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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面试·举例论证素材

诚信

（一）

河南省新密一名学生，骑电动车不慎撞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宝马

车，因车主不在现场，该学生写了一封道歉信，然后用信包着寒假打

工挣来的 311 元钱卡在宝马车门把手里。宝马车车主薛战民发现了道

歉信和钱后，被深深感动，产生了资助该学生的念头。他向当地警方

求助，最后找到了这名叫做陈奕帆的学生，将钱还给对方。

学生讲诚信，勇于担当。其一，不管陈奕帆的家境如何，他能够

利用自己的寒假时间出门打工挣钱，足见其是一名体贴父母、懂事的

孩子，并没有现在社会上很多少年的浮躁和虚荣，更没有金窝银窝里

的娇生惯养；其二，虽然他撞了车，但他没有逃避责任，而是勇于担

当，敢于尽自己的能力去补偿，其勇于承担、敢于负责的精神值得人

们为他点赞。

而那些千方百计碰瓷儿的人和肇事逃逸的人，是否会觉得汗颜

呢？再者，陈母得知此事后，也果断决定去赔偿，足见这也是一个讲

诚信、不逃避责任的人，也可以看出陈奕帆的所为与其良好的家教是

分不开的。现今的教育，在讲诚信、讲承担的传统美德方面是存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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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正因为如此，这点讲诚信、勇担当的星星之火才会引起人们的

注意，也足以发展成燎原之势。

（二）

如今海尔的成就，很难让人想到这个家喻户晓的企业，曾濒临破

产，那么又是什么使它走向成功？“不是别的，是诚信创写的历史佳

纪。”厂长张瑞敏自豪地讲到，“记得那时的工厂濒临倒闭，而且在用

户反映我们的产品有质量问题时，我毫无顾虑地当着全厂职工的面，

用大锤将 76 台不合格冰箱全部砸毁！其实我也知道，这是‘海尔’

最后的挣扎，前进是成功，后退是倒闭，但我有勇气的是与诚信并肩

闯困难！”而后，“海尔”成为了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100 强品牌之一，

这便是一个诚信取胜的范例。

坚持

（一）

黄大发居住的地方以前叫草王坝，海拔 1250 米，山高岩陡，雨

水落地，就顺着空洞和石头缝流走，根本留不下来。村里人用水要去

最近的水源地挑，必须来回走两个小时。因为缺水，当地只能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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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旱的苞谷。没有水，别说发展产业，村民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

一些家庭吃盐都需要赊账。20世纪 60 年代起，黄大发带领群众，历

时 30余年，靠着锄头、钢钎、铁锤和双手，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长 9400

米的“生命渠”，结束了草王坝长期缺水的历史，乡亲们亲切地把这

条渠称为“大发渠”。

水过不去，拿命来铺，这是一个老党员为人民许下的誓言。大发

渠，云中穿，大伙吃上了白米饭。三十六年，为梦想跋涉，僵直了手

指，沧桑了面孔，但初心不变。

（二）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从小爱好绘画。父亲送

他到当时意大利的名城佛罗伦萨，拜名画家佛罗基奥为师。老师要他

从画蛋入手。他画了一个又一个，足足画了十多天。老师见他有些不

耐烦了，便对他说：“不要以为画蛋容易，要知道，1000 个蛋中从来

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同一个蛋，只要变换一下角度去看形

状也就不同了，蛋的椭圆形轮廓就会有差异。所以，要在画纸上把它

完美的表现出来，非得下番苦功不可。”从此，达·芬奇用心学习素

描，经过长时期勤奋艰苦的艺术实践，终于创作出许多不朽的名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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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国著名画家亨利·卢梭，小时候生活在法国西北部的拉瓦尔市，

