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论证发现

机遇，抓住机遇的重要性，最后联系实际，告诉人们怎么样才能发现机遇，抓住机遇。 

【参考解析】 

这句话通过强调比尔盖茨向人们发文他和艾伦看到机遇的时候别人在干什么，告诉我们

要善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 

的确，成功要靠机遇，但是我们也要能发现机遇，抓住机遇。古语云：千里马常有，而

伯乐不常有。就是强调了机遇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没有前期的积累，前期的锻炼，

就不能成为千里马，也不会懂得在机会来临之际抓住机会，更没有一双慧眼在机遇来临之际

认出伯乐。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他们本身能力很强，在工作和学习中也

无非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但是他们往往没有没有注意，或者考虑再三放弃了机会，最终导

致了自身的遗憾。 

因此在生活中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从而发现机遇，抓住机遇。 

第一，做好相应的准备，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业务素养。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



 

 

人，不仅仅说的是在得到机会之后这个人能大放异彩，而且说的是只有这个人时刻在为机会

做准备，他本身的能力已经让他具备了发现机会的“眼光”，所以他能够快人一步分发现机

遇，把握住机遇。比尔盖茨自身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二，当机遇来临之际我们应当果断下手才能抓住机遇。有时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万事

俱备，只欠东风。我们自身已经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就差机遇那临门一脚。但是往往机遇光

临之时我们却犹豫再三，最后痛失良机。这就告诉我们当遇到机遇之时我们要果断，勇敢，

必要时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狄更斯说过：机会不会上门来找，只有人去找机会。我们只有通过增强自身能力做好准

备，眼疾手快，果断的抓住机会才能顺藤而上抓住成功的尾巴。 

【思维盲点/误区】 

观点类题只能讲道理，而不能练习实际谈具体该怎么做。 

【金句提炼】 

狄更斯说过：机会不会上门来找，只有人去找机会。我们只有通过增强自身能力做好准

备，眼疾手快，果断的抓住机会才能顺藤而上抓住成功的尾巴。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揪住这句话进行各种论证，直讲道理而不谈具体践行。 

个性化答题：永不分篇幅讲完道理后，联系实际，谈怎么践行。 

3.近年来社会出现国学热，某大学准备设立国学堂，面向社会招生，校领导让你负责这个

宣传策划，请问你如何开展？ 

【题型判定】 

组织管理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设立国学堂、校领导让你负责这个宣传策划 

【思维引导】 

四步走：目的意义—计划组织—协调控制—总结提升 

首先表明设立国学大讲堂的好处及宣传活动的必要性，然后从了解情况、组建团队并培

训、确定宣传内容和宣传形式、提升宣传效果、做好宣传重点协调控制、自后进行总结几个

方面来组织这次宣传活动。 

【参考解析】 

国学大讲堂有利于弘扬国学文化，推广民族传统，增加我校学生的文化修养，提升我校

的办学内涵。对国学大讲堂进行宣传，能够保证国学大讲堂真正发挥其预期的效果。因此，

对于这项活动的宣传工作，我一定全力以赴，圆满完成任务。 

第一，我会先向领导请示，了解本次活动的主题和精神。我会组建一个宣传团队，详细

介绍本次宣传活动的内容和意义，让他们加以重视。同时，对宣传人员要经过前期的培训，

同时还可以选择一些志愿者，节约经费。 

第二，针对本次国学大讲堂举办的时间、地点、讲课的内容等采用传统媒体宣传和网络

媒体宣传并用，并采取在重点宣传区域贴海报，拉横幅。同时要提前和本地的相关媒体取得

联系，欢迎他们到时前来采访。 

第三，设立国学大讲堂形象大使，可以聘请当地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担任本次活动的形



 

 

象大使，提高宣传的影响力。并且提前准备相应的宣传资料和宣传手册，并将以上这些形成

活动计划，并做好预算，上报给领导。 

第四，我会沟通协调和监督工作，和各个小组保持联系，做到各司其职，责任落实。在

讲座入场前还可以分发相应宣传材料，并且和媒体一起全程拍照摄影。 

宣传活动结束之后，我会将本次活动的图文资料整理之后上传到各个有影响力的网站。

我也会实地走访一些宣传区域，考查宣传效果。最后将本次活动的经验和不足进行总结，汇

报给领导，为下一次活动的树立开展打下基础。 

【思维盲点/误区】 

采用单一的宣传方式，难以保证宣传效果。 

【金句提炼】 

设立国学大讲堂形象大使，可以聘请当地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担任本次活动的形象大使，

提高宣传的影响力。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采用单一宣传形式，无法保证宣传效果。 

个性化答题：采用贴海报、拉横幅、提前和本地的相关媒体取得联系、设立国学大讲堂

形象大使等多种宣传形式，切实保证宣传效果。 

4.小李刚进单位，经常给领导和同事提意见，大家说其工作态度有问题，领导要你去跟小

李沟通，请现场模拟如何展开沟通？ 

【题型判定】 

情景模拟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小李常给领导和同事提意见、大家说其工作态度有问题 

【思维引导】 

三步走：开场白-主体-结束语 

首先，和小李进行简单的寒暄，然后引入到主体部分，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

行的进行劝说，最后进行结尾。 

【参考解析】 

小李，刚从外边回来来了，辛苦了，快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你看看你进单位有点

时间了，咱俩都忙，有段时间没聊天了吧。最近感觉工作上手了吧，很好啊，那说明你工作

有进步啊，你发现了不少问题。你真是个对工作热心的同志，这点对一个新同志来说是难能

可贵的啊！ 

但是小李我发现你刚才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常常用到一个词“我认为”，这说明什么啊，

你刚才说你认为老王老李工作方法有问题，“认为”这个词是不是你的主观想法啊，那句话

怎么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咱们作为新同志在对老同志和领导提意见的时候是不是

应该先仔细的调查一下，再提问题呢，要不没根没据的提出来也没人信服啊。对吧。 

还有啊小李，有句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个道理咱们都懂，但是在

人际交往中，咱们都知道直言不讳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做事，讲

话都要分清场合，而且要讲究语言的艺术性，不仅要提意见，还要用适当的方式，提别人能

接受的意见。我知道你肯定是发现了什么问题才想主动的向大家提出来，出发点都是好的，



 

 

而且我相信有些时候真的是有根有据的，但是为人处世要方中带圆，既要有原则，又要有灵

活性，要不然总是冷冰冰的，直来直去，那样不仅达不到处理问题的效果，反过来还会影响

和同事和领导的关系，反而不利于工作的正确开展，对吧？你看看，你自己都点头了。 

小李，从你进入单位领导就夸过你是个认真热情的好同志，你以前的简历我也看过了，

在校期间都表现的很优秀，你给大家提问题提意见也都是为了工作的顺利开展，是对事不对

人的，但是咱们做什么事都要重调查，讲证据，重艺术，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工作的润滑剂不

是，没事，好好干，人家习总书记不是说了嘛，我们要共产党人，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做

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相信你会将以后的工作做好的，好那你先去忙吧。 

【思维盲点/误区】 

此题为情景模拟，很多考生习惯于按一般的答题思路去进行回答。 

【金句提炼】 

有句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个道理咱们都懂，但是在人际交往中，

咱们都知道直言不讳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按照一般的人际沟通，采用陈述性语言进行回答。 

个性化思路：按照模拟优先法则，直接模拟劝说小李的真实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