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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四川省下半年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试题

满分 100 分 时限 150 分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的作文考试不同，是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 40 分钟，作答 110 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

4.答题时请认准题号，避免答错位置影响考试成绩。

5.作答时必须使用黑色钢笔或圆珠笔，在答题纸有效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二、给定资料

（一）2008 年“5.12”汶川大地震冲击着距震中不远的安县桑枣中学，地震波一来，桑枣中学的老师大声喊道：“所

有人趴在桌子下！”学生们立即趴下，老师们迅速打开教室前后门，待剧烈震波一过，学生们立即冲出教室，老师们站

在楼梯口以及楼梯转角处指挥学生有序撤离，已有 6个月身孕的李老师正在上英语课，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他喊道：“我

们学校在搞演习，别怕！”正是这句话，全班学生以演习的心态全部有序离开。

全校 2200 多名师生，从不同教学楼、不同教室，全部迅速冲到操场，以班级为序列站好队，公用 1分 36 秒。该校

校长叶志平匆匆赶回学校，看到十多岁的学生们紧紧地挨着站在操场上，老师们站在最外围，听到大家说：“学生没事，

老师也没事”。55 岁的他，哭了。

（二）这次“零伤亡”的奇迹，不是靠运气，也并非老天眷顾，这应归功于全校师生平时长期坚持安全教育和紧急

疏散演习。而这最重要归功于校长叶志平，是他平时的严格要求，是他对学生、老师和家长的用心负责，保住了学校，

更保住了学校的全体师生。

叶志平是安县桑枣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中学高级教师，全国初中教育发展研究会会员，绵阳市示范初中校长联

谊会常务理事。他先后被评委安县和绵阳市明星校长，四川省德育工作先进个人，优秀中小学校长，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以及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师德标兵。因在汶川大地震中确保全校师生安然无恙，叶志平为网友誉

为“史上最牛校长”。对于这个成为，他谦逊地回应，“我不牛，但我想做牛，做鲁迅笔下的‘孺子牛’”。

（三）叶志平先是桑枣中学的一名普通教师，当校长后他把危楼加固作为重要任务，他说：“一个好校长首先要把

安全摆在首位，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一个娃娃是千分之一，可对他们父母就是百分之百！”

桑枣中学的的实验教学楼始建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时没有找正规建筑公司，断断续续盖了两年多。后来，

竟没有人敢验收这栋楼，面对这样一栋华而不实的危楼，叶校长下定决心维修加固，他开始自学建筑知识，身上经常带

着铁锤、钢尺等工具，对教学楼边边角角仔细检查，把问题一笔笔记下来。从 1997 年开始，连续几年对这栋危楼改造

加固，排除了危险。

第一次，叶校长找正规的建筑公司，拆除了主实验教学楼相连的一栋质量较差的厕所楼，在一楼的安全处重新修建

了厕所，第二次，他将楼板间缝隙中的水泥纸袋去掉，实实在在地灌注了混凝土，使楼板的承受力大大提高。其间，资

金不够他就发动老师自己动手干。那年暑假，全校教职工都不休息，参加施工。第三次，他对这栋危楼动了大手术。将

整栋楼的 22 根承重柱子，按正规的标准要求，从 37 厘米的三七柱，浇灌水泥，加粗为 50 厘米以上的五零柱。

他利用寒暑假和周末，“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将这栋修建时仅花 20 万的有 16 个教室的实验楼加固好，累计投入

资金达 40 万，学校当时没有钱，叶志平就一点点向教育局要，请求支持，这 40 万是他左一个 5万元，右一个 5万元要

来的，但数年后叶校长接受采访，被问及筹款翻修教学楼之事时，他总会强调翻修得到了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只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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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财政实在太小，经费有限，以至于翻修颇费周折。“5.12”汶川大地震以后，校外的房子百分之百受损，校内的 8栋

