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6月 21日上午福建省面试真题解析 

1.市长热线，有人说好，有人说形象工程。你怎么看？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现象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市长热线 

【思维引导】 

四步走：扣题-分析-对策-升华 

首先结合服务型政府、阳光型政府来表明这个现象产生的背景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分析

开通市长热线带来的好处及导致的问题，然后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最后进行总结。 

【参考解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倡导服务型政府、阳光型政府，在当下实现政府形

象转型，成为了许多地方的行政课题。一些城市开通了市长热线，希望能够更广泛的听取市

民的心声。 

固然，开通市长热线，能够更贴近人民的民生，让民众除了上访外多了一条寻求行政帮

助的渠道，但是，再好的政策若没有切实的执行到位，也只能流于形式。许多人在挂通市长

热线后，只单方面的阐明了自己的意见，却见不到任何回复；有的时候尽管有回复，也都是

千篇一律的谢谢支持，请耐心等待；更有甚者，接起电话的并不是市长本人，或者压根就没

有人接电话。这样的行政作风，让民众又一次被形式主义深深的伤害了，一项好的政策到最

后只换来了民众的又一次不信任。对此，政府和广大民众都应当有所作为。 

第一，政府应当安排专人专岗负责市长热线，做好记录反馈工作，而有关职能部门要积

极的把人民反映的问题处理到位，还得定期公布民众的意见和完成情况。 

第二，广大民众还是需要提起积极性，参与进这项活动中，不要因为暂时的行政不作为

就对市政府完全失去信心。民众应当多多关注，因为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市政工作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发布政令，还应该是细致到群众桌上的一盘菜，公共绿地

上的一棵草。政府只有踏踏实实的将每一次政策都执行到位，才能换来全体市民的支持和配

合。 

【思维盲点/误区】 

容易讲后边的有人认为的部分作为答题的重点，但事实是这个题的重点在于对市长热线

的看法。 

【金句提炼】 

开通市长热线，能够更贴近人民的民生，让民众除了上访外多了一条寻求行政帮助的渠

道，但是，再好的政策若没有切实的执行到位，也只能流于形式。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将有人说当重点，抓不住题干的核心。 

个性化答题：抓住市长热线这个核心，结合有人说的正负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并提出解



 

 

决对策。 

2.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你怎么看。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观点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思维引导】 

三步走：就话论话-就话论理-就话论人 

首先指出这句话告诉我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与国家的繁荣息息相关。之后，采用说理

论证，对观点进行论证，最后结合实际谈谈广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应该怎么做。 

【参考解析】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伟大“中国梦”时，特别强调的八个字，

这八个字蕴含着习金平主席对广大领导干部的期望，同时也告诉我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与

国家的繁荣息息相关，正如顾炎武曾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对于习主席说的这句

话我们应该努力践行。 

党的十八大将我们的未来勾画出了一幅美好的蓝图，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我们要向把伟大的蓝图变成现实，必须要坚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应该坚持“为政贵

在行”的原则在党的领导下多为国家做奉献。我们还必须把心思花在谋改革上，把劲头放在

搞建设上，把精力用在促发展上，特别是广大领导干部在干工作的时候不能停留在思想层面，

而是要多干多做，同时，在干工作的过程中应该要重内容、重行动、重质量，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完成伟大的中国梦。 

当然，空谈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能谈，崇尚实干也不是什么都能干，关键是要理清出什

么是空谈？什么是实干？谈的内容是否有的放矢，是否导向实干紧密相连，是否存在假大空

现象，干的内容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否对民族有利，是否对国家有利。理清之后，该谈的

还得谈，不该干的我们也坚决不能干。 

在当今社会，不同的人不同的职位拥有者不同的权利和应尽的社会责任，“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不仅仅告诫我们广大领导干部应该认真践行，但是也不仅仅局限于广大领导干

部，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也可以将这八个字作为心中的座右铭。努力找准方向实干，杜

绝不好的工作作风，杜绝形式主义。真正的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做出每个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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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将我们的未来勾画出了一幅美好的蓝图，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我们要向把伟大的蓝图变成现实，必须要坚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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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书的这句话，要结合国家和社会去谈，提升答题高度。 

