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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海南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及答案

一、给定资料

材料一

在 2017 年 T 市的“全市十佳科技特派员”评选活动中，小童以压倒性的票数获得第一名。一个年仅 25 岁

的年轻人，为何能从平均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本市特派员中脱颖而出呢？

领导说，他所服务的 S 村地址偏僻，有一段路车根本开不进去，下雨天时要开摩托车进村，常弄得一身泥，

特别狼狈。可是他每个月去 S村的次数和时间都远远超过了考核要求。同事们说，他要是有什么没弄懂的问题，

肯定会睡不好觉，会缠着老特派员们搞清楚的。大学书本告诉了他“是什么”“为什么”，但他觉得还不够。

从来到这儿，他就开始研究这儿的土壤、天气、乡情民俗，他一个北方人竟然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学会了这儿

的方言。

老乡们说，他态度好，说话和气。大家都喜欢和他说话。他说的话大家听得懂，句子不长，用的也是田坎

语言，好懂实用。而且他手把手地传技术，把课堂设在田间地头，教给大家的东西都记得住。“他讲的东西很

接地气，富有土味儿。而且，他还会收集村民的需求，定期地开展‘订单化’培训。这样的特派员难找。”村

支书也对小童赞不绝口。

材料二

位于湘西的 GY 古村，因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地势而得名。这个明清时期的古代民居建筑村落，被誉为“江

南第一村”和“民俗博物馆”。在晨雾中，绿荫环抱的小山村，一片青瓦白墙，一条流过门前的清流小河，如

此简单的画面让人心生向往。

GY 古村在 200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 年被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

现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这儿的建筑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侗式木屋的外面，还筑有徽式高墙。因为村子人口多，房屋十分密集，火

灾是这儿的纯木质房屋极大的安全隐患。

几年前，村里的杨老犯了愁：村子里和他一起唱傩戏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作为省里的非遗，难道就真

的逃脱不了失传的命运吗?当时，GY 村和中国所有乡村面临的状况十分相似：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留守和空

巢现象较为严重。杨老说，年轻人也不是不想回来，但是村里房屋太挤了；在家种地挣不了几个钱，养不活自

己和家人；因为古村保护不能乱建新房，年轻人在外面打工挣钱了当然想住一个新房，但没地方让他们建，老

屋洗澡、上厕所都不方便。在这生计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更别说什么非遗传承问题了。

“我们村里啊，有很多土生土长的好东西，比如野生茶、黑米茶、有机生态米、手工艺品等等。”村支书

老高说道，“但以前这里建筑规划不行，交通也没跟上，我们不会包装，好东西也卖不出去，可惜哟。”

“有了新村，年轻人可以回家盖房。古村也因为年轻人的回归而注入了新要素，传统特色产业的发展也有

了更坚实的依托和更广阔的空间。”县委书记说道。他认为，他们必须要保持有老百姓在这里生产、生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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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息这么一种风貌，也必须把群众赖以生存的各种产业做好。在传统特色产业活了以后，GY 村开始在旅游业

方面大展拳脚。在这几年，GY 村连续被评为“中国十大最美丽乡村”。古村的自然素净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人们前来一睹芳姿。但即使是面对这样的旅游热，GY 村也保持了冷静的头脑：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必须把古村

的文物保护好，把文物保护住，留住古村底蕴。产业发展也要适度，才可以避免失去特色；旅游限量接待游客，

防止超过古村承载能力。只有这样，古村才有长久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但古村的保护发展工作还不止于此。“古村本身只是一个亮点，真正能将人留住的，是这里的青山绿水。

这里非常宁静美好，就像一个世外桃源。虽然这里偏僻了一点，但现在已经改善了基础设施，比如修建沿河公

路等等。现在县城到这，只要 20 分钟车程。”县委书记说，“附近还有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一个国家湿地

公园，生态都非常好。这些都是我们当初就看到并且纳入规划的。”现在，公路已经把沿河的那些小小的美丽

村落、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都纳进来了。GY 古村，就像是一串项链上最璀璨的明珠。

“如果当初大家照着别的古村例子来做，也有一定效果。但为了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我们多想点办

