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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广东梅州五华县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综合应用能力》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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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 40

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 110 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碳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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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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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答题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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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材料

材料 1

2015 年 8 月 12 日，天津港仓库爆炸事故，造成 165 人遇难，8 人失联，因参与救援而遇难的消防人员和公

安民警就有 110 余人，其中牺牲的消防人员多数为 90 后，牺牲的大部分都是 20 岁上下的年纪，1997 年 9 月出

生的消防战士袁某，是牺牲的消防官兵中年龄最小的，牺牲时还未满 18 周岁。

“作为一名军人是袁某最羡慕的事情。”他们一家三代人，从袁海的三爷爷 1952 年参加抗美援朝，到袁海

二叔上抗越前线，再到袁海入伍，家族中前后有多人参军。因此袁某在听到当兵召集信息后，从小羡慕军人的

他，立刻就去报名了，2014 年 9 月 18 日袁某参军入伍前往天津公安消防总队，大他 10 岁的姐姐为他戴上红花，

在朋友圈里，夸赞穿军装的弟弟超帅气，他说两年以后回来时自己会变得更帅，生前袁某给家人发了两段语音，

“你们就算来了天津也只能看我一眼，因为我要站岗”，没想到后来家人确实只见了他一眼，都不是在部队，

而是在离部队不远的殡仪馆。

而近日一段仅有 14 秒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视频中一名消防队员在抗击超强台风“利奇马”的抢险间隙，

坐在地上一边喝水一边吃着包子，有人问他“包子好不好吃，这是第几个了？”他无暇顾及，只是点点头继续

大口吃着，在吞下半个包子之后，他才腼腆地说了一句“第 11 个”，说完还憨憨的笑了笑。

据了解这名消防员是四川凉山人，2000 年 11 月出生，2018 年 12 月入伍，谈及当初为何选择消防员这个职

业，他说我看到过不少消防队员英勇事迹的报道，他们都是英雄，我为他们感到骄傲，所以就选择了这个职业，

下一步我还要继续努力，刻苦训练，把抢险救援这个工作做得更好。

材料 2

2014 年 10 月的一天，某国防军工单位的 90 后青年文某向往常一样玩起了手机 QQ，附近的人一栏中弹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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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名为 h 的网友资料显示附近厂职工需要兼职的联系我，在文某表明了自己是该国防军工单位职员的身份后，h

喜出望外，自称是境外某报社记者，希望文某提供工作中接触的内部资料，并承诺支付每个月 3200 元的报酬，

一开始文某只是提供单位的动态情况，认为只要不属于涉密信息就可以打打擦边球，但后来在利益的诱惑下，

文某先后多次，向 h提供了所在单位生产军品的型号，每月量产情况，使用的特殊材料等涉密信息。

材料 3

2019 年 6 月初出生在旧金山，父亲是美国人的混血女孩，谷某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正式转为中国国

籍，并且将代表中国征战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2003 年出生的谷某，如今还不满 16 周岁，是目前国际雪莲世界杯比赛中年龄最小的选手，也是唯一的在

读高中生选手，她三岁学习滑雪，9 岁包揽全美滑雪比赛，少年组冠军，在美国青少年锦标赛中总排名第一，

13 岁起参与成人比赛，14 岁就完成了 50 块金牌的里程碑，15 岁获得世界杯意大利站金牌，登顶国际雪莲总积

分榜榜首。

北京时间 8月 16 日在新西兰皇后镇举行的 2019 年至 2020 年赛季，自由式滑雪新西兰公开赛坡面障碍比赛

中，谷某再次获得冠军，这也是她转为中国国籍后，代表中国在正式国际比赛中夺得的首枚金牌。

谷某虽然出生在国外，但母亲是北京人，每年夏天都会回到北京，不过谷某还是常常会被问及，“为什么

中文可以说得这么好？第 1 次来北京是什么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这让小姑娘有点疑惑，“我从来没上过

中文课，中文要学的吗？这不是生下来就会的吗？从我有记忆开始，我每年都会想什么时候可以回北京，回来

玩，吃好吃的，我根本不记得我什么时候第 1 次回北京，他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近年来运动员入籍，或者说“归化”，成为了体育界的热门话题，足球赛场上，华裔球员李某已经代表国