教学楼只有局部坍塌，最令他担心的翻修多年的实验楼，却没有塌。

安县处在地震带上，因此，县教育局规定该县中小学每周上安全教育课，桑枣中学非常认真地执行，每周安全教育

课都严格要求，内容、备课、检查、考核都有详细规定。2004 年，叶志平到上海参加一个研修班，无意中参加了一座写

字楼的消防演习。回来后，他认识到教学楼结实、加强了安全教育还不行，紧急情况下有序地疏散学生也至关重要。当

时还没有考虑到地震，叶志平担心的是停电、失火，甚至是宿舍楼里调皮男生的恶作剧，都可能引起群体踩踏时间。从

2005 年开始，桑枣中学每学期必定会搞疏散演习。

叶校长对媒体常年报道的学生群体群伤事件深入分析，发现很多事件源于对细节的忽略或处理不当。因此，学校专

门定制了应急疏散办法和预案，对疏散演习的每一个环节都做了详细规定。学校规划好每个班的疏散路线，疏散时两个

班何用一个楼梯，每班必须排成单行，每班 9列 8 行，前 4行从前门撤离，后四行从后门撤离，每列走哪条通道，都有

规定。学校还要求 2楼、3楼教室里的学生跑快些，以免堵塞逃生通道；4楼、5 楼的学生稍微慢些，避免在楼道中造成

人流挤压，每个班级疏散到操场上的位置也是固定的。

刚搞紧急疏散演习时，一些老师有意见；学校老师少，课程少，再搞疏散演习和安全教育，很麻烦。有些家长也不

理解，认为叶志平不专心教学，搞这些“无关紧要”的工作，是“不务正业”。不少学生当这是娱乐，也有学生认为多

此一举，但是叶校长还是把演习和安全教育坚持了下来，定期进行，从不间断。

叶校长还把学校具体安全事务分了 38 类，分别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签订了责任书。

这些制度在地震来临之前的数年，被老师和学生们忠实地执行了下来，在很多人严重被忽视的部分却被叶志平牢牢

地抓住，日复一日地深化，雷打不动地执行。但对于“1分 36 秒”的奇迹，他却淡淡地说：“我们只是慢慢地摸索，最

后在这次大地震中，歪打正着，用上了。”面对赞扬，他说：“其实不论任何人当这个校长，只要用心去做事，落实好各

种规章制度，结果都会一样。”

（四）对学校震后新建教学楼，叶校长更是严格要求，细心观察。他心中始终紧绷着一根弦，教学楼不建结实，早

晚会出事。出了事，没法向娃娃家长交代，没法向社会交代。“责任高于一切，成就源于付出。”叶志平一直坚守这条信

念。重建中，叶校长基本都是最早到学校，晚上十一二点左右才回家，因为总来不及吃早饭而以干饼子充饥。“帮我买

一个干饼子回来”成了他的口头禅。

2009 年初，新学校的设计图纸还在叶志平这里没有过关，他列出几处问题：玻璃幕墙好看但不安全；走廊外的空心

栏架，经不起学生摔打；走廊和楼梯太窄，遇到紧急情况，容易发生拥堵，钢制防盗门，遇到地震变形很可能打不开等

等，设计人员尊重他的意见，修改了设计方案。“我们并不需要豪华的学校，我们只需要教学大楼牢牢的，门前的路宽

宽的。”在新校建设中，叶志平要求秉承坚固牢靠、简洁实用和节能环保的三大原则。

施工期间，遇到节日，叶志平都要给建筑工人送肉松，建筑工人开他玩笑：“在外施工，一般都是业主为难我们，

现在反过来了，我们成了上帝，哥们儿，你是不是有啥事求我们？”叶志平的确有求于他们：希望工人们能将每块砖都

码得牢实些，这样学校就更安全。

灾后重建中，作为校长，叶志平绝对不参与工程采购。有人跟叶志平说：“你如果让学校买我的电线，我给你 5万。”

叶校长回应：“学校一共才需要 20 多万的电线，给我 5万，你赚什么？你干脆直接把电线送给我们学校就行了。”工程

招标阶段，很多老板想请叶校长吃饭，给他送钱，无论是 10 万、20 万还是更多，他都拒收或者退回。一个老板塞了 20

万在叶志平车的后备箱，他退钱时说：“如果你不收回，我就拿到学校里，我们学校正搞建设缺钱呢！”

（五）刚当老师时，叶校长并不喜欢这个职业，可他心里有个原则：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要认真去做。结果，