法，多动点脑筋，多流些汗也值。”GY 村村支书说道。

材料三

早上，小凡被闹钟如约地叫醒。还想多睡几分钟的她对闹钟说：十分钟后再叫我吧。于是，闹钟老老实实

地又消停了十分钟。在梳洗完出门前，小凡先用电子交通地图看看哪个路段堵，以免在开车路上虚耗时间。下

班回家，实在是不想做饭，那么就叫外卖吧。打开外卖 APP，上百款美食，任君挑选……出门逛街，小凡兜里

也就带了几十块的零钱，因为现在所有的门店都支持移动支付，自己省事，还不用担心被偷……缴水电费?那也

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去营业厅排队了，手机一点就搞定。这样的生活，会不会少了点什么呢?小凡并不这么想，她

觉得这便利了我们，活跃了经济，丰富了世界，何乐而不为?

老张前不久到乡下参加老同学儿子的婚宴。婚宴是标准的乡宴。这是老张第一次看到人家厨师竟然带着一

辆餐车来。车内的灶具、厨具一应俱全。车开到哪，一停就立即可以作业。非但如此，就连桌椅板凳、帐蓬等

也都是厨师自带。和其他来参加宴会的人们一样，老张也觉得这种方式很省事，可就是少了那么一点意思。在

老张印象中，以前家里办红白事叫“过大事”。它们的的确确是个事儿——什么都自备，从桌椅板凳、被褥到

锅碗瓢盆都要满村子借。事办完了，还要一家一家地还。远处的亲戚会早早地来，村上的人也会提前几天来帮

忙。大家都是相互帮忙，相互麻烦。也就是因为这样，大家伙才有乡里乡亲的感觉。而现在，在事过完当天客

人也基本走完，好像过大事儿也是个轻巧事儿了。

很多时候，简便快捷是我们所追崇的。抛开其他不说，我们的生活也是尽可能地在用减法，减去许多步骤，

更直接地、更快捷地达到目的。这也符合工业时代的最大特点——最大限度地缩短制造流程。但这个世界真的

是在变得越来越简单吗?一部智能手机的基本应用功能就有上百个，你要是一开始不仔细琢磨，可能很快就会有

一种被它“忽悠”的感觉；一款便利人们生活的 APP 也许是一个团队加班加点、绞尽脑汁的心血结晶，并且，

开发出来也不算完事了，开发团队还得时时关注着用户的使用体验，哪里要是有漏洞了得立马补上；一款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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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的产品在上市之前甚至会经过上千次的微调打磨；一部数百字的微小说，每一句话都可能包含着作者的千

思万绪、煞费苦心……所以说，简单和繁琐，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世界上并没有单纯的简单，也没有单纯的繁

琐。更多时候，我们的“简单”和“繁琐”的总量并没有变，它们只是在不同的人群间流动，但就是这不停的

流动，推动了社会的改变。

材料四

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一件事情，如果你不能简单地说清楚，那就代表你没有完全地弄明白。最深奥的思

想，往往是用最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化繁为简固然是一种艺术，但藏繁于简、于简见繁又何尝不是一种智

慧?一首绝句 28 个字，但你要是不去了解作者生平、创作背景、所用典故等等，你可能就无法品咂其中况味。

生活中有太多看似容易，到最后却摆了我们一道的事情。它们就如同所有深邃的湖泊，往往都拥有平静的表面，

而只有当你迫近、凝视、谛听后，你才会感受到它真实而可怕的深度——你可以迅速地看见，但你不太可能快

捷地看透。所以，我们必须小心翼翼、谨慎地顺着它的纹理去探索。而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也总是从本身的简

单驶向由此及彼、由内向外的复杂，最后再回归到简单本身。世间所有的事物，只有你看尽它的轮廓表相再阅

透它的肌理、质地，甚至是每一个细胞后，你才能说你真正地了解了那个从表相进入到深邃中的逼仄、繁杂的

过程，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必经阶段。

材料五

通过数年努力，W 市引进、培育了 400 名以上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新兴学科和新

