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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下这句千古名言的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文学

家，更是一代名臣。他出身贫苦，入仕从政后，十分关心百姓疾苦。有一年，淮南等地

蝗灾、旱灾蔓延，灾情严重。范仲淹请求朝廷巡察处理，朝廷却置之不理。他十分气愤，

冒着丢官之险、杀身之祸质问宋仁宗：“淮南等地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朝廷怎能

熟视无睹？”宋仁宗无言以对，便派他去救灾。范仲淹每到一地，就开官仓赈济灾民，

发官钱救济百姓，并带领灾民生产自救。和百姓在一起的日子里，他看到饥饿的人们常

常挖一种叫“乌味草”的野草充饥，就尝了一尝，感觉粗糙苦涩，难以下咽。回京时，

范仲淹特意带回乌味草，呈给宋仁宗，请他传示皇亲国戚、朝廷上下，告诫他们勿忘百

姓疾苦，杜绝奢侈恶习。时隔千年，范仲淹体恤民生多艰、心系百姓的道德风范和人格

魅力，依然令人钦佩不已。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一提起周恩来总理，他与人民一家亲的画面就会浮现

在人们的脑海中。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周总理经常坐在老乡家门槛上，向群众

了解民情；黄河抢险时，周总理和纤夫一起喊着号子，齐心合力拉纤，保护大堤；1973

年，周总理回到阔别 20 多年的延安，看到群众依然缺衣少食，十分自责：“乡亲们的

生活还这么苦，我这个共和国总理没当好，我对不起乡亲们！”翻开周总理的著作，“为

人民服务”的思想无不闪烁在各个篇章的字里行间。他深情地说，对人民，我们要像孺

子牛一样勤勤恳恳、老老实实。他要求干部以人民的疾苦为忧，要有所爱，有所为，有

所恨，有所怒。周总理的一生，始终满怀与人民群众亲密无间、心贴着心的情感，人民

的好总理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与拥护。

材料 2

最是寻常见真情，最是细节显品格。相比于历史的宏大叙事，现实的平凡书写更有一种

直击人心的力量。目前，平均每 16 个中国人里，就有 1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引领

中国航船驶过 90 多年之际，无数人都会从自己的视角审视这支队伍，从一件件小事、

一个个普通党员身上感受历史的启示和信仰的力量。为此，某报社评论部携手该报新闻



网、新闻客户端，发起了“我家的党员”征稿活动，让家人写家中的共产党员。这次征

稿活动打开了人们认识身边共产党员的一扇窗口。

大量的稿件如雪片般飞来，让主办方感到惊喜。作者既有知识分子、公务员，也有企业

职员、普通农民。很多人表示，投稿不是为了发表，只是为了表达真实的所见所感。正

如刘先生所说，投稿是“为了见证家人的红色情怀，书写他们的红色记忆，传承他们的

红色基因，传递他们身上的正能量。”

这些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都是真心话、真性情；没有空洞的理论，都是一个个鲜活的

人生片段。到目前，该报已经刊发了多篇稿件，其官网及官方公众号上也都选登了若干

篇。这些家人眼中的“党员故事”，组成了一幅生动真实、有情有义的共产党人群像。

透过家人的眼睛，读者看到了党员的正义与坚守。“倔牛”“‘轴’心骨”“二愣子”

等，在充满生活气息的字里行间，一个个讲原则、有血肉的党员的形象扑面而来：投稿

人小杜因拿红头公用信笺写作业而受到父亲训斥，从此记住了“公家的光一点都不能

沾”；投稿人何老先生因为女儿坚决不肯走后门办私事而感到自豪，他记住了女儿的话，

“现在你找别人帮忙，以后别人叫你办一些不合规矩的事，怎么办？”……日常的细节，

让人感到了代际之间流淌着的一股力量。

透过家人的眼睛，读者还看到了信仰传递的力量。投稿人苏女士说：“我丈夫是党员，

我看得到他的辛苦，深深地为他的执着所折服，也渐渐明白了，有追求、有信仰，才是

真正脚踏实地、令人敬佩的人生。他追求着他的信仰，我自豪着他的信仰。爱他，就支

持他。”投稿人小宋是一名中学生，他回忆了爸爸入党那天家里的情形。当晚，见到妈

妈为爸爸准备了酒菜，小宋问家里有什么喜事，爸爸回答说：“儿子，今天是你老爸的

‘生日’。从今往后，老爸就有了政治生命。”信仰的种子，就这样在小宋一辈的心中

扎下了根。

材料 3

“老百姓打官司不容易，不能让他们寒心。”这是崔法官经常说的一句话。崔法官是 K

县人民法院的一名老法官，20 年来，经他审结的近千余起案件，无一件错案，无一件被



投诉，无一件引发信访。

“他对案子总是一丝不苟，办案严谨、细心，坚守底线。”庭长告诉记者，崔法官办案

从来不怕得罪人，有一次，崔法官的一位熟人找到他软磨硬泡，希望能够为其挪用公款

的亲友减轻处罚，但崔法官严词拒绝：“对他的放纵就是我的失职。”在老家，不少人

知道他是法官，权力不小，常想找他走后门，但都被崔法官拒绝了。

2017 年 9 月，法院受理了一起棘手的赡养案件，杨老伯的 4个子女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庭长将这个案件交给崔法官。崔法官接案后，一夜没睡好，第二天就找来 4个子女，对

