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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贵州省公务员录用考试

《申论（A 卷）》真题试卷及解析
（考生回忆版）

给定资料

1.“这儿要是高速公路修通了，我们可怎么办?”十几年前，年近六旬的“背二哥”(山

区的力夫)老秦问我，他的脸上写满疲惫和沧桑。老秦的家在地处川鄂茶盐古道上的 CX 村，

因为深度贫困和交通的闭塞，该村的人祖祖辈辈都是“背二哥”，靠背背篼卖力气吃饭。可

公路一通，车轮一转，“背二哥”们靠什么吃饭?老秦看我没有回答，深叹了一口气，用嘶

哑的喉咙唱起了歌：“长江呃，河来哟，三峡哦，峡来喲，我是三峡哟，‘背二哥’罗哈，

太阳送我哟上巫山，月亮陪我哟下江河……”这就是“背二歌”。原来，三峡两岸山高路陡、

行走艰难，“背二哥”一声吼起，“背二歌”高亢激昂，以翻山越岭、穿云破雾之势，响彻

川鄂茶盐古道。“背二歌”不是刻意唱给谁听的，它本身就是“背二哥”劳动的一部分。它

是他们为了消除寂寞，缓解疲劳而唱的，是寂寞和艰辛之中自然升华出的歌。“背二歌”调

子是豪迈、高亢、激越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调子背后，它却有着沉郁、悲凉的本质:

“背二歌”承载着“背二哥”的哀怨与艰辛，承载着三峡两岸的陡峭与苍凉，承载着道路的

漫长和寂寞；它充满着无奈、心酸和苦涩，也包含着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希冀。在抬头见天、

低头见峡的山谷里，“背二歌”和三峡古韵中的民歌、情歌、哭嫁歌、花轿歌一起，在日子

里飘扬，成为包括“背二哥”在内的三峡人们心中疗伤与养心的良药。那是对自然伟力的祭

歌，对顽强生命的赞歌，对爱情和生活的颂歌。新西南教育

到了 2018 年，高速公路也延伸到这儿了，曾经害怕路通地平影响生计的“背二哥”们，

如今又是何般模样?走进 CX 村，我发现它和三峡两岸所有村一样公路纵横。更为惊讶的是，

一条条水泥板铺就的人行便道从公路两边伸向每一户村民家中，除了上坡下田的路，村里几

乎看不到一条土路。见到老秦时，他正在家里教儿子和一群年轻人唱“背二歌”。“调子是

老样子，但歌词被儿子他们这些年轻人改啦”。老秦告诉我，村里通了公路，河上修起了水

库，老家改天换地了。儿子不再外出打工，而是回到老家买了一艘小游艇，搞起了农家乐，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生活好起来了，但关于“背二哥”的记忆不能淡忘那种在如苦水般的日

子里依旧坚强乐观、努力生活的精神不能丢。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到这方古道，为了留住关于

古道的深刻记忆，儿子还专门要他们这些老“背二哥”教他们唱“背二歌”。他们学会了，

要唱给游客们听，让新的欢快的“背二歌”飞扬到更远的远方。

“小小游艇荡碧波，我是年轻‘背二哥’，背山背水背太阳，古道春风唱新歌……”“背

二歌”在以前是一种苦吟，在新时代，它以另一种方式被新的“背二哥”们唱响。时代向前，

总有新歌要唱，也总有新人要上场。网址：www.gwypxw.com

2.S 县位于 A 省南部，初夏时，这里群山披翠，江水衣蓝。小桥流水、长街曲巷、飞檐

翘角、雕梁画栋……它们既是游客镜头里的美景，也是历史积淀的见证，更是当地薪火相传

的文化根脉。

“今天恰好是我们县的‘民居宣传保护日’。每年今天，我们会家家户户地宣传民居保

护知识。”当地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说，“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我们

成立了民间保护协会，大家自发参与民居保护。每年，还会将古民居门票收入的一部分作为

文物保护资金用于本地民居保护。这实现了保护与开发的良性循环。”

十余年前，S县成立了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县世界文化遗产、历史古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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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古民居及其它文物资源的监测、保护和管理工作。在当时，这一专门的保护机构在