兴产业的科技领军人才，600 名以上创新型科技人才，2200 名以上重点产业紧缺人才，以及一批文化教育等领

域的高层次人才。在今年，W市各类人才总量已突破 16 万人，高层次人才达到 8224 人。这让 W 市真正成为一

座智力型城市。

如今的局面曾让当地负责人才工作的舒部长想都不敢想：W 市位于两座副省级城市之间，大城市强大的人

才吸附效应让 W市这样一个县级市处于尴尬地位。

于是国际精英周、“名校优生”引才工程、青年精英创业大赛、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场声势浩大的引

才工程就这样开始了。而真正让 W市实现弯道超车的还是它在人才引进的手段、方式和理念上下足了功夫。

W市是较早提出把普通大学生纳入人才引进计划的地方之一。不管你是哪儿的大学生，只要凭着和 W 市企

业签订的规范用工合同、毕业证即可就近选择人才公寓入住，房租打八折。

“普通的大学生也是人才。现在，他们也许缺乏经验，是基础人才，是构建人才金字塔的基石。但他们中

的很多人将来会成为顶尖人才。留住他们，也就留住了一部分顶尖人才。而且本地大学生我们是必须要重点争

取的。他们在这个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对这有着更深厚牢固的感情。”当地一位负责人才引进的工作人员说

道。将人才补贴的门槛降低到大学毕业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这种普惠度高的人才政策很可能会惠及到

未来马云、马斯克。普惠支持大众毕业生人才和“截胡”高端人才同等重要。

引进人才，不仅要根据本地情况，合理界定人才范围，还要深挖“引进”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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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仍持‘人才必须到场，必须在现场’的观点就有些老旧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共享不仅是一种

精神，更是一种能力。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考虑跨域人才共享呢?跨地区人才共享机制创新能降低引才、用才成

本，提升利用率。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信息流通障碍和空间沟通障碍，跨区域资源配置体系也正逐步成熟。

千城‘共享一人’与千人‘共建一城’的实施难度并不会太大。”这是数年前 W市一位政协委员提出的大胆建

议。

W市吸收了这样的有效建议，于 2016 年在“引进”的概念上进一步深化并落实；以借智的方式引进战略性、

全局性、规划性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智库团队，当遇到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发展转型期时，

邀请智库团队，通过视频会议、直播研讨等方式共同谋划制订出适合城市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对稀缺、紧俏型

人才也在逐步推广这种远程借智的柔性引才方式。这种更加灵活的智能租赁方式让“人才为我所有”逐步走向

“人才为我所用”。

二、作答要求

问题一：根据材料 1，归纳概括出小童能获得“全市十佳科技特派员”荣誉的原因。（20 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有条理，字数不超过 200 字。

问题二：假设 GY 村所在的省份将开展一次关于古村的保护与开发的经济交流会，请你根据材料 2，写一份

介绍 GY 村保护和开发情况的发言稿。（30 分）

要求：紧扣材料，内容全面；逻辑清晰，语言准确；字数不超过 500 字。

问题三：根据材料 3中划线部分“我们的‘简单’和‘繁琐’的总量并没有改变，它们只是在不同的人群

间流动，但就是这不停的流动，推动了社会的改变”，写一篇文章。（50 分）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清楚可推，语言流畅；

（4）总数字 1000-1200 字。

参考答案

问题一：【审题及答题思路】

根据材料 1【“根据”可知需要在资料 1 中找答案】，归纳概括出小童能获得“全市十佳科技特派员”荣

誉的原因。【本题为单一题，围绕着小童被评选为“全市十佳科技特派员”找原因，通常找一些正面的、积极

的信息，找到后分类罗列即可】。（15 分）

要求：全面【要求要点全面，宁滥勿缺】、准确【尽量用原词原句，保持材料本意】、简明【表述精炼，

简洁，突出关键词】，有条理【分条陈述，标清序号】，字数不超过 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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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自身优点多。1.不畏惧艰难的条件，工作积极性高；2.认真好学，刻苦钻研，学习能力很强，坚持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3.态度好，说话和气，使用田坎语言，短话多，好懂实用。