一做就爱上了这份工作，他一直扎根在桑枣中学，30 年来没有离开过。叶志平不是没有机会走出去，上世纪 70 年代，

有机会调入县公安局，他放弃了；之后多次组织调动，他都选择坚守学校；地震后，有民办学校邀请他去做校长，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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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万，他没有答应；还有单位给出配车配房，年底分红的待遇聘请，他也拒绝了。

1996 年，新任桑枣中学小站的叶志平果断决定，关闭校办工厂，停办职高班，将学校所有精力都集中在初中上。他

说：“与其东一榔头西一拳，不如专心致志搞一件事。”叶志平心中就一直有个梦想：让农村的孩子也能享受到和城里孩

子一样的优质教育。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桑枣中学连续 16 年中考都居全县第一，2008 年地震那年，还创造了历史最好

成绩。

“当叶老师的学生就是不一样。”经常有学生这么说。1992 年，电脑在大城市都还是时髦的东西。这年夏天，外出

开会的叶志平抱回了一台 286 电脑。在他的建议下，学校又先后买回几台电脑，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学习。桑枣中学成

为绵阳最早将计算机运用到教学中的学校。多年过去，叶志平早已经成为学校著名的电脑高手，不仅会用，而且会修，

电脑、摄像头、无线网络等时髦玩意儿一应俱全。

“做事拼命做，该玩拼命玩。”这是叶志平的工作准则。在他的主导下，舞蹈社、民乐团、文学社、合唱团应运而

生。即使面对“保第一”的压力，叶志平依然不鼓励老师拖堂和补课。他规定学生在下午一定要有一个小时自由活动，

打球、跑步、上网、读课外书，晚上还得留出看电视新闻的时间，桑枣中学的上课铃声是世界名曲“蓝色多瑙河”，他

希望通过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熏陶学生。

在桑枣中学，叫叶志平校长的人不多，年长的教室喊他“老叶”，年轻的老师喊他“叶伯伯”，学生喊他“叶爷爷”，

也有调皮的学生喊他“叶校长”。叶志平的办公室里，保留着一个存放学生来信的文件夹。这些信件中，有学生向他倾

诉自己在班上受到老师不公平的批评，有的是请求他为初一的女孩子们组织一场篮球赛，有的还悄悄告诉校长，自己喜

欢上了班上的一个同学，并强调，这事只告诉他一个人，还有学生只是表达内心对校长的祝福。一个女生在信封上写到：

祝敬爱的叶校长展信 QQ 趟，甜到太平洋。

出身贫困的叶志平，对寒门学子有一份特别的关爱，王同学家境贫穷，中午常以玉米面和红薯充饥。叶校长知道后，

把他拉到家里，给他换成大米饭。此后，叶校长总是让这个学生每周把背来的玉米面拿到他家里，换上大米，他的“借

口”是“老师喜欢吃玉米面”。叶校长的儿子叶茂至今还记得，小时候每到周末，家里总是挤满了来洗澡的学生，父亲

就像个勤务兵，忙里忙外地为这些山里来的孩子们服务。

一次，一位年轻的老师第四节课下课很久了才去食堂吃饭，了解到年轻老师是在准备下午第一节课时，叶校长为他

的敬业精神所震动，同时要求自己，以后凡到吃饭时间，发现有老师没来，就主动打好饭菜给老师送去。多年如一日，

叶校长坚持这么做，不再学校，就要求班子其他成员做。他常说：“老师们的身体不能因为工作搞垮，身体垮了，那才

是真正的影响工作，更重要的是误了人的一生啊！”

为提高教学质量，叶志平让老教师与年轻教师结为师徒，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它规定，一个班的成绩得

