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6月 20日上午福建省面试真题解析 

1.为了提倡环境保护，许多城市提倡绿色出行，提倡公交和自行车代步。但出现了机动车

占用自行车道现象，许多市民表示不满意，认为出行不方便。你怎么看？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现象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提倡绿色出行、提倡公交和自行车代步、机动车占用自行车道 

【思维引导】 

四步走：扣题-分析-对策-升华 

首先表明绿色出行的相关背景，并分析其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然后分析以

公交和自行车代步的好处及引发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参考解析】 

随着私家车数量的日益增多，城市的空气质量也不断地下降，这让生活在城市里面的民

众简直是苦不堪言。许多地方的政府为了改善这一现象，纷纷提出了绿色出行的口号。在我

看来，政府的这个做法的出发点是极好的，也顺应了我国可持续发展中倡导环境保护的大潮

流，但是一些具体配套的工作目前还没有做到位，才导致了一个好的口号带来了一些不好的

影响。 

一方面，无论是空气污染，还是可吸入颗粒物的增加，甚至是温室效应，其最主要成因

都指向了城市车辆的废气排放。我们必须严格控制路上行驶车辆的数量，这样既能让空气质

量有所提高，还能为一个城市的交通承载力减压；另一方面，绿色出行号召大家步行、骑自

行车、电动车上班，然而由于缺乏合理的引导和相应的交通管制，一时间这些电动车泛滥于

交通干道上，形成了新一轮的拥堵，造成民众出行更加的不便，这也是有关部门需要警醒的。 

其实，类似事件，不应当一味的要求我们的政府部门去承担所有的责任，而应该民众与

政府互相配合，打好绿色出行的攻坚战。 

第一，政府部门应当加大执法力度，增设交通协管员来管理机动车辆，同时做好交通配

套设施的建设，如在路边多设置几个停放点等； 

第二，每一个出行的市民也应当自觉自律起来，不要闯红灯，不要骑行在机动车道上，

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和市民责任感，这关系到我们整个交通网络的畅通以及公民出行的安全。 

相信在政府到个人的努力之下，绿色出行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能够踏踏实实的实现于

每一天的城市生活之中。 

【思维盲点/误区】 

本题涉及到提倡绿色出行、提倡公交和自行车代步、机动车占用自行车道，切不可以偏

概全，就其中一个来谈。 

【金句提炼】 

类似事件，不应当一味的要求我们的政府部门去承担所有的责任，而应该民众与政府互

相配合，打好绿色出行的攻坚战。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抓住机动车占用自行车道这一个点进行分析，缺乏高度。 

个性化答题：队提倡绿色出行、提倡公交和自行车代步、机动车占用自行车道等方面进

行全面分析，高屋建瓴。 

2.有句话说：“一个人生活中的阴影多半是他本人挡住了太阳光所形成的。”你是如何理解

的？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观点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一个人的阴影多半是他本人挡住了太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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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自己心中的小太阳。然后从和人、企业和国家等几个方

面去进行论证，最后进行呼吁式结尾。 

【参考解析】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太阳，这就是我们能量的集中。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看

到自己心中的小太阳，因为各种负面的情绪犹如天空的乌云一般，遮住了我们看到心中太阳

的心眼。这句话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声振聋发聩的警钟，许多人的失败往往正是由于自己

耽误了自己。 

的确，在我们的一生之中都会经历许多的失败、挫折以及人生的低谷，这些不好的经历

难免会使我们变得消极、自卑、甚至胆怯。于是乎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怀疑未来，对一切的