二、科教方式合理。1.手把手传教技术，把课堂设在田间地头，教授内容接地气；2.收集村民需求，定期

在网上开展针对性培训。

问题二：【审题及答题思路】

假设 GY 村所在的省份将开展一次关于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的经验交谈会，请你根据材料 2，【由“根据”

一词可知，只需阅读材料 2】，写一份介绍 GY 村保护和开发情况的发言稿【①由“一份......发言稿”可知题

型为公文题，主题是“GY 村保护和开发的情况”；②发言稿一般需要书写格式，包括：标题+称为+正文；正文

应当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开头（介绍 GY 村概况）+主体（经验分享）+结尾（动员呼吁）】。（35 分）

要求：紧扣材料，内容全面【尽可能从材料 2 中，提炼出与 GY 村保护与开发相关的要点，宁滥勿缺】；逻

辑清晰【一方面，不同要素之间需要分段书写，体现公文整体行文逻辑；另一方面，统一段落的要点应分条书

写，标清序号】，语言精确【尽量使用材料中的原词】；字数在 500 字左右。

【参考答案】

关于 GY 村保护与开发的发言稿

各位同仁：

大家好！我村被誉为“江南第一村”、“民俗博物馆”，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国

家 3A 级旅游景区。然而，我村面临不少困境：一、房屋密且是木制，存在火灾隐患；二、新房难建，村民生活、

生计有问题，非遗传承困难；三、年轻人外出，留守、空巢现象严重；四、建筑规划不好，交通欠发达，产品

销路不畅。

为此，我村采取如下措施：一、筹建新村，为古村注入了新要素，传统特色产业的发展也有了更坚实的依

托和更广阔的恐惧。二、保持百姓能在这里生产、生活、繁衍生息的风貌，盘活传统特色产业，开发旅游业。

三、产业适度发展，发展旅游的同时，需把古村的文物保护好，留住古村底蕴，限量接待旅客，保持长久的魅

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四、改善基础设施，合理规划，发挥自然环境优势。

让我们多流汗、多动脑，为“古村保护”行动起来！

问题三：【审题及答题思路】

一、细致审题

根据给定资料 3中划线部分“我们的‘简单’和‘繁琐’的总量并没有改变，它们只是在不同的人群间流

动，但就是这不停的流动，推动了社会的改变”【审题关键点：①划线句子有指定出处，重点阅读资料 3 寻找

观点，再通过小题未涉及资料 4 和 5 进行补充相关信息。②划线句子为文章的主题，要围绕这一主题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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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针对这一主题可以思考；第一，简单、繁琐分别指的是什么？二者的关系？不同的人群间流动指的是什么？

第二，它们的关系在推动社会改变方面能够带来什么意义？第三，如何做到画繁为简？】，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①针对本道题，角度可以是划线句子的含义，简单与繁琐之间的关系、意义和对

策等，具体侧重于哪个角度需要依据材料。②主题要体现在标题中，观点需要契合主题，并将其放在文章较为

明显的位置，比如：文章的开头，每段收尾处等。】

2.联系实际，可以不拘泥于“给定资料”【观点可以结合实际生活中的自身感受和社会背景，用一些资料

外的案例、名人名言等。】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①文章结构要有标题、开头、正文、结尾；②分段落分层次进行论述，可以考虑

从“是什么？（简单指的是什么？繁琐指的是什么？不同的人群间流动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化繁为简有什

么意义？）”-怎么办（如何让化繁为简做的更好？）的形式逐层展开写。】

4.总字数 1000-1200 字.

二、材料解读

资料 3：

段 1：化繁为简的意义：便利了民众生活，活跃了经济，丰富了世界。

段 2：化繁为简的不足：缺少了文化，人情味变淡。可适当提炼出让化繁为简做的更好的对策；需要注重

人文化和人情味。

段 3：（1）普通民众越来越追求简单化，而繁琐的工作交给专业化人士，这样的流动才是不同的人群间的

流动；（2）简单和繁琐二者是相互依托的，简单背后蕴藏着繁琐，繁琐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简单。