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一首叫《父亲》的歌说，‘人说养儿能防老’。子女小

的时候，父母省吃俭用，对子女无微不至地关心，时刻担心他们吃不好、穿不暖，盼望

着他们快快长大，成家立业。父母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按法律、论民俗、讲伦理，

子女都应当赡养老人。”经过多次入情入理的调解，一直互相推诿的几个子女都愿意履

行赡养义务。

曾经有一桩案件，被告威胁崔法官：“要是敢这么判，就有人放你的血，让你横着出去！”

面对被告纠集的黑恶势力，崔法官毫不畏惧，“我当时也没多想，就觉得这个案子必须

这样判，否则对不起庄严的国徽。”他连续工作多日，成功地解决了这起案件。事后，

原告诚心诚意地送去了“为民解难，尽心尽责”的锦旗，并且表示，自己会以崔法官为

榜样，尽其所能去温暖身边的人。

材料 4

2017 年 12 月，52 岁的某贫困县县委书记老吕，突发心脏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吕书

记生前结对帮扶的贫困户老肖，听到这个消息，眼泪流了下来：“简直不敢相信，吕书

记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没了！”家住该县 D村的老肖，原来生活异常贫困。2015

年 7 月，吕书记走访贫困户时，看到他家徒四壁，便问他：“你有什么手艺吗？”老肖

回答：“我会电焊，但没钱买设备。”“只要你勤快，愿意做，钱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你马上列出所需设备的清单，我回县城就给你买，再帮你到路边租间门面。”吕书记随

后为老肖购置电焊设备，帮他在街上租了一间门面房，老肖就开起了电焊铺。如今，老

肖的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一家人其乐融融。



吕书记平时不太爱说话，可跟群众在一起时，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在路上碰到乡亲，

不管认识与否，他常常停下来，和他们拉拉家常。“吕书记真是个好领导，大家都愿意

跟他说掏心窝子的话。他生前给我那么多指导和关心，现在他走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他……”说着说着，L村种草养羊带头人李大姐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铁汉也有柔情。吕书记很恋家，总说家里的饭菜最香，即使是剩饭，吃起来也津津有味。

他的女儿收拾父亲遗物的那天晚上，到了 22 点 50 分，吕书记手机的闹钟响了起来，那

是他女儿中学时代下晚自习回到寝室的时间，“爸爸每晚这个时候都会打来电话，从不

间断，至今已 6年。”在女儿心里，父亲永远令她骄傲，“爸爸虽然很忙，但总是尽量

抽时间陪我，他常教导我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让我多读书，还经常向我推荐好书。”

最近，网上一则新闻引人关注。记者在 H省某地进行扶贫调研时发现，当地挂在村委会

和贫困户家中的“扶贫公示牌”上，除了帮扶责任人姓名、单位、电话以及他们的证件

照外，还印有贫困户的基本信息。对这样的“公示牌”，一些困难群众表示，公示信息

无所顾忌，这等于是“示众”，让人臊得慌、羞得很。对此，推行这项措施的有关负责

人解释说：“将被帮扶人员的姓名、照片、电话、致贫原因，以及帮扶人员的帮扶措施

印制在公示牌上，公开悬挂，是我们实施精准扶贫的创新举措。这样做，方便了贫困户

与结对帮扶党员干部的精准联系，进一步夯实了扶贫责任，推进了扶贫工作进度。”有

关职能部门也做出了回应，“公示牌挂出之后，极大地方便了贫困户，让他们在碰到问

题和困难时，能快速、简便地联系上帮扶干部。”