态度都变得迟疑、不确定，只好固步自封在自己心中阴暗的小角落里，不愿意再去尝试。这

样一来，难以从过去的失败中走出来，去继续奋斗并最终收获成功，迎来人生的蜕变。正如

题目中所言，我们往往被阴影遮住了头顶的阳光，只剩下了黑暗的深渊。 

其实许多时候，不仅仅个人会是这样，国家，企业也总是会如此。无论个人、国家还是

企业，都不应该在阴影里面无休止地沉沦下去。我们的国家虽然经历了很多歌黑暗的时代，

但是我们依然成功地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不断地提

高，以至于现在的我们敢于畅想中国梦。这每一步都走的何其艰辛，每一步都是从黑暗走向

黎明，但我们也始终坚信我们能迎来明天的太阳。我们自己也该是如此。面对失败，我们得

培养自己能够具有充足的逆商，在逆境中始终不言败，屡战屡败却依然敢于屡败屡战，咬紧

牙关冲破每一次障碍。 

今夜虽然阴云密布，但我们仍然应该相信，明天太阳依旧会冉冉升起，我们最强大的力

量，其实就在于我们的内心。 

【思维盲点/误区】 

顺着话的意思进行简单归纳，不能高度提炼作者的观点。 

【金句提炼】 

今夜虽然阴云密布，但我们仍然应该相信，明天太阳依旧会冉冉升起，我们最强大的力

量，其实就在于我们的内心。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结尾的时候生搬硬套，一定联系实际谈实践。 

个性化答题：灵活处理，采用呼吁式，引发情感共鸣。 

3.作为沿海城市，为了保护海洋环境，宣传海洋知识，海洋局决定组织海洋文化“进社区，

进学校”活动，领导将这项工作交给你，你怎么做？ 

【题型判定】 

组织管理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宣传海洋知识、海洋局决定在学校和社区组织宣传 

【思维引导】 

四步走：目的意义—计划组织—协调控制—总结提升 

首先指出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以及本次活动罪域增强大家保护海洋意识的作用，然后从宣

传内容、宣传方式、宣传时间、宣传地点、人员分工以及活动过程中的协调控制几方面来进

行组织，最后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 

【参考解析】 

海洋是我们每个人的家园，保卫海洋，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人类得

以持续延续的重要保证。做好这次海洋保护知识的宣传工作，能够让大家更加近距离的接触

海洋，提高大家对海洋的认识和了解，也增强大家保护海洋的意识。 

第一，本次宣传将主要针对海洋的相关基础知识，海洋污染的现状、保护的紧迫性及保

护的具体措施，采用海洋污染图片展的方式来唤醒大家对于海洋保护的意识。 

第二，我会在周末的上午，在热闹的城市广场，参加的人员是路过的人群和我们的工作

人员，需要准备的物品有图片，画册，宣传传单，小纪念品。活动产生的预算我会并入计划

书中请领导批示，再根据批示进行修改。 

第三，我会把这次活动的参加人员分为机动人员，后勤人员，现场秩序的维护人员，还

有现场讲解员。通过开会，让各部分人员明白各自的职责。 

第四，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如果突降下雨，那么事前我就会准备好挡雨的打雨伞或者

帐篷；有可能参观的民众对宣传内容不明白，那么我会派讲解员现成给参观的民众进行讲解；

有可能路过的民众参与度不高，那么我会在现场安排一些小游戏环节，并送上小纪念品，一

次吸引观众。 

最后，我会认真地做好总结，以备下一次的活动能够组织的更加成功，并且将活动中的

得失向领导汇报。活动中的照片和视频我会通过网络宣传出去，让更多的民众警惕身边的污

染行为，提高海洋保护意识。 

【思维盲点/误区】 

一提到宣传，就想到拉条幅、贴海报等宣传方式，不能够针对本次活动的特点，采取有

针对性的宣传。 

【金句提炼】 

海洋是我们每个人的家园，保卫海洋，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人类得

以持续延续的重要保证。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宣传形式不具有针对性，无法保证宣传效果。 



 

 

个性化答题：采用直观形象、富有感染力的图片展示，来提升大家保护海洋的意识，保

证活动效果。 

4.你作为刚入职不久的新人，在一次研讨会上讨论了一项事宜，而你之前对这个任务进行

了全面认真的思考和调查，于是提出方案，可是你的方案被处长全盘否定，你怎么办？ 

【题型判定】 

人际沟通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研讨会上、你提出方案、被处长全盘否定 

【思维引导】 

四步走：态度-原因-化解-避免 

首先，表明自己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不能带有情绪，应该想法设法解决问题，然后从我自

身、我和领导之间以及领导方面找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化解方法，最后谈以后工作重要避免

