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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为维护您的个人权益， 确保公务员考试的公平公正， 请您协助我们监

督考试实施工作。

本场考试规定： 监考老师要向本考场全体考生展示题本密封情况， 并

邀请 ２ 名考生代表验封签字后， 方能开启试卷袋。

（仅限华图在线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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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此条形码揭下，

贴在答题卡指定位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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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

在非指定位置作答或用铅笔作答的， 成绩无效。

４． 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 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５． 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在作答时， 不得使用本

人姓名， 答题中凡出现本人姓名者作违纪处理。

６． 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 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 将题本、

答题卡和草稿纸留在桌上， 在考生座次表对应准考证号、 姓名栏内

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



















 



停！ 请不要往下翻！ 听候监考老师的指示。

否则， 会影响你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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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给定资料

资料 １

Ｓ 市积极响应十九大报告中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按照产业兴旺、 生

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坚持将乡风文明建设放在

全市发展大局中进行谋划， 大力推动农村综合改革、 美丽文明村居建设、 基层

大治理等工作， 把乡风文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加以部署。 为加强基层治理， 推

动乡村振兴， 今年 ３ 月 １３ 日， Ｓ 市召开工作大会， 对村居建设作了整体部署：

到今年年底完成 ３０ 个美丽文明和谐示范村建设， 到 ２０２０ 年年底完成 ５０ 个示范

村居、 ５ 个标杆村居建设， 按照典型引领、 整体推进、 总体提升的方针， 将乡风

文明建设进一步推向深入。

Ｓ 市一直重视基层党建工作， 大力实施固本强基工程， 突出村级党组织领导

核心作用， 按照 “党领导一切” 原则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努力健全以党建为统

领、 以法治为核心的基层治理体系， 通过党组织的有力领导， 促进矛盾纠纷的

化解和法治观念的强化， 逐步提高乡风文明水平。

今年 Ｓ 市选派了 １０４ 名机关干部任村居第一书记， 公开招考 ２０５ 名优秀大学

生担任村干部， 并推进基层党建下沉到村民小组， 落实支部建在小组上。 该市

党建工作示范村 Ａ 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农村党建要让群众更满意” 的殷切期

望， 积极探索 “党建＋” 融合基层治理发展模式， 以党建引领基层自治、 共治、

法治、 德治。

Ｓ 市注重提升城市形态， 大力推动城市升级， “美城行动” 从中心城区延伸

到村居社区。 在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 Ｓ 市以改造乡村人居环境为核心， 深入推

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 全面提升农村整体环境， 取得了明显成

效， 绿化、 美化水平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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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市共投入 ２０００ 多万元用于文化遗存的修缮和活化。 全市现有国家级、 省

级、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 ２８ 项， 国家级、 省级、 市级非遗传承人共 ２７ 人。 Ｓ

市坚持 “一村居一品牌” 的工作思路， 挖掘提炼村居历史文化特色， 打造村居

文化品牌活动。

目前全市已建成 ３０ 个村居主题公园， １４３ 个农村公民道德讲堂， 每个村居

都设置了善行义举榜或好人榜， 让核心价值观随处可见、 随时可学、 随心可感。

Ｓ 市不断加强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推进主题公园、 标识景观、 公益广告建

设， 开展农村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学习宣讲活动， 引导村民树立正确价值观念。

同时， Ｓ 市还大力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 深入挖掘农村传统道德教育资源， 引

导村民在思想观念、 道德规范、 知识水平、 素质修养、 行为操守等方面继承和

弘扬优良传统， 形成积极、 健康、 向上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风貌。

资料 ２

有着良好区位优势和自然条件的 Ｙ 县城关镇山岔村。 多年来却受人多地少、

农业基础薄弱、 产业结构单一等因素制约。 ２０１２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仅为 ３８００