网友“大龙”认为，公开贫困户信息，让他们“示众”、上媒体的做法，整得“地球人

都知道”，使被帮扶或慰问的群众有“被温暖”的感觉，这让他们情何以堪？

材料 5

退休职工李阿姨曾是一名“干燥综合征”患者，多年来被口眼干燥、全身乏力、低热等

病征困扰，痛苦不堪，家人为此担心不已，女儿小张更是揪心。幸运的是，李阿姨遇到

了一位天使般的守护神——W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刘医生。刘主任担任她的主治

医生不久就和她互加了微信，粗略估算，650 天的治疗时间里，两人有 5000 多条微信互



动，有问询、有指导、有安慰。李阿姨早已把刘主任当成了朋友和家人，“这两年，要

是没有刘医生，我都不知道怎么过。”她红着眼睛告诉记者。

回忆起去年 2月的那天，李阿姨至今仍心有余悸：深夜 11 点，她正要睡觉时突发胸痛，

好像被点了穴一样无法动弹，“那一刻，我害怕极了。”疼痛劲一过，她立即抓起手机，

给刘主任发微信：“刘医生，我刚才突然胸痛得厉害，疼痛从前胸一直游走到了后背，

人像被冰冻了一样。大概 30 秒钟的样子，现在已经缓解了。这是怎么回事？”刘主任

立即回复：“我知道了，你别慌，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慢慢让自己平静下

来。”李阿姨又问：“不会是心脏病吧？”刘主任回答：“引起胸痛最常见的心绞痛或

心梗，不会在短短 30 秒的时间内就缓解，疼痛时也不会出现冰冻感，更不会在全身游

走，况且前不久的检查已经排除了你的心脏病史。干燥综合征影响体内激素引起的过敏

性反应的可能性更大。你再观察一下，如果继续出现疼痛，马上去就近的医院；如果没

有，你明天来医院，我给你配点药。”刘主任的一席话就像一颗定心丸，李阿姨安心了。

放下手机，时间早已过了零点。

李阿姨告诉记者：“刘医生建立的病友微信群里有 300 多人呢，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他

们和我一样，在这个微信群中得到了很多指导和帮助，感受到了刘医生的医者仁心。”

李阿姨说，她总想送点礼物，向刘主任表达感激之情，可刘主任从未接受，“你们健康

了，就是给我的最好的礼物。”如今，李阿姨的病已经痊愈，因为生病变得性格孤僻、

见人都不愿打招呼的她恢复了原先的开朗，常跟姐妹们一起去唱歌、旅游。

材料 6

美丽的风光、悠久的历史、诱人的美食、友好的人民……如今，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眼

中，中国是个充满诱惑和机遇的地方。许多外国人来华旅游、上学，流连忘返，有些人

干脆留下来工作、生活，融入了中国社会。

刚刚在中国拿到博士学位的迪娜是一位美丽的埃及女孩。迪娜坦言，中国人的热情友善

让她爱上了中国。“我们学校里有很多老爷爷老奶奶。当时，我刚学中文，表达能力不

是很好，可他们总是很认真地听我说话、教我发音，有时还和我说说笑话。中国人，很

有人情味，很有趣。”问她为什么与老人聊得来，迪娜说：“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真正



的中国人。”当记者请她给“真正的中国人”下个定义时，迪娜笑了：“就是觉得他们

都很好，很热心，很乐观，特别有鼓励人的感觉。”

来自古巴的马丁内斯有一个很“中国”的名字——王少国。“这是古巴一所孔子学院的

老师给我取的，我觉得很好听。”王少国与中国结缘，开始于在孔子学院的学习。“我

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特别是书法与水墨画，那意境是无与伦比的！压力大的时候，我能

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感到安静、放松，那飘逸潇洒的行书，让人体会到自由自在

的情感抒发。”来到中国后，王少国的足迹遍及中国著名的美术馆、博物馆，去过黄山、

九寨沟……“我特别爱看《三国演义》。充满情义的刘、关、张，鞠躬尽瘁的诸葛亮，

敢为天下先的曹操，都让我很着迷。”谈及北京，王少国十分兴奋。“我很喜欢四合院，

很喜欢故宫、景山、颐和园，那里充满了历史的味道，散发着中国几千年的人文气息。”

王少国说，虽然这些地方之前在书本上也看到过，但身临其境会让人更加赞叹。

2017 年春天，中国古典诗歌配乐朗诵会在 Y市大剧院举行。除了国内著名艺术家，还有

许多热衷于中国语言艺术和文化的外国朋友登台献艺。他们倾情朗诵了《春江花月夜》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经典篇目，美妙的声线在丝丝入扣的配

乐中流转。语言、文字和音乐相互交融，渗透出千百年来的厚重。这些外国友人赞叹：

“中国诗歌有对大自然的爱，有对国家的爱，有对百姓的爱，还有对家人的爱，情感丰

富，感人至深。”