【再通过小题未涉及资料补充信息。】

资料 4：简繁得当的含义：简繁得当是藏繁于简、于简见繁，是一种智慧。简繁得当的对策：尊重事物发

展的规律，即从本身的简单到由此及彼、由内往外的复杂，最后再回归到简单本身。

资料 5：在引进培育高层次人才方面，多做一些“繁琐”的工作，比如努力发展经济，多为人才提供便利

条件，吸引人才就会变得“简单”

【总结：通过对资料 3 的分析，从中找到了写作角度：1、划线句子的含义；2、简单背后蕴藏着繁琐；3、

繁琐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简单以及化繁为简的意义；4、化繁为简依托于不同领域的专业分工；5、如何化繁为简

做的更好（对策）。再通过小题未涉及资料进行信息补充：资料 4和 5通过化繁为简的含义，以及人才引进的

例子作为论据来使用。】

三、文章内容要点

根据资料内容，文章内容包括五个部分，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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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谓的简单，蕴藏着背后无数繁琐的细节，而无数的繁琐就是想让生活变得更简单。这种化繁为简，需

要以大众需求为导向，通过专业化分工来实现。

2.简单的背后蕴藏着繁琐。

3.繁琐的目的是让生活工作变得简单，这种化繁为简可以方便民宗生活，活跃经济，丰富世界。互联网时

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4.大众越来越追求简单，而繁琐的工作必须交由专业的团队负责，在这样的人群流动之下，想要实现化繁

为简，就要以大众需求为导向，依托专业化分工来实现。

5.化繁为简除了要重视专业分工，也应该注重人文化。

【参考范文】

繁藏于简

从手机电子地图到各类网络订餐 APP，从共享单车的流行到各类打车软件的兴起......不难发现，民众的

生活已经愈发简单。但实际上，这种简单的背后蕴藏着无数专业团队的不懈努力，涵盖着无数的“繁琐”。从

这个角度而言，生活不应只有简单，也应该多些必要的“繁琐”，所谓的简单，蕴藏着背后无数繁琐的细节，

而无数的繁琐就是想让生活变得更简单。简繁得当、藏繁于简、于简见繁、化繁为简，需要以大众需求为导向，

通过专业化分工来实现。

简单的背后蕴藏着繁琐。运动员在竞技场上的每一个看似轻松写意的动作，这种看似简单的背后蕴含着其

背后专业团队的不懈努力，包含着无数的“繁琐”。当下，华为推出的手机轻易在市场占有重要份额，这种看

似“简单”的背后，有着其团队几十年如一日地潜心钻研，不懈努力。看似简单的结果需要经历过无数曲折探

索的过程；看似简单的丝绸得益于般绣娘琐碎的执着；看似简单的美食离不开厨师复杂的尝试......简单的背

后离不开繁琐的细节，专业化的分工。

繁琐的目的是让生活工作变得简单，这种化繁为简可以方便民众生活，活跃经济，丰富世界。各大汽车制

造商在制造汽车的过程中，经历了图纸的设计、零部件的生产、组装、试驾，最终让民众有更便捷、简单的出

行方式，也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各类手机 APP，都经历了网络工作者的开发、维护等繁琐的工作，才最终让

民众能便捷的生活，也让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不难发现，一系列“繁琐”的工作，都可以让生活变得

更简单，也活跃了经济，丰富了世界。

大众越来越追求简单，而繁琐的工作必须交由专业的团队负责，在这样的人群流动之下，想要实现化繁为

简，就要以大众需求为导向，依托专业化分工来实现。简便快捷是我们所追崇的。抛开其他不说，我们的生活

也是尽可能地在用减法，减去许多步骤，更直接地、更快捷地达到目的。在民众追求简单生活的背景下，要想

实现这种“简单”，就必须通过专业团队的合理分工来实现。

而恰恰由于大众喜欢“简单”，就为专业分工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即以大众需求为导向。从这个角度而言，

分工的明确一方面给为专业化团队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对专业化分工带来了更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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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背后蕴藏着繁琐，繁琐的目的是为了让生活变得简单。化繁为简除了要重视专业分工，也应该注重

人文化，关注人情味儿。这样才能在化繁为简的过程中既兼顾人的物质需求，更注重人的情感需求。

http://www.chinaexam.org


www.chinaexam.org

9

http://www.chinaexa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