元。 约三成的人口处在贫困线下。 在各方努力下， 该村 ２０１３ 年实现了整村脱贫，

２０１５ 年建成省级美丽乡村， ２０１６ 年被评为市级卫生村， ２０１７ 年列入小康村建设

项目。 日前， 调研组对山岔村进行了调研， 以下是调研记录：

村党支部书记 Ｌ 介绍说， 为了彻底改变贫困面貌， ２０１３ 年， 村上联系帮扶

单位省环保厅、 相关银行， 反映发展意见， 争取帮扶资金。 山岔村通过整合帮

扶资金， 建成了 １８０ 平方米的文化宣传基地， 安装太阳能路灯 １０ 盏， 硬化村内

道路 ３ 公里， 硬化西环路至山岔村道路 ３ ５ 公里， 还积极争取财政、 建设、 文

化、 扶贫等部门资金， 实施了清溪小学及幼儿园新建工程。

该村还积极鼓励农户成立合作社， 通过土地流转， 形成合作社式的劳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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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养殖业， 并引导群众有计划地种植经济作物。

杨自龙家以前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 原来东奔西走做临时工的他， 在村党

支部的鼓励下， 争取到帮扶贷款 ９０ 万元以及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协会所注入的资

金 ３０ 万元， 牵头成立了吉隆田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先后搭建起 １７ 座大棚种

植草莓。 因为绿色环保， 来采摘的人很多， 经济收入年年增长。

据记载， 山岔村以前有九盘水磨， 它们在清朝同治年间被焚烧殆尽。 清光

绪初年， 本村村民王生贵、 王好存父子重新修建一盘水磨， 用于解决老百姓无

处磨面的问题， 加工场面十分红火。 这盘具有传奇色彩的水磨保留到了今天，

它不但让后人了解先辈生活， 也激励了大家齐心奔小康的勇气， 被 Ｙ 县人民政

府授为县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确立了 ‘一心多景、 一轴三廊、 四片联动’ 发展格局。” 城关镇党委

书记 Ｘ 如是说。 他介绍， 山岔村 ２０１４ 年被纳入了市级美丽乡村建设行列， 城关

镇抓住这一机遇， 积极为该村出良策， 确定以 “传承九磨文化、 做足山水文章”

为主线，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业。 该村下决心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带动全村

致富的一个新举措， 依托自然资源， 发挥山岔村天然水源的优势， 彰显历史印

记， 融合文化元素， 做活水的文章， 打造避暑休闲的美丽村庄。

Ｌ 书记说， 该村 ２０１４ 年修建了占地 ６５０ 平方米的老年文化活动广场， ２０１５

年利用省市县三级配套资金打造了占地 ７８００ 平方米的水磨文化广场， ２０１６ 年建

成了 ２０００ 平方米的人造草坪球场并精心打造了 ４００ 米长的历史文化艺术墙。 这

些设施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而且使村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社会风

气也越来越好。

山岔村古时就因县八景之一的 “烽火夕照” 而负盛名。 夕阳将落未落之时，

晚霞赤红如血， 涂遍半边天空， 如一幅色彩溢漾的油画。 置身此处， 山川河流

尽收眼底， 其景象在夏日最为艳丽壮观。 据此， 山岔村 ２０１６ 年建成烽火夕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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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 山神庙观景平台和小游园， 同时恢复了重阳民俗文化活动。

“我们村已通过省、 市美丽乡村建设验收， 打造了一个不要门票的乡村旅游

景点。 到这里来， 能品野菜、 听蛙声、 忆水磨、 体验农耕文化， 看得见山， 望

得见水， 留得住乡愁。” Ｌ 书记高兴地告诉我们。

依托美丽乡村建设， 部分村民办起了农家乐。 周云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２０１４ 年市级美丽乡村建设时， 他看到了商机， 有效利用自家宅院， 开办 “农家

乐”。 “道路全部硬化， 环境干净整洁， 景观美丽还有故事， 这吸引来了不少游

客， 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１ 个月纯利润有 １ 万多元。” 周云笑呵呵地说。