他的父亲是一名铁匠。父亲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便

经常传授他一些打铁的知识。

卢梭进入学校读书以后，接触到了更多的知识，他发现自己真正

喜欢的事情是作画，而不是打铁。

每每放学回家，他几乎满脑子都想着绘画，即便是在给父亲做帮

手的时候，他想着的是怎样把飞溅的火星画出来，或想着的是应该怎

样把客户的笑容画出来……

为此，卢梭耽搁过许多父亲安排给他的工作。有一次，卢梭因为

绘画忘了给火炉加煤，等父亲回来以后炉火已经灭了，父亲大发雷霆，

不仅把卢梭重打了一顿，还把卢梭的画笔和画纸都扔进了门口的玉米

地里！卢梭没有哭，没有喊，他只是在完成了父亲安排的任务之后，

悄悄地跑到外面，弯腰捡起了画笔和画纸。

毕业后，为了糊口，卢梭成了一名乐团小提琴手。虽然，他的小

提琴拉得不错，但他更喜欢绘画，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拿出画笔和画纸。

时间一长，乐团老板终于发火了，把他的画作和画笔统统扔进了垃圾

箱，还警告他如果再画画就解雇他。卢梭没有争辩什么，只是在老板

离开之后，弯腰从垃圾箱里把画笔捡了起来。

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卢梭进入了巴黎海关工作，还拥有了自

己的办公室。卢梭简直如鱼得水，把办公室当成画室。最终，他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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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忍无可忍，把卢梭的画笔画纸全都扔进了垃圾箱，并解雇了他。卢

梭似乎已经习惯这种遭遇了，他没有解释，没有央求，而是再一次弯

腰从垃圾箱里捡起了自己的画笔，安静地离开了办公室……

卢梭失去了工作，却拥有了更加自由的创作空间。两年后，卢梭

举办了平生的第一次画展，所有的参观者都被他的画作打动了，亨

利·卢梭这个名字也一夜之间街知巷闻。

经过多年的努力，亨利·卢梭最终成为了法国甚至是世界绘画史

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我有过三次弯腰的经历，都是为了捡起被人扔掉的画笔，但我

的弯腰不是妥协，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一种与命运的抗争，一种对梦

想的坚守！”1890 年，亨利·卢梭在完成《我本人·肖像·风景》的

时候，曾在日记本上写下过这样的句子。

细节

（一）

记得周总理有个观点，叫“外交无小事”。因为公关外交是代表

国家和团体的工作，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团体及其领导人，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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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外交领域不存在可以掉以轻心或等闲视之的问题，看似“小事”，

弄得不好就会变为“大事”。将“小事”当作大事看待，才能不出漏

洞。周总理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典范。

1972 年，美国政府终于结束了对华冷战和僵硬政策，尼克松总

统亲自来华访问。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突破。周恩来负

责接待和谈判工作，他临事不惧和精细周到的作风给美国客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具有一种罕见的本领，他对琐事非

常关心，但又不拘泥于琐事之中。“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

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棵树，

但也能够看到森林。”尼克松回忆说：“我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

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壮、魁梧，穿着整洁。周

恩来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

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

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我们在北京

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下雪。而我们预

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恩来离开了一会，通知有关部门清扫通往

长城路上的积雪”。

古人讲“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疏忽大意往往酿

成大错。周总理经常告诫从事外交工作的同志和接待人员尽可能地考

虑到事情的每一个细节，预见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

他最容不得“大概”“差不多”“可能”“也许”这一类字眼。有次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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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饭店举行涉外宴会，周恩来在宴会前了解饭菜的准备情况，他问：

“今晚的点心什么馅？”一位工作人员随口答道：“大概是三鲜馅的

吧。”这下可糟了，周恩来追问道：“什么叫大概？究竟是，还是不是？

客人中间如果有人对海鲜过敏，出了问题谁负责？”1971 年 10 月 10

日，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来华访问，中国方面安排他到广州

参观。在广州宴请塞拉西皇帝之前，周总理照例先去检查了一下宴会

厅的布置。结果发现我方工作人员把人家的三色国旗挂倒了，他马上

批评有关人员，改了过来。避免了一次外交失礼。

教育

茅盾虚岁 5 岁那年，他的父母就商量给儿子启蒙。当时，茅盾家

里设有家塾。茅盾的三个叔父及二叔祖家的几个孩子由茅盾的祖父教

授。茅盾祖父教书不认真，有时学生来了，他自己却去会友或打牌，

而且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一类的书，所以茅盾父母考虑茅盾

若进家塾，得不到严格训练，恐养成不良习惯，便决定自己来教儿子。

他们挑选了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地理歌略》为

教材，还根据《史鉴节要》用文言编成一节一节的歌诀作为历史读本，

由茅盾母亲施教。每当母亲讲述历史故事或中国古典小说时，茅盾都

听得津津有味。这些早期的熏陶，对茅盾形象思维的形成起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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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同时，“新学”中的资产阶级科学民主思想和母亲开明、通达、