足出过场，为球迷所熟知，此前中英混血运动员华某，也已经代表中国参加过奥运会马术项目的角逐，在冰雪

项目上还有很多像谷某这样的，拥有中国血统的运动员，例如女子花样滑冰选手朱某、林某，冰球选手袁某等，

今有望代表中国出现在国际赛场上，资深体育评论员房某表示，他们能够选择代表中国征战国际赛事体现了内

心对于祖国的强烈认同感，“因为祖国强大了，这些有中国根的年轻人都愿意来报效自己的祖国。”

材料 4

2019 年全国两会中，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绽放芳华的 90 后代表们，积极履职建言，他们用年轻的视角关

注百姓所想，用坚实的臂膀扛起新时代的担当。

作为一名 95 后，24 岁的邹某备受关注，邹某 16 岁就随父亲进入了砌筑行业，成为了一名砌筑工，2015

年还前往巴西参加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得砌筑这个项目的优胜奖，实现了中国在这一项目上 0 的突破，成

为全国人大代表后，邹某把自己的工匠精神带到了履职过程中，认真参与每一次调研，认真撰写每一篇建议，

邹某最关注的是和自己一样的工作群体--农民工，“我来自这个群体，对他们的利益，感受都非常了解，为他

们代言是理所当然的”，邹某说。

今年邹某提出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的政策建议，他建议推出更多举措加强制度建设，提升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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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农民工参与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的覆盖率和长效性，为此他牺牲了很多休息时间深入工地工厂进行调研。

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经历让邹某成熟了很多，如今他对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更加清晰，他计划今年回到校

园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肩负着大家的期望，身上的责任很重，履职过程中，我感受到自

己的文化水平还远远不够，要想更好的参政议政，我需要不断提高自我，砌筑时我尽全力做到最好，作为全国

人大代表履职时，我也是同样的心态。”

材料 5

2019 年 6 月 10 日，l 市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2019 年 6 月 8 日和 10 日有人在 l 市乡西路段合区路段开了

一辆小轿车，在车辆密集时段蛇形行驶外，还有另外两辆车与其并排同向行驶，三辆车的车主还打开车门相互

打闹，并且拍摄了两段视频，在网上引起了疯传，点击率颇高。

后经交警大队查明，视频中的三位车主均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为吸引粉丝网红刘某飞（男，27 岁，x

乡人），伙同王某（男，23 岁，x 乡人）,刘某（男，21 岁，x 乡人），于 2019 年 6 月 8 日 16:00 许，由刘某

飞驾驶一辆银灰色别克轿车，在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在 x 乡 c路段驾驶机动车在国道上蛇行，并

多次阻碍同向行驶而来的车辆，由王某及刘某在后车录制视频，视频发到某视频网 APP 后，粉丝量暴涨，尝到

甜头后的三人又以同样的方式博眼球，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同样由刘某飞驾驶其别克轿车与王某驾驶一辆哈

佛轿车并排同向行驶，在行驶中刘某将刘某飞驾驶的别克轿车副驾驶车门打开，与王某相互慢慢打闹，并将视

频发送至微信朋友圈炫耀，再上传至某视频 APP 借此涨粉。

三、作答要求

参考给定材料，联系社会实际，围绕“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这一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30

分）

要求：1、观点明确，有思想高度；2、思路明晰，语言流畅；3、不得照搬照抄材料，不得出现本人真实姓

名；4、总字数不少于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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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论新时代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长征路，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青年人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

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身处新时代，作为社会中最活跃、最有朝气

的群体，广大青年生逢其时，也责任在肩，需要我们拥有爱国的情怀，担当的精神和过硬的本领。

新时代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需要有爱国的情怀、崇高的理想。纵观革命先辈艰苦创业、筚路蓝缕的奋斗史，

无数先烈用泪水、汗水、血水，带领祖国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中“站起来”，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

精神、延安精神等，成为那个飘摇时代最坚强有力的精神标识；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再