Ｌ 书记介绍说： “周云的农家乐开办为山岔村的乡村旅游业发展开了个好头，

好多村民纷纷效仿， 家庭收入开始增长， 生活条件明显好转了。 可是新的问题

出现了， 男人们一闲下来就喝酒， 女人们一闲下来就传闲话。 镇、 村都意识到

了这个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

抓， 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 我们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指示，

大力倡导文明树新风。” 他指着一些农家大门边墙说： “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步

就是从每一家找家训、 立家规， 然后制作成漂亮的牌子挂在门口， 时时提醒着

进出的每一个人。” 他强调， 家和万事兴， 家庭和睦、 邻里亲近， 做任何事都

容易。

山岔村把家训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扬， 在全村范围内从家谱村史、 牌

匾楹联、 经典家训中广泛征集好家训， 使该村成为户户挂家训、 家家立家规的

“家训村”， 以文明家风推动良好社会风气形成。 周云家的大门口贴的是 “家庭

和谐、 邻里相亲”， 对于周云来说， 好的家训是他家庭和睦、 创业致富的根本。

周云说： “自从挂上了家训牌， 全村的人就开始讨论张家或者李家的家风， 不但

监督别人， 而且反观自己、 要求自己、 教育孩子、 大家和睦相处， 邻里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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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３

某学者发表文章， 介绍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在乡村建设方面

做出的历史贡献。 该文章摘录如下：

卢作孚于 １８９３ 年出生在原四川省合川县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 作为一个没

有念过大学的农家子弟， 他却创造了中国现代经济史、 社会史、 文化史、 教育

史上的奇迹。 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是中国近现代最大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

团之一。

１９２７ 年， 卢作孚开始在中国西部开展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

实验， 被誉为 “北碚之父”， 和晏阳初、 梁漱溟并称中国现代史上 “乡村建设三

杰”。 他的核心思想是： 中国的现代化， 基础在 “乡村现代化”。 他认为： “乡村

是不断供给城市人口的地方。 如因教育缺乏， 供给的都是无知识的人口， 那不

惟于城市文明没有帮助， 反而妨碍不小。 乡村教育不发达， 不但是乡村问题，

而且变成城市问题了。” 而 “乡村经济事业如没有 （和城市） 同样的速度进展，

亦必引起城市原料的恐慌”， 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 “城市人口无休止地逐渐

增多， 更会成了城市问题。” ———这些近百年前说的话， 仿佛针对的就是当下的

现实。 他始终抓住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关系， 来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 从而突出

乡村建设的基础意义， 抓住了要害。

“乡村现代化”， 既是一个奋斗目标， 更规定了推动乡村运动的范围与方法。

这也是最具启发性之处； 从事乡村运动， 既要落实为一个个具体问题 （教育问

题、 救济问题等） 的解决， 但又不能局限于此， 要有一个 “乡村现代化” 的大

视野、 大目标， 既立足局部， 又着眼全局。

卢作孚在设计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时， 一开始就提出了 “要将嘉陵江三峡

布置成为一个生产的区域、 文化的区域、 游览的区域” 的目标， 并且具体规划

为经济建设、 文化教育建设、 社会建设、 环境建设、 自治建设等几个方面。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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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卢作孚的 “乡村现代化” 是一个 “全面现代化” 的概念， 并不局限为物