全国尚属罕见。同一年，S县又开始探索古民居认领保护活动的试点工作。在这种认领保护

模式中，还包括认租和认购。在投资保护的前提下，认租、认购项目通过合理利用古建筑可

以获得收益。这吸引了全国各地，尤其是艺术、收藏类的爱好者走进 S 县，共同宣传和保护

当地古民居。千山画院、归云山房、印象老屋、黄岳画院……一大批国内艺术大师的工作室

都安居在此。这无疑更增加了当地的文化气息。

2009 年，S县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启动了“百村千幢”古民居保

护利用工程。S 县用了五年时间，成功地完成了对百余个古村落和上千幢古民居的保护开发

和利用，探索出了“在保护中突出利用，在传承中注重创新”的新模式。

同时，当地还建立了关于古民居认领保护利用、抢修保护利用、迁移保护利用、原地保

护利用等为重点的古民居保护利用政策体系，对涉及的抢修、迁移、认领、土地转让、房屋

登记、资金支持、相关程序作岀了明确规定，为依法规范开展古民居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

依据。

不仅如此，S县探索开展的古民居流转改革试点工作，在依法保护的前提下、在保持原

汁原味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古建筑的内涵内质和利用方式。借鉴农村的土地流转模式，注重

发挥市场主体作用，2014 年，S 县开始探索古民居产权流转改革:以征地形式将古民居所在

的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后公开挂牌出让，通过放开流转交易，打通社会力量参与古民居

保护连接、利用的通道。 新西南教育

现在，借力社会资本，S 县的部分古民居“复活”变为风情浓郁的精品民宿、文化客栈，

不仅奏出一首古韵悠长的新曲，更是当地旅游转型升级的新业态。网址：www.gwypxw.com

3.“阳光公社”是 DL 镇的一个文化创意旅游项目，由著名设计师主理，其包括:创意餐

厅、创意民居、创意奶场、农产品创意超市等。所有建筑都遵循当地古城的规定做成了传统

的民族样式，地面均由卵石铺砌，造价低廉，却易拆卸和重修。“这个文化创意项目不仅增

加了我们村旅游景点的看头，也让居民的房屋变得美观整洁。”村民老李指着自家屋子的外

墙，“那是 T大学的大学生们给我们专门做的创意彩绘。有了它，我们的房子看上去更精神

了，我们不打扫干净屋子都觉得对不起它。”阳光公社的另一个亮点是文化创意奶场。其奶

牛生产基地中植入了亲子项目，亲子家庭可以在这里体验牛奶生产，同时亲近自然和土地。

“阳光公社”对外营业后，DL 镇的游客量较去年增加 200%，旅游营收提高了 260%。县政府

更是对这种融合了文化创意的乡村旅游模式给予“美人居、添看点、促旅游、增收益”的高

度评价。 新西南教育

LJ 村有适合发展现代农业的低丘缓坡近万亩，有毛竹林 8000 亩，还有一些从事野猪、

山羊养殖和茶叶、铁皮石斛种植的小型农场。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家庭农场，并

且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投入农业农村。LJ 村决定因地制宜建设 18 个家庭农场，形成家庭农

场聚集区，以家庭农场为龙头带动休闲观光业发展。为此，村里请设计公司对整村进行村庄

环境规划、产业规划和旅游规划，打造了 18 个各具特色的家庭农场，鼓励本村现有农户扩

大产业比如种植白茶、铁皮石斛，饲养野猪、野山羊等；同时引进社会资本，打造花海世界、

百亩竹园等景观，以小火车作为观光载体，串联起各景点路线。LJ 村采用“村+农场+公司”

模式，成立乡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土特产品，统一包装、统一定价，打响品牌，形成

乡村农业、旅游收益互补。“孤立的农业种植难以提升土地的附加值，发展创意农业，把田

园变乐园，村庄变旅游景区，才能大幅提高土地的收益！”LJ 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这样说道。

现在，LJ 村集体资产已达到 1.2 亿元，村民年人均收入增至 33 万元。

0.5 元一个的馒头，0.8 元一瓶的矿泉水，2元一碗的面条……MX 镇乡村游乐园里商品

的“亲民”价格，无疑是吸引游客的最大卖点。对此，不少人质疑:“一个馒头成本 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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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才卖 0.5 元。这么‘倒贴’，不傻么?”殊不知，这样的“倒贴”，正体现了游乐园营销