3.六一节给留守儿童送温暖，领导派你组织这次活动，你怎么组织。 

【题型判定】 



 

 

组织管理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六一节给留守儿童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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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一节这个特殊的日子，为孩子们送上一份爱心，能够让留守儿童过一个有意义且难

忘，还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这项工作十分重要，要准备到位。 

第一，慰问活动的形式是这次工作的重点难点，我选择的形式是去留守儿童的家里发放

慰问品。这样不会很张扬，能够将点滴温情渗透进留守儿童心中。 

第二，我会把这次慰问活动安排在周末或者晚上，这样时间充裕；地点安排留守儿童的

家中；参加活动的人有单位的主要领导、随行人员以及留守儿童的家人；需要准备的慰问品

有衣服，书籍，零食；产生的预算我会记录进计划书提交领导批示，并根据领导的批示修改

计划书。 

第三，在慰问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慰问品不够，那么在前期采购时我就会多准备些慰

问品，以备不时之需；有可能出现慰问时留守儿童不在家，那么我会在去之前就挨个约好时

间；有可能出现留守儿童在接受物质慰问时，向单位提出其他要求，那么我会注意好记录，

并且回去上呈领导以期解决。 

最后，我会将本次活动的得失做一份总结，以备下次类似活动的举办。在活动中宣传组

拍来的照片和视频，我会上传网络以扩大这次活动的效果。最后我会向领导汇报整件事情，

让领导有一份全面的了解。 

【思维盲点/误区】 

不确定慰问活动的具体形式，直接进行组织。 

【金句提炼】 

在六一节这个特殊的日子，为孩子们送上一份爱心，能够让留守儿童过一个有意义且难

忘，还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不确定慰问的具体形式，活动组织没有集中指向，无法保证宣传效果。 

个性化答题：确定具体形式，并据此展开有针对性的慰问活动。 

4.在单位里，有位同事同他人的关系都很融洽，唯独对你冷漠，你怎么办？ 

【题型判定】 

人际沟通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同事同他人关系融洽、对你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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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是工作之中的好伙伴，当同事对我态度冷漠的时候，我要能够换位思考，主动去理

解同事的想法，而不是去责难同事或者去找领导打小报告。譬如题目中的这种情况，我必须

理解我的同事，做好自己。 

第一，出现题目中的这种情况，主要原因还在我的身上，可能是因为我沟通不充分，没

有让我的同事直观的了解我的为人和能力；会虚心向同事请教，让他看到我谦卑的姿态。 

第二，可能是因为我平时比较高调，让我的同事对我产生了不好的印象；我会主动找这

位同事商量每次任务的开展计划，寻找二人工作思路的共同点。 

第三，可能是因为我工作起来比较呆板，一是一，二是二，只注重结果而忽略了身边的

人的感受。我会询问同事是否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会好好的帮助他。如此一来，同

事会感受到我的诚意。 

在以后的工作之中，我会认真的做好每一件事情，处理好和每一个人的关系。正所谓路

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的同事也会了解我的为人，在将来的工作中，好好合作，为单位尽

一份绵薄之力。 

【思维盲点/误区】 

当成一般的与同事的矛盾，但要注意题干中说的是唯独对你冷漠，要注意具体的情景。 

【金句提炼】 

同事是工作之中的好伙伴，当同事对我态度冷漠的时候，我要能够换位思考，主动去理

解同事的想法，而不是去责难同事或者去找领导打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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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6月 21日下午福建省公务员考试面试真题解析 

1.有些中学采用外国的教学方式，叫翻转课堂，与传统教学相反，老师布置任务，学生可

以在家自主完成，课堂只作为学生教师的沟通平台，你有什么看法？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现象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翻转课堂、任务学生可以在家自主完成、课堂作为沟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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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这种教学方式的优劣，然后提出



 

 

发展这一教学模式必须做好的配套，最后进行总结。 

【参考解析】 

教育改革是近些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课题，有些中学采用外国的翻转教学方式，

希望能从这方面上开始突破。与传统教学相反，这样的教学方式，能够让学生有更充分的思

考空间，以及自主学习的机会。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许多孩子都还没有形成自主学习的