质的建设， 而追求乡村政治、 经济、 文教、 社会、 环境的全方位的改革。 其一，

卢作孚规划中的文化教育建设， 不仅以 “教育事业” 为中心， 而且把 “研究事

业” 放在突出的位置。 在他看来， 乡村建设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他

因此强调服务于乡村建设的研究， “要注意应用的方面， 有生物的研究， 有理化

的研究， 有农林的研究， 有医药的研究， 有社会科学的研究”。 后来北碚建立了

西部科学院， 就具体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在城镇设立研究机构， 当时这在全

国是一个独创。 其二， 卢作孚特别重视社会建设。 他不仅积极发展公共文化娱

乐建设， 创办博物馆、 图书馆、 运动场， 而且大力推动 “公共事业”， 开展 “社

会工作的运动”， 这背后又是 “人” 的建设。 他要通过这些公共事业， 培育新的

“人民”： “皆有职业， 皆受教育， 皆能为公众服务， 皆无 （不良） 嗜好， 皆无

不良习惯”。 其三， 他对环境建设也倾注极大热情， 提出 “凡有市场必有公园，

凡有山水雄胜的地方必有公园”， 他的理想是把北碚乡村建设实验区建设成 “皆

清洁， 皆美丽， 皆有秩序， 皆可居住” 的人间净土、 乐园。 其四， 他在推动乡

村社会建设时， 特别关注的是， 所有的公共事业， 都要 “大众出钱， 大众出力，

而且是大众主持。 由这些具体的活动引起大众管理公共事务的兴趣， 以形成大

众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

如何着手乡村现代化？ 卢作孚的回答是： “政治、 经济、 文化这三方面的建

设诚当并重， 但更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更当集中一切力量于经济建设。” 只有

经济建设的发展， 才能 “增进人民的富力”， 人民富裕了， 才能增进其 “完纳赋

税的负担力”， 从而增强国力。 而卢作孚更要强调的， 是 “经济活动为国家最大

多数人所必须参加的活动”， 经济建设是最能动员最广泛的民众参与的。

他自己也身体力行， 以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和北碚峡防局局长的双重身份，

动员民生实业公司的财力、 物力和人才、 技术优势， 全力支持北碚峡区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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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着手五大工程建设， 即投资煤业， 开创峡区煤矿业； 投资交通业， 修筑

铁路； 投资纺织业， 建立大明染织厂； 投资科学研发， 创建科学院、 博物馆；

投资教育， 创办兼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企业养学校。 而民生公司自身也从

中获得了发展新机遇； 不仅获得经济利益， 而且利用乡村建设所提供的良好的

社会、 学习环境， 培训了近千名的建设骨干人才。 卢作孚力图构建一个 “以工

辅农， 工 （工商业） 农 （乡村建设） 互动” 的发展模式， 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

的。 这一点在强调以工哺农， 建设新农村的今天， 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最核心的一个层面， 即他所提出的 “训练人是一切问

题的中心问题” 的命题与任务。 他提出以 “人人都能自立， 人人都能立人” 为

乡村建设的根本目标， 这应该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乡村现代化建设最终要落实

到 “立人”， 即我们今天所说的 “人的现代化”。 二是乡村现代化建设又要依靠

“人人都能自立” 的建设者去推动。

资料 ４

关于如何重新认识乡村生活的意义， 有学者撰文指出：

美国作家梭罗曾经倡导一种简朴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 他 ２８ 岁时

只身一人来到家乡城外的瓦尔登湖， 自建小木屋， 自耕自食两年有余， “过一种

经过省察的生活， 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 可以说， 梭罗在乡村生活中重新

发现了我们在城市的现代文明中过分重视物质资源而失去的东西， 进而启发我

们思考 “作为精神资源的乡村文化” 对人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人在乡村中， 最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熏陶。 “人在自然中”， 真正地 “脚踏大

地， 仰望星空”， 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基本、 最重要、 最理想的生存状态， 同时也

是最基本、 最重要、 最理想的教育状态。 别的不说， 单是在乡居生活中能够每

天 “按时看日出” （这是作家福楼拜提出的一个著名的生命命题）， 就足以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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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感悟生命的意义， 尽享生命的欢乐了。 梭罗曾因看早晨的阳光， 而产生 “黎

明的感觉”， 即每天都以新的眼光， 以一种新鲜感去重新观察、 重新发现已经司

空见惯的生活， 从而获得新生。 作家 Ｍ 说， 在大自然中， “体验阳光， 体验美，

体验幸福， 体验纯净， 体验温馨， 体验柔情， 体验思念和怀想， 这样的精神生

活， 这样的心理空间， 实在太有魅力”。 正是在大自然中， 我们成为一个 “精神

明亮的人”， 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人。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 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鲁迅在 《阿长与＜山海经

＞》 的结尾书写的 “地母”，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希腊神话里的英雄安泰， 他在失