的高明之处。“旅游从总量上来说，低消费倾向的客人通常占到 80%-90%。如果人为地抬高

消费门槛，不就等于自绝财路?”这就是“平民经济学”的要义:通过“倒贴”部分旅游产品

来进行营销，给游客留下好印象，形成全域旅游的良好态势，让不同消费层次的游客都愿意

来，让他们玩得起、玩得开心。“我从来不觉得‘营销’是个贬义词。我觉得我们的乡村旅

游融合现代的营销理念很有必要。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名山古刹，靠的就是这个自己呕心沥血

打造出来的游乐园。要想营利，当然要靠‘流量’。承诺永不涨价的食品、别开生面的动物

运动会、惊险刺激的网络直播，都为我们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大家能来最好，不能来的，

至少也知道了我们这儿的名字。”MX 乡村游乐园运营公司的经理 Q先生说，“通过这样，

我们走‘网红’路线，成功地在竞争惨烈的乡村旅游市场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网址：

www.gwypxw.com

4.为了开辟“第二课堂”，阻断贫困代际传递，PA 乡全面开展了教师家访工作。老师

们送“育”上门，在学生家庭密集的院坝、楼栋等地，召开“院坝家长会”“楼栋家长会”，

宣传教育政策、倾听家长意见。58 名教师利用下班、双休日等，送“爱”上门，对学生逐

一进行家访，了解家庭情况、沟通教育方法，把孤儿、单亲、留守等特殊情况家庭作为重点

家访对象，通过举办关爱活动、微信视频联线等方式，关爱学生成长。其后，他们还开展了

“家访问题分析会”，对家长意见、建议相对集中的热点问题逐条进行分析、商讨解决方案，

并定期回访，营造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家校共育”氛围。

而如此细致的家访工作的背景又是什么呢?“前些年，我们调研时发现，不少群众对政

府有怨气，使得危房改造、厕所改造等不少利国利民的工作推进落实难。”F 县县委书记说，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于干部和群众走动少了、交流少了,干群没有打成一片,没有建立起

“骨肉相连”的信任感。2016 年,F 县开始探索干部走访、教师家访、医生巡访、农技随访

的“四访”机制。 新西南教育

PA 乡正是该县“四访”工作的示范代表。在 PA 乡,全乡划分为 50 个网格,有 112 名网

格员,他们负责走访 7016 户农户。以下是关于 PA 乡“四访”工作的部分情况:

“要不是党的关心,哪能住新屋?”老熊在自家新房里对记者感叹道。往昔在他眼前浮现:

自己因骨髓炎截肢而痛不欲生,土坯房钻风漏雨更是让人度日如年……多年来,老熊与妻子

都想改变家里境况,却力不从心。自“四访工作开展以来,老熊家的困境,在慢慢改变。从被

列入建卡贫困户起,老熊就发现来访的干部多了,不仅来得勤,还问得细:每个家庭成员的年

龄、文化程度、就业、身体状况,厨房、厕所、猪圈,土地是流转还是自己种,现有条件能发

展哪些产业……事无巨细,都详细记录在了他们为老熊家建的台账里。老熊当上了护林员,

妻子也成了村里的保洁员,两个人的工资让全家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夏大妈 2018 年种了近 3 亩的辣椒,收入两万余元。在 2017 年她也种了半亩小米椒,却只

卖了千余元。究竟发生了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关键就是农技员来指导。”PA 乡党

委书记老文说,乡里引进了农业公司,建起了蔬菜基地。在公司人员的建议下,夏大妈从小米

椒改种市场需求量大、价格也更高的二荆条辣椒。在种植中,负责农业技术指导的农服中心

主任老任常到夏大妈的辣椒地里进行技术指导。“他们说用农家肥,我就用养的猪、鸡的粪

便拌着草木灰来施肥;说要防虫害,我就按他们说的打药。”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夏大妈

的二荆条辣椒获得了丰收,农业公司又以高价全部收购。文书记介绍,为了帮助农民提高生产

水平,增收致富,全乡开展了农技随访。乡农服中心先后组织专业骨干 75 人次,深入农业基

地、田间地头,传技术、教方法，为农民提供产业发展上的技术扶持,护航乡镇特色产业发展。

“我有胃病,要经常检查,但大医院太远了。小丁她们定期过来,真是很感谢。”目送医

务车在雨中远去,刘阿姨慢慢走回屋内,“现在,我的病情稳定了。通过几次细致的诊查,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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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制定了个性化治疗方案,建立了健康档案。和我家签约的家庭医生每月到我家来间诊