习惯，贸贸然采取这样的方式教学，过于生硬；而且孩子们在家里学习的任务变重了，时间

变长了，无形中加大了家长在家监督孩子学习的任务量；加之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电脑上网，

对于一些贫困的家庭，在家里学习的硬件设施不够，这些孩子难以完成在家学习的任务。 

教育方式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做好相应的配套才能实施改革。 

首先，学校要做好学生学习思维的引导，培养好他们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再上马这

样的教学新方式， 

其次，学校要对贫困家庭的孩子开放提供上网的教室，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创造一个与普

通孩子相同的学习环境，保障贫困家庭孩子的受教育权利； 

最后，家长也应对家中的电脑进行管理，删除游戏，防止自己的孩子在家利用电脑娱乐

而不是学习。 

从素质教育到现在的教育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改变，而是一个从意识到基础条件长期

发展的过程，我们不能着急于一时，更不能把所有的任务都抛给学校。固然学校有其不可推

卸的责任，但是要想获得这场改革的胜利，只有学校，家长，学生三方一起努力，才能真正

实现转变。 

【思维盲点/误区】 

对于这类题，指出弊端后很多考生习惯于分析原因找对策，但事实上，对于这一类题目

在分析影响之后可以直接提出改对策。 

【金句提炼】 

从素质教育到现在的教育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改变，而是一个从意识到基础条件长期

发展的过程，我们不能着急于一时，更不能把所有的任务都抛给学校。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根据分析的原因来提出对策。 

个性化答题：分析影响后可以直接提出对策。 

2.河流到达目的地是因为敢于突破险阻，同时绕开阻碍，谈谈你的理解？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观点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河流到达目的地是因为敢于突破险阻，同时绕开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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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提出观点——倘若像河流这样勇敢的流出去，那我们就能

经过许多个点，而最终这些点也就串成了一条路。之后，从国家、企业和个人三个方面对这

一观点进行论证，最后再重申观点。 



 

 

【参考解析】 

河流有其自己的方向，然而，无论方向是多么的遥远，河流总能到达目的地。一路上，

有险阻，时而，河流迎难而上，时而又绕道而开。这样的旅程，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启示。其

实，河流就象征着每个人的旅程，每个人对于目的的奋斗过程。许多人总是困惑于究竟该往

哪里走，但是，如果一再只是驻足，那么我们始终只停留在一个点上吗，倘若像河流这样勇

敢的流出去，那我们就能经过许多个点，而最终这些点也就串成了一条路。 

从清朝末期的落后就要挨打，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尽管经历过近乎于毁

灭的打击，却依然在坚持着，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我们一直在做，需

要做下去的还有更多。 

企业也需要坚持，国内企业不乏优秀的企业，却缺乏做得长久尤其是品牌超过三十年的

企业。要像格力华为一样，在某一个领域专注，数十年如一日。在这龙蛇演义的年代，实体

经济的开创者们应当把更多的注意力重新拉回企业发展，而不是去投入越发泡沫的资本运作。 

我们每个人更需要坚持，许多成功人士都是在艰难困苦中获得了人生的华丽蜕变。马云

也好，俞敏洪也罢，都是在不被人们认可和看好的基础上创下了自己的企业王国。既然选择

了远方，我们就不该不管不顾风雨兼程。我们要有迎难而上，克服困难的逆商。 

当然，我们也要有准确判断的情商。有些困难往往不需要鸡蛋碰石头般的死磕，正所谓

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也曾经受过胯下之辱，方励精图治成为一代名帅。做好方向的选择，

适当绕道，能让我们每个人走得更远。坚持是一种态度，但是坚持并不是不加思考的执着。

向水学习，以水为榜样，我们都能到达心中的目的地。 

【思维盲点/误区】 

观点类的举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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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就象征着每个人的旅程，每个人对于目的的奋斗过程。许多人总是困惑于究竟该往

哪里走，但是，如果一再只是驻足，那么我们始终只停留在一个点上吗，倘若像河流这样勇

敢的流出去，那我们就能经过许多个点，而最终这些点也就串成了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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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主体分析，保证论述效果，例子精简而有力，突出论点。 