类似情况的发生。 

【参考解析】 

在生活中和工作上，难免总会有一些磕磕碰碰和难以解决的局面，譬如这个题目中，我

提出的建议被领导全盘否定，当下我可能会有些许的挫败感，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我必须及时

排解走这些负面的情绪，认真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想方设法的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不断

完善自己的工作思路，在不停的实践之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第一，如果是因为我没有和领导进行主动、及时的沟通，使领导对我的个人能力缺乏客

观充分的认识，而我也无法很快的适应领导的工作思路和方法。那么我会做出自我调整，当

下就要摆正心态虚心接受领导对我意见的评价，之后第一要主动得学习，平时在业余时间能

够主动得学习自己工作中所需要的业务知识，工作时积极向身边的老同事求教。 

第二，如果是因为我个人还没有完全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岗位的要求；那么我会及时地

熟悉工作环境和单位的规章制度，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尽快融入新的环境和新的岗位。 

第三，如果是因为我和领导平时沟通交流不够，是的领导对我的能力还不够了解。那么

我会主动参加单位中的各种活动，努力融入这个单位集体之中，适应同事的工作风格和领导

的工作思路。 

第四，如果是我在沟通时语言不够严谨，没有能够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使领导没有

对此形成清晰的认识。那么我会重新组织自己的语言，在会后向领导重新详细阐述我的方案，

争取领导的支持。 

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努力弥补工作中的不足，成为一个多面手，积极配合好领导完成单

位中的各项任务，让我的工作意见更有参考价值。 

【思维盲点/误区】 

对自己是信任这一身份认识不明确，在原因分析和化解的部分没有体现。 

【金句提炼】 

更加重要的是我必须及时排解走这些负面的情绪，认真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想方设

法的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仅仅抓住我的方案被领导全盘否定这一个点去找原因和化解方法。 



 

 

个性化思路：抓全题干信息，从我是新人、方案被否等多个角度分析原因、化解矛盾。 

 

2013 年 6月 20日下午福建省面试真题解析 

1.从梁思成的故居被维修性拆除到唐僧墓被改建，一些遗迹被拆除引起社会热议，你的看

法。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现象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遗迹被拆除引起社会热议 

【思维引导】 

四步走：扣题-分析-对策-升华 

首先表明这个现象产生的背景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分析这些遗迹的意义以及拆除的危害，

然后提出发展建设和历史遗迹的保护并行不悖的的对策，最后展望未来发展方向。 

【参考解析】 

近几年来，一栋栋设计新颖的大楼拔地而起，有些甚至成为了一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物。

然而，在这背后，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被迫为这场建设让步，消失于滚滚盖楼尘土之中。

许多专家、学者、市民对此议论纷纷，褒贬不一。在我看来，这么个现象，固然有其合理的

一面，但是也有偏颇之处，必须引起我们每个人的重视。 

城市越来越现代化是许多人希望看到的情况，但是一个城市不仅仅只要有光鲜亮丽的外

表就足够，还必须有文化底蕴，因此从梁思成的故居被维修性拆除到唐僧墓被改建，这些遗

迹的逐渐消失损伤的将会是一个城市的元气。 

首先，这些遗迹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历史发展，正是因为这些遗迹的存在，我们才有机会

读懂这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为了一时的发展把这些遗迹拆除，无异于忘记历史，我

们也终会落的被历史遗忘；其次，历史遗迹具有不可再生性，一旦毁灭将会是彻底的消失，

损失巨大；再次，城市没有这些历史遗迹，将会欠缺文化内涵，这不是一栋两栋大楼能够弥

补的。 

城市发展建设和历史遗迹的保护其实并不是相互抵触，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第一，政府应当严格管制，不对房产开发商随意亮绿灯，看到肆意破坏历史遗迹的开发

行为，一定要及时喊停，并处罚； 

第二，房地产开发商的开发行为应当严格遵守相当法律法规，承担起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我们每个人也应当积极投身于这场历史遗迹的保护之中，遇到违规开发的情况及