了全县第一，无效；只有整个年纪的平均分排名全县第一，单个班级的第一才能得到表彰。有了这个“损招”之后，老

教师纷纷主动把自己的绝招亮出来，与年轻老师一起往前冲。叶校长又“搭台子”，举办各种比赛，为新教师施展才能

创造平台。他对新入校的教室提出“一、三、五、八”目标制，一年成长，三年成熟，五年成才，八年成就，大胆使用

青年教师。

（六）叶志平总是很忙，很少有时间陪伴儿子。儿子从小学到高中的家长会他很少参加。但是，只要有空，他就会

和妻子带儿子去河滩玩耍，搬石头，找木方，淘沙窝，筑水坝，放风筝，采野花。“一个字，潮。”在儿子眼里，父亲就

是一个紧跟时代潮流的人。叶茂小时候，叶志平从不安排儿子参加兴趣班，有空就带他出去玩。家里常年订阅《走进科

学》、《环球》和《世界知识画报》等杂志，父子俩还一起玩模型飞机，模型汽艇。叶志平会像孩子一样，满地爬，满院

子跑。儿子眼中，父亲既是童心未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又是用崇高人格鼓励鞭策他成长的好师长。

2006 年，叶志平的妻子王冠丽患肾结石病倒了，实在忍不住病痛的妻子提出住院时，他才反应过来，自责说：“真

是忙晕了头，你病的这么重我都没有注意到。”为了让妻子手术醒来第一眼就看到他，他把工作拿到病床前来做。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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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醒来就看见丈夫坐在病床边抱着电脑，忙着写中考工作计划。2011 年 6 月 3日傍晚，叶志平回到家里，虽然特别疲惫，

却坚持要亲自下厨，说一家人难得吃上团圆饭，还专门炒了儿子最爱吃的酸辣肉丝，喝汤时，妻子发现汤水顺着他的嘴

角往下流，他想抬手檫，手却不听使唤。妻儿急忙搀他到沙发上，他说：“可能太累了，睡一会儿就好了。”随后就昏迷

不醒，送到医院，一生确诊为“脑淤血”。他昏迷其间，桑枣中学中考成绩又在全县一举夺魁。学生们牵挂着叶校长的

病情：“希望叶校长能够像他的绰号一样，能在死神面前‘牛’一把！”

（七）2011 年 6 月 27 日，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汶川地震灾区“最牛校长”叶志平走了，终年 57 岁，他没有遗憾。

妻子说：在我心中，他是平时勤奋好学、多才多艺的学友，是对我百般呵护、关怀备至的兄长，是我心心相印。志

同道合的丈夫。我愿意来生再牵你的手！

在儿子叶茂眼里，工作上父亲是完美主义者，学校的大小事务，都事必躬亲。生活中的父亲却活的很洒脱，有点像

令狐冲。过年时，家人不让他喝白酒，欲换成红酒，父亲拿过白酒说：“我就是想喝白的！”

叶志平的同事和亲属说：“1分 36 秒，是他 57 年人生最灿烂的时刻。”

2011 年 6 月 27 日上午 11 点 36 分，媒体第一时间发布了叶志平去世的消息。叶志平的同行、朋友、学生、曾经采

访过他的媒体人，以及人事或者不认识他的各地网友们，纷纷表示哀悼，并以不同方式追思叶校长。

河北大学团委副书记李伟森感言：“真正的好医生善于治‘未病’，‘最牛校长’正是一个这样的好医生，不做面子

工程，只做里子工程；不做形象工程，只做基础工程，没有惊天动地，却于平常细微中震撼人心。”

央视著名主持人张泉灵在微博中留言：“校长不只是职务，是个值得所有人为你鞠一躬的尊称。”

叶校长的同事，桑枣中学副校长黄奕并说：“叶校长实际上是一个固执的人，特别在学校安全、学生安全方面，相

当固执，没想到他的固执，拯救了数千名师生的生命。”

援建方中治集团华治分公司副总经理赵鹏仁记得，“新桑枣中学是叶志平一生中期盼的最重要作品，他说，一定要

在这片土地上把这幅画画好”。

桑枣中学毕业生刘一莲感叹道：“校长是我做人的旗帜。”

（八） 网友留言到：

 对于所有灾难最好的纪念是避免，与其事后轰轰烈烈表彰抢险，不如这样事先扎扎实实搞好预防。

 在那样一个灾难之后.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的苦难，而这样一个奇迹却真的令人振奋。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2200 人命，就胜造 15400 级浮屠，愿叶校长一路走好。