到铁人精神，为祖国筑起强大的国防，推动经济发展；而在新时代，无数有中国根的年轻运动员、科学家愿回

国报效祖国，展现出强烈的认同感······所有这些振奋人心的鲜活事例，无不展现着爱国主义和远大理

想的强大凝聚力。新时代中国青年，更应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把“爱国”二字刻写在心间、落实于行动，将

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精彩人生。

新时代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应有敢于付出、勇于奋斗的精气神。远大的理想，如果没有坚定的实践和务实

的行动，没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勇毅，那永远都只会是脑海中“到不了的远方”。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

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和平时代的奋斗和奉献，不是革命年代的腥风血雨，不是轰轰烈烈“血与火”的牺牲，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实现自身价值，就是最大的爱国。无论是奋战在抗击洪水、抗

震救灾、抗疫防疫一线的战士，还是忙忙碌碌、朝九晚五的白领，抑或是穿梭在大街小巷的普通快递小哥······90

后群体已成为各行各业中坚力量，用实际行动回应了“没有希望的一代”的消极定论，也彰显了青年人的责任

与担当。

新时代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需要努力学习，提升能力，练就过硬本领。有了“愿作为”的积极性、“敢作

为”的担当精神，实现目标也离不开“能作为”的能力和本事；有“铁肩膀”更要有“真本领”。青年人要树

立终身学习的目标，活到老学到老，提升文化水平，增强工作能力，追求成功的同时不忘成长。然而，现实生

活中，许多年轻人成为“佛系青年”“积极废人”，缺乏学习上进的积极性。更有甚者，在“流量至上”的互

联网时代中，为了“红”而做出出格越界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这些都不是体现自我价值的正确做法。青年人

更需要把握学习的黄金期，读有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不断提升体能、技能和智能，学习新知识、形成

新观念、锻炼新思维，与时俱进提升自身的素质和能力。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伟大事业，始于梦想、基于创新、成于实干。我们有理由相信，

新时代的青年人，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在实干、奋斗、担当的行动中，定能绽放出强大的青春芳华与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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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审题

通过勾划题目的关键信息，去找出文章的主题及其写作角度以及资料范围，写作要求等。

参考给定材料【材料范围非常明确，阅读给定材料即可】，联系社会实际【写作时可以举一些材料之外的

例子】，围绕“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这一主题【给定主题，围绕该主题，可以从是什么（新时代青年人

责任与担当的含义），为什么（青年人责任与担当的重要性、意义），怎么办（对策：如何做好责任与担当）

三个角度展开】，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30 分）

要求：1、观点明确，有思想高度；2、思路明晰，语言流畅；3、不得照搬照抄材料，不得出现本人真实姓

名；4、总字数不少于 500 字。

第二步 优先阅读重点资料，来寻找文章的主题和角度（核心观点）

【材料 1】

2015 年 8 月 12 日，天津港仓库爆炸事故，造成 165 人遇难，8 人失联，因参与救援而遇难的消防人员和公

安民警就有 110 余人，其中牺牲的消防人员多数为 90 后，牺牲的大部分都是 20 岁上下的年纪，1997 年 9 月出

生的消防战士袁某，是牺牲的消防官兵中年龄最小的，牺牲时还未满 18 周岁。

“作为一名军人是袁某最羡慕的事情。”他们一家三代人，从袁海的三爷爷 1952 年参加抗美援朝，到袁海

二叔上抗越前线，再到袁海入伍，家族中前后有多人参军。因此袁某在听到当兵召集信息后，从小羡慕军人的

他，立刻就去报名了，2014 年 9 月 18 日袁某参军入伍前往天津公安消防总队，大他 10 岁的姐姐为他戴上红花，

在朋友圈里，夸赞穿军装的弟弟超帅气，他说两年以后回来时自己会变得更帅，生前袁某给家人发了两段语音，

“你们就算来了天津也只能看我一眼，因为我要站岗”，没想到后来家人确实只见了他一眼，都不是在部队，

而是在离部队不远的殡仪馆。

而近日一段仅有 14 秒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视频中一名消防队员在抗击超强台风“利奇马”的抢险间隙，