材料 7

2017 年 11 月，J县新建的火车站广场成了晒谷场一事引发了热议。从网民晒发的图文

中看出，宽敞的火车站广场见不到什么旅客，反而是铺散在广场上大片大片的稻谷在太

阳底下熠熠发光，特别引人注目。除了供旅客和行人通行的道路外，火车站广场成了金

色的海洋，俨然是一道风景。

有网友质疑，本应整洁的火车站广场，竟然成了稻谷晒场，令人难以置信。一直以来，

火车站给人的感觉就是安检严格、管理规范，广场上别说晒粮食，就是摆个小摊也不行。

面对质疑，当地执法部门做出了回应。这种情况他们其实是了解的，一开始有农民来广



场晒谷时，他们就已经指出了这一行为的不妥之处。现在出现的情形是经过允许的，他

们考虑到了周边农民的现实需求，进行了充分论证，并采取了相应的管理措施。

该火车站位置较为偏僻，农忙时节旅客较少，晾晒稻谷一般情况下不会给旅客出行和公

共安全造成影响。执法部门考虑到农民在秋收时节的确缺少晾晒场地的实际情况，认为

通过引导，可以给农民一些方便。同时，执法部门对广场晒谷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

留出旅客进出站通道和必要的活动空间，保证不影响旅客通行；除稻谷外不允许堆放其

他物品，保证车站广场的整齐美观；晚上 6点之前必须将谷物清理干净，保证场地卫生。

对于一些旅客可能会产生的心理“膈应”，执法部门表示，会尽力在当地农民与旅客之

间寻找平衡点。

但是，火车站相关负责人却表示，执法部门事先没有与他们进行沟通和协调，他们对允

许农民在车站广场晒谷的事情并不知情，车站管理人员常因此事跟农民发生争执。

材料 8

做着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小唐却像学生厌学一样有“厌班症”。他说，只要一到办公

室，疲惫的感觉就排山倒海般地袭来，但每次到医院检查，身体又查不出任何问题。小

唐说，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但是这种莫名其妙的“发病”在他工作不久后就开始了，做

什么都提不起劲。“赖在家里挺好，什么都不用操心”，小唐说，现在他根本不想上班。

眼下，对办事情、写报告、跑下属单位等任何工作都嫌烦，就想整天窝在家里刷刷手机，

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事都不干的情况发生在不少 90 后年轻人身上。

在某些 90 后年轻人中，“一切随缘”的“佛系”生活似乎很时髦。他们认为，接受了

“一切随缘”，就能撇开快节奏、高压力环境下的疲惫和焦虑。于是，这些“佛系青年”

对工作丧失热情，不喜不悲、不怒不嗔。老板骂我，我说“哦知道了”；老板鼓励我，

我说“哦谢谢”；工作量剧增，我说“哦好的”……活成了一个大写的“哦”。

然而，对这些“佛系青年”的工作、生活态度，很多 90 后是不认可的。“我是第一批

90 后，我眼睛没瞎，头发没秃，不‘油腻’，而且财务也自由，但是我不打算‘佛系’，

虚度人生。”网民“汤大侠”说，“麻烦那些做新媒体的，不要再用‘佛系’的标签消



遣大众了。”网民“曹十八”说：“我们只是对无关紧要的事情‘佛系’，但大事我们

都在努力。”网民“友友”说：“万物都是运动的，包括人的心情，人在可控范围内的

消沉情绪是正常的。心累了就睡，明天‘小太阳’照常升起。”事实上，那些成为人生

赢家的 90 后，都能以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生活和工作。

材料 9

鲁迅先生曾对青年寄予殷切的期待，他希望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

自暴自弃者的话，能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新时代的青年只有将生命的温度注入到工

作和生活中，以百姓之心为己心，以他人之心为己心，才能真正享受到其中的欢乐。小

到细微之事，大至重要之举，近在一朝一夕，远到世世代代，一颗热心、一份牵挂，连

着你我他，更连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3～5”列举的工作生活中的事例体现了心系他人的一些优良品质，请分别概

括这些优良品质的具体表现。（15 分）

要求：紧扣给定资料，准确全面，条理清楚。篇幅不超过 200 字。

“给定资料 4”中展示了帮扶对象信息公示问题产生的不同观点。对此，请谈谈你的看

法。（20 分）

要求：准确全面，分析透彻，观点正确。篇幅 250 字左右。

请以“给定资料 5”中李阿姨女儿的名义，给刘医生所在的 W市第一人民医院写一封感

谢信。（25 分）

要求：（1）内容完整，条理清晰；

（2）结构严谨，语言流畅；



（3）情感真挚，有感染力；

（4）篇幅 400 字左右。

请结合对“以百姓之心为己心、以他人之心为己心”这句话的理解，以“有温度的人生

更美好”为主题，联系实际，自拟标题，写一篇议论文。（40 分）

要求：（1）观点明确，见解深刻，内容充实；

（2）结合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清晰，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4）符合议论文写作要求，篇幅 10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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