至少 2次,不仅送医送药上门,还会定期追踪治疗效果。”除了为刘阿姨这样的贫困户落实签

约家庭医生外,PA 乡还实行村医常态化入户送诊,对小病小患及时送诊送药,对突发性疾病

由村医通过电话与签约医生等进行会诊,病情严重的由村医联系驻村工作队共同送往医院住

院诊疗。这样的巡访,为村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也能及时发现村民潜藏的病患,减少因

病致贫。PA 乡的医生巡访工作还并不局限于这些。为深化巡访,PA 乡进一步统筹乡镇中心卫

生院和口碑较好的私人诊所的医务人员,利用群众会、赶场天等,在镇街、各村便民服务中心

等人群聚集地,免费为全乡群众进行健康体检,提供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健康教育、个

性化健康管理等服务。

“我们的四访’工作可不是各做各的,而是实现了信息的互联共享。教育、健康、技术

都和收入息息相关。通过两年多的工作,我们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信息档案,这对我们这个

深度贫困乡的精准脱贫工作有重要意义。”文书记说道。网址：www.gwypxw.com

5.“Y 省的咖啡豆是天赐的礼物。”据统计,Y 省大部分咖啡豆种植区的海拔都在 1000

米以上,肥沃的土壤,充足的光照和降雨,明显的昼夜温差,让其所产咖啡豆颗粒饱满、口味醇

厚,堪称天地厚养。 新西南教育

“Y 省的咖啡豆,可以是高品质的,但这看运气。”咖啡爱好者小李说。就拿 Y 省咖啡种

植大户 B 市、P 市来说,其仍然以散户种植为主。这些咖啡树的“邻居”可能是烟草、水果、

玉米等等,施肥、除虫这些都可能没有。咖啡果本身是水果,风一吹,各种植物的花粉漫天,

以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种植,咖啡豆的品质怎么可能稳定呢

Y省某著名的咖啡烘焙师说:“我们的咖啡产业,主要还是在做咖啡豆供给,这属于产业

链底端。种植的搞种植,烘焙的搞烘焙,各自为政,还要相互挤压利润空间

Y省的咖啡豆在国际上确实有些名气,但这种名气并不属于当地品牌,它只是在Y省生长

出来的产品的属性。很多著名连锁咖啡店使用的咖啡豆就是产自 Y 省的。但大部分人并不认

为自己在喝 Y 省的咖啡,而是在喝咖啡店的咖啡。

现阶段中国人均咖啡消费量远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不过,近几年“互联网+咖啡”模

式进一步发展,一部分人有了喝现磨咖啡的习惯,而且更倾向于使用阿拉比卡豆(咖啡豆的一

种),而 Y 省种植的主要就是阿拉比卡豆

“我们不想种咖啡豆了。”Y省咖农老王抱怨说,“我们的咖啡豆价格比巴西、印尼、

越南低,但采摘成本却高很多。所以,我们不赚钱,有时还赔本。我看到,有的地方的农产品是

几个村一起统一种植、统一收割、统一标准加工，再‘组团进城’销售。我们要是也能那样

就好了”

“我们咖啡单产高,这应是优势,而不是我们产能过剩的原因。但在很早之前,我们就已

有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问题。”Y 省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并没有从‘中国咖啡市

场高速增长’中得到多少利润。举个例子,我们供给某外国品牌咖啡店的咖啡豆价格是 25

元一公斤;而它们在中国卖一杯咖啡就要价 30 元。其实,我们已建成了国内最大的焙炒咖啡

生产线,还有几十个咖啡品牌以及大量的满怀热情的咖啡产业技术人才,这些都是我们咖啡

业发展的条件。

据统计,世界咖啡的消费增长速度大致维持在 2.5%,而中国消费增长速度高达 25~30%。

考虑到人口基数,这个市场潜力大到无法想象。

“我们有难得的适宜种植利润丰厚的微批次精品咖啡豆的微环境、微气候”某咖啡品牌

主理人小雯感叹道,“可什么是精品,怎样才算微批次?我们用的是国外的概念和标准。而从

种植到加工生产经营企业,有执行国际咖啡组织认证标准的,有执行欧盟认证标准的,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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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认证标准的,可谓五花八门。为什么我们不制定符合我们国情,又兼容于国际的标