坐在地上一边喝水一边吃着包子，有人问他“包子好不好吃，这是第几个了？”他无暇顾及，只是点点头继续

大口吃着，在吞下半个包子之后，他才腼腆地说了一句“第 11 个”，说完还憨憨的笑了笑。

据了解这名消防员是四川凉山人，2000 年 11 月出生，2018 年 12 月入伍，谈及当初为何选择消防员这个职

业，他说我看到过不少消防队员英勇事迹的报道，他们都是英雄，我为他们感到骄傲，所以就选择了这个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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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还要继续努力，刻苦训练，把抢险救援这个工作做得更好。

〖整个材料 1 举了天津港仓库爆炸事和凉山救火英雄的例子，其中许多救灾展示都是 90 后，也就是青年人

群体，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从“努力”“训练”等词汇中，可以看出他们有努力、实干、勇敢、奋斗、

奉献等精神品质，从成功先进的案例中可以得出经验，也就是对策性观点：①青年人要敢于付出、勇于奋斗〗

【材料 2】

2014 年 10 月的一天，某国防军工单位的 90 后青年文某向往常一样玩起了手机 QQ，附近的人一栏中弹出一

网名为 h 的网友资料显示附近厂职工需要兼职的联系我，在文某表明了自己是该国防军工单位职员的身份后，h

喜出望外，自称是境外某报社记者，希望文某提供工作中接触的内部资料，并承诺支付每个月 3200 元的报酬，

一开始文某只是提供单位的动态情况，认为只要不属于涉密信息就可以打打擦边球，但后来在利益的诱惑下，

文某先后多次，向 h提供了所在单位生产军品的型号，每月量产情况，使用的特殊材料等涉密信息。

〖材料 2 举了一个消极负面的例子，一位 90 后年轻人身居要职，但是却因“利益的诱惑”出卖国家的涉密

信息，与材料 1的青年人形成正反对比，写作时可以作为举例使用〗

【材料 3】

2019 年 6 月初出生在旧金山，父亲是美国人的混血女孩，谷某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正式转为中国国

籍，并且将代表中国征战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2003 年出生的谷某，如今还不满 16 周岁，是目前国际雪莲世界杯比赛中年龄最小的选手，也是唯一的在

读高中生选手，她三岁学习滑雪，9 岁包揽全美滑雪比赛，少年组冠军，在美国青少年锦标赛中总排名第一，

13 岁起参与成人比赛，14 岁就完成了 50 块金牌的里程碑，15 岁获得世界杯意大利站金牌，登顶国际雪莲总积

分榜榜首。

北京时间 8月 16 日在新西兰皇后镇举行的 2019 年至 2020 年赛季，自由式滑雪新西兰公开赛坡面障碍比赛

中，谷某再次获得冠军，这也是她转为中国国籍后，代表中国在正式国际比赛中夺得的首枚金牌。

谷某虽然出生在国外，但母亲是北京人，每年夏天都会回到北京，不过谷某还是常常会被问及，“为什么

中文可以说得这么好？第 1 次来北京是什么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这让小姑娘有点疑惑，“我从来没上过

中文课，中文要学的吗？这不是生下来就会的吗？从我有记忆开始，我每年都会想什么时候可以回北京，回来

玩，吃好吃的，我根本不记得我什么时候第 1 次回北京，他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近年来运动员入籍，或者说“归化”，成为了体育界的热门话题，足球赛场上，华裔球员李某已经代表国

足出过场，为球迷所熟知，此前中英混血运动员华某，也已经代表中国参加过奥运会马术项目的角逐，在冰雪

项目上还有很多像谷某这样的，拥有中国血统的运动员，例如女子花样滑冰选手朱某、林某，冰球选手袁某等，

今有望代表中国出现在国际赛场上，资深体育评论员房某表示，他们能够选择代表中国征战国际赛事体现了内

心对于祖国的强烈认同感，“因为祖国强大了，这些有中国根的年轻人都愿意来报效自己的祖国。”

〖材料 3 阐述了以谷某为代表的一些运动员在国外训练学习后“归化”，报效祖国的案例，材料最后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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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总结，他们回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心对于祖国的强烈认同感”，体现的其实就是一种爱国的情怀，由此，