时向有关部门汇报，或者拍照上传网络利用媒体的力量曝光。 

城市有自己的灵魂，而这灵魂正是透过历史遗迹展现出来。通过各方的努力，我们一定

能够建设出历史与现代共鸣的美好家园。 

【思维盲点/误区】 

容易就前边的梁思成故居被维修性拆除到唐僧墓被改建进行分析，但事实上这些只是个

别的例子，而后边的遗迹被拆除引起社会热议才是分析的真正重点所在。 



 

 

【金句提炼】 

这些遗迹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历史发展，正是因为这些遗迹的存在，我们才有机会读懂这

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为了一时的发展把这些遗迹拆除，无异于忘记历史，我们也终

会落的被历史遗忘。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将个例当重点进行分析。 

个性化答题：注意题干强调的要点，抓住论点进行分析，同时在分析的过程中注意结合

例子进行分析。 

2.一个不懂的欣赏别人的人，永远也不会被别人欣赏，谈谈你的看法。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观点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不懂的欣赏别人的人，也不会被别人欣赏 

【思维引导】 

三步走：就话论话-就话论理-就话论人 

首先就这句话进行解释，表明自己的态度，即此题中的这句话十分的有道理。之后，采

用说理论证，对观点进行论证，并结合国家和百姓，谈对于这一道理的学习和实践，最后进

行呼吁式结尾。 

【参考解析】 

其实现实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每个人也都希望自己的优点能被他人所欣赏，并得

到他人的认可。然而，要想得偿所愿，我们自己就必须先得学会欣赏别人。何谓欣赏，欣赏

就是真心的对别人的优点报以真心实意的肯定和赞同，而不是不屑、妒忌或者阳奉阴违。此

题中的这句话十分的有道理，告诉了我们一个做人的基本道理。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一种真正的

欣赏他人的态度。我们必须得学会欣赏身边的每一个人，这一方面是自我能力和水平不断提

升的需要，学习他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才能使自己更快的成长起来；另一方面是正

确的处理好自己与身边的人关系的需要，因为每个人都打心眼里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正因

为如此，我们在欣赏别人的同时也可以收获好的人际关系和人脉资源。 

其实上到国家，下到小老百姓，都得学会这种善于欣赏他人的处世哲学。国家与国家之

间要学会互相欣赏，彼此学习对方的精华，这样才能大大地缩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

的距离，形成势均力敌、和谐的国际关系，否则极有可能会酿成世界大乱。如当年希特勒就

是因为过分的自大，不但不会欣赏而且极端地鄙视其他的国家和民族，最终他的自大让他犯

下了反人类的罪恶行径；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学会相互配合，学会包容和真

心的欣赏他人，不要因为他人的能力强于自己而只会心生嫉妒丧失理智。欣赏，不仅仅是肯

定了对方，也是平伏自己心中的负面情绪。 

将欣赏上升为一种原则，带入每一天的生活之中，会产生别样的人生。 

【思维盲点/误区】 

观点类的距离论证一定要注意精简而有力，不能只是简单的事例的堆砌。 

【金句提炼】 



 

 

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学会互相欣赏，彼此学习对方的精华，这样才能大大地缩短发展中国

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形成势均力敌、和谐的国际关系，否则极有可能会酿成世界大乱。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运用大量篇幅去进行事例的堆砌，但对于论证效果却无法证。 