准呢?不行动起来,我们还是会一直被牵着鼻子走。

其实,对于咖啡产业,Y 省政府是高度重视和支持的,不仅出台了发展指导意见,更协助

一些咖啡种植庄园从全球主产区引进瑰夏等优质咖啡品种,建起了世界咖啡博览园和 Y 省咖

啡种子基因库,专注改善 Y 省咖啡品种单一的现状。经过近五年的种植培育,Y 省某庄园已经

产出了对当地环境、气候更加适应,风味更佳的二代品种。“这些成功的行动说明我们的地

理环境和技术是很棒的,说明中国有好咖啡,就在我们这儿。”一位当地的咖啡庄园主人说道。

小陈是 Y 省某咖啡品牌创始人,他所经营的咖啡网店的年营收已破千万元，是国内最著

名、最成功的咖啡电商之一。“曾经有个记者朋友用‘三杯咖啡’形容我的咖啡电商创业历

程。第一杯是苦后回甘,第二杯是保持原味本色、第三杯是着力花式调配。其实,在我心中就

一个字动。”自称“咖啡创业青年”的小陈轻松地笑着,“干百万次地想‘要让全国都喜欢

我们 Y省的咖啡’,不如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再踏踏实实地走下去。我们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

赋,也有诸多后发劣势......所以,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行动起来。因为,之于世间事,‘静’会

给予很多‘如果’的假想,可唯有‘动’能带来‘但是’的希望”。网址：www.gwypxw.com

作答要求

一、请根据“给定资料 1”,谈谈随着时代变迁,“背二歌”内涵意义的变化。(20 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有条理;字数不超过 200 字。

【参考答案】 新西南教育

“背二歌”在以前是一种苦吟：①是“背二哥”劳动的一部分，②有着沉郁、悲凉的

本质，③成为三峡人们心中疗伤与养心的良药，是祭歌、赞歌、颂歌。

现在的“背二歌”以另一种方式被新的“背二哥”们唱响：①调子是老样子，但歌词

被改写；②老家改天换地，生活好起来，但是关于“背二哥”的记忆不能淡忘，坚强乐观、

努力生活的精神不能丢，“背二歌”唱的就是关于古道的深刻记忆；③内涵更加欢快。（183
字）

二、根据“给定资料 3”,分析三个村镇旅游发展的相同之处,并概括其各自的成功经验。

(30 分)

要求:紧扣资料,内容全面;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字数不超过 400 字。

【参考答案】

相同之处：①因地制宜，发展创意旅游项目；②美人居，添看点，促旅游，增收益；

③走亲民路线，将村庄变旅游景区。

各自成功经验：DL 镇：①打造“阳光公社”，发展文化创意旅游项目，建筑遵循古城

规定做成传统民族样式；②与大学合作，由大学生对民居进行创意彩绘；③打造“文化创

意奶场”，植入亲子项目。LJ 村：①建设家庭农场；②进行环境规划、产业规划、旅游规

划，鼓励农户扩大产业；③引进社会资本，打造田园景观，串联各景点路线；④采用“村+
农场+公司”模式，成立公司，开发土特产品，统一包装、统一定价，打响品牌；⑤发展创

意农业，把田园变乐园、村庄变旅游景区，提高土地收益。MX 镇：①推出“亲民”价格；

②通过“倒贴”部分旅游产品进行营销，吸引不同消费层次的游客；③形成乡村旅游融合

现代的营销理念，靠“流量”营利，通过永不涨价食品、动物运动会、网络直播吸引游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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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④走“网红”路线。（378 字）