3.你所在的市与别的市是历史文化名城，要合开一个历史古街保护工作经验的交流座谈会，

领导让你准备发言稿，你如何准备？ 

【题型判定】 

组织管理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历史古街保护工作经验的交流座谈会，写发言稿 

【思维引导】 

四步走：目的意义—计划组织—协调控制—总结提升 

首先指出开展历史古街保护工作的交流座谈会的意义，然后从了解情况、拟定提纲、撰

写修改三个方面去进行准备，最后呈报领导并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参考解析】 

http://www.huatu.com/a/yanjiang/


 

 

开展历史古街保护工作的交流座谈会有利于宏阳城市古街的历史文化，而领导在会上的

发言既是对此次会议的重视，也是我市古街保护经验展示的良好契机。因此，我一定要加大

重视程度，积极做好发言稿的准备工作。具体而言，我会从以下几个阶段入手。 

第一，在着手准备之前，我会先领会领导的意图，了解领导的想法，并做好记录。同时，

我也要有针对性地参考以往类似交流座谈会的领导发言稿件，了解相关的格式和必须涉及的

内容。 

第二，在了解领导意见和发言稿相关形式之后，我会全面收集整理我市在历史古街保护

工作方面的经验，初步拟定一个发言稿的提纲，及时请领导过目和指正。 

第三，在提纲加以完善并最终得到领导肯定之后，我会细心撰写，认真措辞，并耐心检

查，不仅做好写好，写精，还要做到写出新意，更要做到写出彩。既充分体现我市的经验成

果，也充分展现领导的精神风貌。 

发言稿准备完毕后，我也会及时呈交领导，以便领导有时间过目，从在座谈会上发言顺

利、发言精彩。当然我也会结合会场的反响结果总结反思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字写作能

力，做好今后的各项工作。 

【思维盲点/误区】 

发言稿的准备主要是收集材料、拟定提纲和撰写，但是很多考生容易把准备理解的过于

宽泛。 

【金句提炼】 

开展历史古街保护工作的交流座谈会有利于宏阳城市古街的历史文化，而领导在会上的

发言既是对此次会议的重视，也是我市古街保护经验展示的良好契机。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按照一般的组织管理，人时地财物面面俱到。 

个性化答题：主要抓发言稿撰写的几个方面即可。 

4.你是教育局工作人员，有学生家长在网上举报本市有学校收取午休费，媒体广泛炒作，

领导让你处理 ，你如何处理？ 

【题型判定】 

应急应变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教育局工作人员、网上举报本市有学校收取午休费、媒体广泛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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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危害，然后从了解情况、分情况处理几个方面进行解决，

最后进行总结提升。 

【参考解析】 

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学校作为培养祖国栋梁的沃土应该是带有公

益性特色的一片净土，在这里，学生们健康成长，接受正面的教育。如果出现学校乱收费谋

取一己之私，既会加重学生家长的负担，同时也会为孩子们的心中埋下了不信任老师，不信

任学校的阴影。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解决： 

第一，接到这个消息后，我要高度重视这件事情，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快速对该事件进



 

 

行调查求证，看情况是否属实，然后根据不同的调查结果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第二，如果学生家长反应的情况属实，要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及时制止学校的此种

行为，并对其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同时可以建议有关部门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来规范学校

的收费行为，以杜绝今后此类现象的再次发生。如果这样的乱收费还是部分校领导为了一己

私利而滥用权力，那还必须严格的追求他们的责任，甚至撤职。 

第三，如果家长反映的情况不属实，只是部分家长或者部分别有用心的人造谣。那么要

由教育部门连同学校一起，跟学生家长说明情况，并公开向社会各界发表声明，以防止舆论

被媒体误导对教育局的公信力造成不良的影响，要求媒体和网络在传播信息的时候应该首先

查明真实性和可靠性，要做负责任的信息传播媒介。 

最后，在此次风波过去以后，我会建议教育局制定长效可靠的监督机制，防止类似事情

发生。 

【思维盲点/误区】 

媒体的处理是这道题里边比较容易忽视的点，但要注意在解决的过程中有所体现。 

【金句提炼】 

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学校作为培养祖国栋梁的沃土应该是带有公

益性特色的一片净土，在这里，学生们健康成长，接受正面的教育。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只解决网上举报的问题。 

个性化思路：解决网上举报，也注意媒体关系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