个性化答题：保证论述效果，例子精简而有力，突出论点。 

3.学校开展诚信活动，你是学生会的负责人，拟三个主题，就其中一个展开策划。 

【题型判定】 

组织管理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开展诚信活动、拟三个主题、就其中一个展开策划 

【思维引导】 

四步走：目的意义—计划组织—协调控制—总结提升 

首先指出诚信的重要性，然后给出三个活动主题，并指明自己会从哪个主题出发来进行

组织。之后从宣传内容、宣传方式、宣传时间、宣传地点、人员分工以及活动过程中的协调

控制几方面来进行组织，最后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 

【参考解析】 

诚信是中国的传统道德，也是现代人生活工作的基本准绳。做好诚信，才能让自己走的

更远；反之，尽管一时会依靠欺骗获得蝇头小利，终将输掉整个人生。我所想的主题有：我

和诚信有个约会之诚信典范图片展；严于律己，以信待人之演讲比赛；拥抱美丽的诚信人生

之征文活动。我选择的形式是我和诚信有个约会之诚信典范图片展，有利于唤醒大家对于诚

信人物的学习热潮和重视。 

第一，我会搜集一些历年诚信模范人物的照片和事例，了解这些人在公众心目中的位置，

并请专业的设计人员，做成精美的图片，图片上包括这些任务关于诚信的故事以及。 

第二，我会在周末的上午，在热闹的校内广场，向路过的学生展示我们之前准备好的物

品，如图片，画册，宣传传单，小纪念品。活动产生的预算我会并入计划书中请领导批示，

再根据批示进行修改。 

第三，我会把这次活动的参加人员的任务进行分派，由专人负责机动、后勤、现场秩序

的维护以及现场讲解。通过开会，让各部分人员明白各自的职责。 

第四，计划完之后我们会按期开展活动，有可能会突降下雨，那么事前我就会准备好挡

雨的打雨伞或者帐篷；有可能参观的学生对宣传内容不明白，那么我会派讲解员现成给参观

的民众进行讲解；有可能路过的学生参与度不高，那么我会在现场安排一些小游戏环节，并

送上小纪念品，一次吸引观众。 

此次活动之后我会做好总结，以备下一次活动需要，并且将活动中的得失向领导汇报。

活动中的照片和视频我会通过网络宣传出去，让更多的同学重视起自我诚信的培养。 

【思维盲点/误区】 

一提到宣传，就想到拉条幅、贴海报等宣传方式，不能够针对本次活动的特点，采取有

针对性的宣传。 

【金句提炼】 

诚信是中国的传统道德，也是现代人生活工作的基本准绳。做好诚信，才能让自己走的



 

 

更远；反之，尽管一时会依靠欺骗获得蝇头小利，终将输掉整个人生。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宣传形式不具有针对性，无法保证宣传效果。 

个性化答题：采用直观形象、富有感染力的图片展示，来提升大家的诚信意识，保证活

动效果。 

4.你和小李是新同事，你工作能力强，领导老是给你安排任务，而小李没有，他情绪不满，

你怎么做？ 

【题型判定】 

人际沟通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你和小李是新同事、领导老是给你安排任务、小李没有、他情绪不满 

【思维引导】 

四步走：态度-原因-化解-避免 

首先，表明处理和同事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表明处理此事的原则。并从几个方面来分

析原因并提出化解的方法，最后进行避免 

【参考解析】 

在单位工作中，处理好和身边同事的关系十分的重要，与同事关系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

在将来的工作能否顺利的进行以及单位整个集体的团结和稳定。此题中，我因为能力强而被

多分配了任务，引起了小李的不满，我必须在做好我自己工作任务的情况下，尽量去安抚小

李的情绪，以避免情况继续的恶化下去。 

第一，如果是我接到任务后的整个做事过程过于高调，那么我会一如既往的做好自己的

工作，完成领导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低调做人，小心行事。 

第二，如果是我做事的时候只看重结果而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那么我会在工作上积极

向小李请教一些问题，遇到难题多与小李一起商讨对策，表达对其能力的充分肯定，并找机

会向领导建议能否和小李一起执行任务，让小李也有机会提升自己。 

第三，如果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沟通让小李对我的印象不佳，那么我应该找个合适的机会，

寻找一个我们双方都感兴趣的爱好，趁机增强与小李的沟通和交流，让小李能够了解我的人

品，从而改变对我的看法。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更加努力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努力学习专业知识，

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尽自己所能帮助业务能力差一点的同事进步和提高，尽量避免因为自

己分到多的任务而导致身边同事的不快，同时努力寻找和其他同事合作的机会，让同事们认

可我的能力和人品。 

【思维盲点/误区】 

容易转移矛盾为领导和效小李之间，但事实上很多问题都需要从自己身上去找。 

【金句提炼】 

与同事关系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在将来的工作能否顺利的进行以及单位整个集体的团

结和稳定。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解决矛盾泛泛而谈，抓不住矛盾的主线。 



 

 

个性化思路：抓全题干信息，找到矛盾的焦点是我和同事，从而全面分析原因并找到化

解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