三、F 县将开展一次关于“四访”工作的中期总结大会,假设你是 PA 乡发言代表,请你

根据“给定资料 4”,写出介绍 PA 乡“四访”工作经验的发言提纲。(40 分）

要求:紧扣资料,全面、简明,语言流畅;字数不超过 500 字

【参考答案】

发言提纲

尊敬的领导、各位同志：

长久以来，干群交流少、没有建立起“骨肉相连”的信任感，不少群众对政府有怨气，

使得危房改造、厕所改造等利国利民的工作难以推进。为此，PA 乡探索出“四访机制”。

一、具体做法

1.网格治理。划分全乡网格，确立网格员专门走访农户。

2.干部走访。为贫困户建卡，详细记录台账，做到事无巨细。

3.农技随访。进行农技指导，引进农业公司，建立农业基地；组织专业骨干深入农业基

地、田间地头，传技术、教方法。

4.医生巡防。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建立健康档案，医生巡诊、送药上门，定期追踪治

疗效果；实行村医入户送诊、电话会诊，免费进行健康体检，提供医疗健康服务。

5.教师家访。送“育”上门、送“爱”上门；宣传政策、了解情况，分析问题，定期回

访。

二、取得成绩

1.农户脱贫，保障基本生活。

2.村民提高生产水平，增收致富。新西南教育

3.为农民提供技术扶持，护航乡镇特色产业发展。

4.为村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及时发现村民潜藏的病患，减少因病致贫。

5.实现信息互联共享，形成完善的信息档案，推进精准脱贫工作。

6.开辟“第二课堂”，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营造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家

校共育”氛围。（479 字）

四、根据你对“给定资料 5”中划线部分“之于世间事,‘静’会给予很多‘如果’的

假想,可唯有‘动’能带来‘但是’的希望”的理解,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60

分)

(1)主题明确,立意深远;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 1000 字左右。

【参考范文】

脱贫路上的“静”与“动”

世界是运动的，也是静止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却是相对的。脱贫路也蕴含动静的哲

学原理，“静”要善于观察、善于协调，“动”要长于行动、长于创新，唯有动静相宜、张

弛有道，方能让干部静下来、沉下去，让群众动起来、站起来，从而打赢脱贫攻坚战、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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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发展“高颜值”。

“静”是沉稳、平和，宁静致远。静不仅是一种美，更是一种智慧的心境，是看穿人生

沉浮的顿悟。由此，脱贫路上的“静”不是盲目跟风、一味图快，而是静下心来去谋划、去

思考。S 县有着江水依蓝的美景、有着历史文化的根脉。在如何推进县城发展的问题上，S
县没有盲目上项目、摊大饼，而是找准县城发展的定位，依托文化因子，以静制动、保护文

化根基，奏出一首古韵悠长的文化新曲。时代在发展，总有新歌要唱。脱贫路上的“静”，

需要干部沉下心来、潜心研究，稳一稳方向盘，把握好脱贫攻坚的方向，抓队伍、提能力、

强堡垒，为乡村打造一支“永不走的工作队”，去唱响一曲曲荡气恢弘的乡村之歌。

“动”是进取、创新，积极奔赴。自称“咖啡创业青年”的小陈总结其成功经验在于“之

于世间事，‘静’会给予很多‘如果’的假想，可唯有‘动’能带来‘但是’的希望”。他

用行动说明想再多不如动起来，要将创新是王牌的达维多定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方能实现

心中梦想，让“动”带着希望起航。如今，脱贫路上，有很多羁绊、困难，甚至一不留心就

会陷入“阿喀琉斯之踵”，在此种情形下，如果只有理想没有行动，那么脱贫攻坚将变为纸

上谈兵，全面小康将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在脱贫攻坚的路上不但要守望，更要探索，勇敢

地迈出第一步，踏踏实实地走下去，我们的乡村既能重回“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的意境，又能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时代新气象。

“静”与“动”也需结合，保持平衡、协调发展。动静相连，相辅相成。思想明净智慧，

才能分辨是非，正确决策，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脱贫攻坚的逐梦之歌，不在于量的积累，

更在于质的飞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战士，要勇于拼搏、敢于从零开始，要思虑清晰、行动

果断，唯有如此，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杀出一条血路。

“动”与“静”是生命的基调。动是不甘固守而打破庸常的奋然前行，静是休养德行的

必由之路。脱贫路上道阻且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人，在人的

观念、能力、干劲。”就让我们咬紧牙关，爬过脱贫这个坡，深化改革创新激活乡村发展“新

动能”，做好脱贫路上的“静”与“动”这篇大文章，重塑乡村“高颜值”，让美丽乡村的

擘画早日走进百姓的生活。（1041 字）新西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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