败之时总是投向大地， 从母亲那里获得力量。 鲁迅对故乡民间世界的依恋也颇

类似于此。 民间文化伴随着童年记忆构成他回忆中极具温情的人生体验， 他对

民间风俗的津津乐道， 对民间人物不无温情的回顾都表现出民间文化对他的吸

引力。 鲁迅正是在他家乡的民俗、 民间文化的熏陶下被培育出来的。

在中国， 有一位当代作家 Ｈ， 他也在农村建屋， 自由游走、 生活在城市和乡

村之间。 Ｈ 认为， 人们对乡村的 “投奔”， 实质上是在投奔乡村所呈现的 “文明

意义”， 这种 “文明意义” 有三： 其一是自然造化的 “没有一片叶子是完全相

同” 的 “个异性”， 而这样的个异性在严格雷同的 “技术高精度” 和大量重复

的 “规模经济” 中已经被完全屏除。 其二是 “永恒” 的感觉， “除了不老的青

山、 不废的江河、 不灭的太阳， 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构建与不朽精神相对应的物

质形式”。 其三是 “共有共享” 的理想， “大自然无比高远和辽阔的主体， 至少

到目前为止还无法被任何人专享与收藏， 只可能处于人类共有和共享的状态”。

资料 ５

“城市和农村要互补发展，” 某官员日前指出， “有些经济学家总是简单地认

为， 只要把农村的人口搬到城市里来， 就完成了城镇化， 生产效率会自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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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工会自动推进， 这其实是有问题的。” 该官员特别强调了一个误区， 即将

城乡一体化变为城乡 “一样化”。 当前， 村庄大量被拆， 数量急剧减少， 部分基

层干部梦想一步就把农村变成城市。 其所造成的后果不是城乡互补发展， 而是

城乡 “一样化”， 这不仅可能导致宝贵的乡土旅游资源的丧失， 也不利于现代化

农业的建设。

据此， 该官员认为， 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应该坚持 “两条腿” 并行， 城市、

农村协调统一， 宜城则城、 宜乡则乡， 统筹区域发展、 体现地方特色、 做好产

业支撑、 保证公共服务、 保护生态环境， 让农村和城市同样美丽。

有专家指出， 我们在城乡关系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 他认为， 不是城市文

明高于农村文明， 也不是农村文明高于城市文明， 两者是相互依存、 功能互补

的关系， 所以既不能把城市文明凌驾于乡村文明之上， 也不能把乡村文明凌驾

于城市文明之上。

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 人造文明和自然文明， 都是应该而且可以互补的；

理想的生活状态可能还是在城、 乡之间自由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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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答要求

一、 根据 “给定资料 １”， 概括 Ｓ 市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的举措。 （１０ 分）

要求： 全面、 准确。 不超过 １５０ 字。

二、 假如你是被派到 Ｙ 县的调研组一员， 请根据 “给定资料 ２” 中的调研

记录， 就山岔村值得肯定的做法写一份调研报告提纲。 （２０ 分）

要求： （１） 紧扣资料， 要点完整；

（２） 内容具体， 条理清晰；

（３） 不超过 ５００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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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某省政府举办了一个农村发展战略研习班， 其中一项研习内容是 “卢

作孚的乡村建设构想”。 假定你是工作人员， 请根据 “给定资料 ３”， 围绕卢作

孚的乡村建设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写一份导学材料， 以指导学员更好地学习。

（２０ 分）

要求： （１） 内容全面、 准确；

（２） 层次清楚， 分条作答；

（３） 不超过 ６００ 字。

四、 根据 “给定资料 ４”， 谈谈你对 “作为精神资源的乡村文化” 的理解。

（１０ 分）

要求： 准确、 全面、 有条理。 不超过 ２５０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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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给定资料 ５” 结尾写道： “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 人造文明和自然文

明， 都是应该而且可以互补的； 理想的生活状态可能还是在城、 乡之间自由游

走。” 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 自选角度， 联系实际， 自拟题目， 写一篇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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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