 一定是上帝把叶校长叫去管理天堂里的校舍了。愿叶校长在天堂里快乐。

 今我们天天说责任高于一切，但大多停留在口号上，而叶校长是真真切切地做了：做得那么仔细到位，做得那

么持久执着。

 十余年来，叶志平仿佛在进行一场与死神争分夺秒的赛跑，这个孤独的战士，用自己不可思议的顽强，为桑枣

中学的师生们构筑了一幢生命的掩体。

在众多的赞美、感叹声中，也有少数不一样的声音，有人说叶校长沽名钓誉，也有人说他不懂政治，只适合当个校

长。

但无论生前生后，别人如何评说，叶志平曾经对自己的评价或许最真实。生前，被赞美和掌声包围的叶志平并没有

迷失，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认真负责’四字已然很好。”他总说：“党给了我这个职务，虽然很小，也没什么权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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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这个岗位上，把每个小事做好，每个人都能把小事做好，合起来就是大事。”

〔九)《光明日报》曾发表《因为爱所以‘最牛’——追记四川省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社论，同日配发的评论

《人民最爱这样的“牛”》写到：“叶校长做的一些工作，看上去并非多么精专，甚至在一些人看来显得琐醉，甚至多余，

然而，在考验来临时，那些经他亲手测量过直径的承重柱子，却证明了这些工作的价值，对琐碎细节的认真，竟成为了

危险时刻守卫生命的强大力量。”

2011 年 9 月 1 日，中共四川省会发出了《关于追授叶志平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指出：叶志平同志参

加工作以来，扎根基层 36 年，始终坚守“责任高于一切，成就源于付出”的信念，默默耕耘在农村教育事业第一线。

始终把“办一所好学校”作为一生的追求，坚持把安全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基础办学理念，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

凡的业绩，2011 年 9 月 5日，四川省庆贺 2011 年教师节暨即叶志平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成都隆重举行。

2011 年 9 月 5 日，《四川日报》第一版发表《无私奉献担重责 办好教育为人民——论向叶志平同志学习》的评论

员文章。

2011 年 10 月 11 白上午，叶志平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指出，

叶志平同志生动诠释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崇高师德风范。

〔十〕叶校长去世后第三天(即 2011 年 6 月 30 日)，《四川日报》刊发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的纪念文章《深

切怀念“最牛校长”叶志平同志》，文章用最平实的语言追忆了这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校长，“叶志平同志不幸病逝，我深

感悲痛，”……我与叶校长交谈，他的话朴实无华，一如他的外表，言语间充满了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从桑枣中学师生脸

上写满的尊敬与自豪，我知道这是一位优秀的好校长！……叶校长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的学校和始终牵挂在心的

师生。叶志平同志是我们党的普通一员，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叶校长走的时候，他内心不

会遗憾，他尽到了一个校长的责任，对得起他的自我评价“认真负责”这四个字，他的精神将永远寻护看桑枣中学，守

护着一代又一代的桑枣学子。一个人，不管他处于什么岗位，不管他的职务高低，只要他为人民办了好事，做了责献，

我们就应该永远记住他，永远怀念他！”

三、作答要求

（一）叶校长去世第二天，某网站转载了《四川“最牛校长”去世 曾创造地震零伤亡》的长篇报道，文中介绍

了上述叶校长为了学生安全鞠躬尽瘁的事迹，文章结束处有网友读完这篇报道后心情的调查，结果如下：

从调查结

果看，绝大多数

网友选择了“难过”，请简要归纳阐述，这种“难过”的复杂心情，包含了网友哪些情感。(20 分)

要求：分析全面深刻，符合情理，语言简练，不超过 300 字。

（二）叶志平较长的先进事迹体现出哪些优良品质和崇高精神?请根据材料予以归纳，并作出简要分析阐述。(30 分)

要求：内容全面，条理清晰，逻辑性强，不超过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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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的纪念文章《深切怀念“最牛校长”叶志平同志》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叶志平同志“认

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认真负责”是对叶志平最真实的写照，也是对他最平实、最贴切的褒奖。请结合给定材料和社

会生活实际，以《认真负责应该成为工作的底线——学习“最牛校长”有感》为题，写一篇议论文。(50 分)

要求：分析论述深刻，条理清晰，语言简洁流畅，限 800 一一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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