可得出对策性观点：②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需要有爱国的情怀〗

【材料 4】

2019 年全国两会中，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绽放芳华的 90 后代表们，积极履职建言，他们用年轻的视角关

注百姓所想，用坚实的臂膀扛起新时代的担当。

作为一名 95 后，24 岁的邹某备受关注，邹某 16 岁就随父亲进入了砌筑行业，成为了一名砌筑工，2015

年还前往巴西参加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得砌筑这个项目的优胜奖，实现了中国在这一项目上 0 的突破，成

为全国人大代表后，邹某把自己的工匠精神带到了履职过程中，认真参与每一次调研，认真撰写每一篇建议，

邹某最关注的是和自己一样的工作群体--农民工，“我来自这个群体，对他们的利益，感受都非常了解，为他

们代言是理所当然的”，邹某说。

今年邹某提出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的政策建议，他建议推出更多举措加强制度建设，提升新生

代农民工参与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的覆盖率和长效性，为此他牺牲了很多休息时间深入工地工厂进行调研。

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经历让邹某成熟了很多，如今他对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更加清晰，他计划今年回到校

园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肩负着大家的期望，身上的责任很重，履职过程中，我感受到自

己的文化水平还远远不够，要想更好的参政议政，我需要不断提高自我，砌筑时我尽全力做到最好，作为全国

人大代表履职时，我也是同样的心态。”

〖材料 4 阐述了 90 后在两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建言献策，“关注百姓所想，用坚实的臂膀扛起新时代

的担当”，体现出青年人的担当精神，作为两会代表，他们提出的核心对策是“就业技能培训”，自我要求也

是“提升文化水平”“提高自我”，由此可以得出对策性观点：③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需要努力学习，提升能

力，练就本领〗

【材料 5】

2019 年 6 月 10 日，l 市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2019 年 6 月 8 日和 10 日有人在 l 市乡西路段合区路段开了

一辆小轿车，在车辆密集时段蛇形行驶外，还有另外两辆车与其并排同向行驶，三辆车的车主还打开车门相互

打闹，并且拍摄了两段视频，在网上引起了疯传，点击率颇高。

后经交警大队查明，视频中的三位车主均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为吸引粉丝网红刘某飞（男，27 岁，x

乡人），伙同王某（男，23 岁，x 乡人）,刘某（男，21 岁，x 乡人），于 2019 年 6 月 8 日 16:00 许，由刘某

飞驾驶一辆银灰色别克轿车，在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在 x 乡 c路段驾驶机动车在国道上蛇行，并

多次阻碍同向行驶而来的车辆，由王某及刘某在后车录制视频，视频发到某视频网 APP 后，粉丝量暴涨，尝到

甜头后的三人又以同样的方式博眼球，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同样由刘某飞驾驶其别克轿车与王某驾驶一辆哈

佛轿车并排同向行驶，在行驶中刘某将刘某飞驾驶的别克轿车副驾驶车门打开，与王某相互慢慢打闹，并将视

频发送至微信朋友圈炫耀，再上传至某视频 APP 借此涨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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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5 介绍了几位年轻人为了“博眼球”，满足“炫耀”的虚荣心理，违反交通法规，拍摄视频，是一

个消极负面的案例，写作时可以作为举例的论据使用〗

第三步 根据第一步的审题、第二步的阅读，确立文章框架

标题：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论新时代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

开头：

点题：强调青年人责任与担当的重要性，开门见山，引出话题

分论点：

1.由①得出：新时代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应有敢于付出、勇于奋斗的精气神。【（1）材料中有消防战士的

例子，可以作为论据使用；（2）可以按照时间逻辑，将战争年代的奋斗精神与今天和平年代的奋斗精神进行对

比论证，扩充内容。】

2.由②得出：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需要有爱国的情怀、崇高的理想。【此观点属于“思想”“精神”

层面的内容，材料中归化运动员的例子，可以作为论据使用】

3.由③得出：新时代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需要努力学习，提升能力，练就过硬本领。【此观点属于“能力”

“本领”层面的内容，可以考虑从（1）学习理论知识，（2）学习实践操作，（3）学习要与时俱进等方面展开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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