关心国家大事的思想也深深浸润着茅盾幼小的心灵。

茅盾 7岁那年，一些受维新运动影响的青年人创办了一所按新式

教学方式教学的“立志小学”。母亲便送茅盾进新式学校读书，但那

时父亲已经卧床不起，茅盾经常请假照顾父亲。母亲怕茅盾落下功课，

便让茅盾拿课本来自己教他。茅盾每月的考试都名列前茅，每周一篇

的史论文章也经常获奖，这使茅盾在立志小学出了名。茅盾 10 岁那

年，父亲病逝，那时，弟弟 6岁。茅盾母亲便独自担负起抚育两个儿

子的重任。对茅盾小学毕业后升学问题，其母颇费思量，就当时的家

境和亲友的愿望，想让茅盾上师范，这样可不花食宿费，还发服装，

毕业后即可就业。茅盾母亲觉得这样一来，钱是节省了，但有悖于丈

夫遗嘱，因为茅盾父亲曾有遗嘱，让茅盾兄弟俩念工科，学实业，况

且这样做也许会限制茅盾将来的发展。于是，茅盾母亲顶着来自家庭

的压力，毅然把茅盾送到湖州去念中学，中学毕业后，又让茅盾去最

高学府——北京大学深造，使茅盾受到最好的教育。

据茅盾晚年回忆，茅盾刚工作时，每有译文或文章发表，就像当

年让母亲看作文一样，照例寄给母亲过目；茅盾与弟弟的通信也都送

给母亲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茅盾母亲在儿子成年后也没放松对他

们的关心、教育。茅盾母亲自己也是每日读书看报，善于接受新事物。

因此，她对子女的教育也是严而有格，严而有度，并善于理解子女的

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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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当年，中国国门初开，改革大潮初起。在那个呼唤精神力量的年

代，中国女排以“滚上一身泥，磨去几层皮，苦练技战术，立志攀高

峰”的志气，以没有球网就用竹竿代替、没有臂力器就和对手比力气、

没有创可贴就用胶布粘贴的行动，抒写“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困难

为梦想筑梯，用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振奋了一个时代。精神的回响，

可以穿越时空。从福建漳州的“竹棚馆”出发，时代在变化，历史在

前进，但姑娘们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风貌一如既往、始终未变，中

国女排永不言败、勇攀高峰的精神一脉相承、历久弥新。“每天的付

出和汗水，都是人生赋予我们的金牌。”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一

种精神。

女排是一面镜子。她们的可贵，不仅在于征服对手，更在于战胜

自我。中国女排，有过成功登顶的光辉和荣耀，也有过跌入谷底的迷

惘和彷徨。但不管何时、不论何地，大比分落后也好，痛失局点也罢，

中国女排始终不退缩、不放弃，拼到最后一刻。今天，改革进入深水

区，发展进入攻坚期，学习女排精神，就不能“怕”字打头，干工作

拈轻怕重，抓改革畏首畏尾；就不能“懒”字沾身，本领不足却不及

时充电，机遇在眼前，却没真本事，坐失良机、贻误发展；就不能“混”

字保身，不思进取，马达空转，信奉“不干不错、多干多错”的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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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古人讲：“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故曰：‘自胜之谓

强。’”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惟有战胜自我、一往无

前，才能杀出一条血路，拼出一份未来。

奋斗精神永不过时。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责任重于泰

山，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呼唤政治担当和改革勇气。无论是让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还是奋力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不管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都需要

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

人生能有几回搏。邓小平同志说过，“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

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

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学习女排，传承精神，顽强拼搏，

奋勇争先，我们就一定能在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中，书写下光辉的一

页。

担当

“担当”，简单地说，就是承担并负起责任，就是人们在职责和

角色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全力履行自己的

义务，并在承担义务当中激发自己的全部能量。它是一种责任，一种

自觉，一种境界、一种修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是否具有担当精

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个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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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当前

正值改革攻坚期、经济调整期、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前进道路

上充满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迫切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勇

于担当，能够担当，敢于担当，直面矛盾和问题，主动接受挑战，大

胆开拓创新，努力创造经得住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工作业绩。

勇于担当，就是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要在其位，谋其政，把高

标准履职尽责作为基本要求，做到日常工作能尽责、难题面前敢负责、

出现过失敢担责。面对改革发展深层次矛盾问题要迎难而上、攻坚克

难；面对急难险重任务要豁得出来、顶得上去；面对各种歪风邪气要

敢于较真、敢抓敢管。

能够担当，就是要有担当重任的能力。“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勇于担当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要有着眼大局的视野，创造性地解决

问题的能力，如果水平跟不上，只会好心办坏事。要做到能够担当，

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总结。要学会运用战略思维、创新

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法治思维来解决问题；要坚持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加强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问计

于民，问需于民；要善于总结工作经验，正确地对待成绩和失误，不

断地促进工作开展。

敢于担当，就是要有负责担当的底气。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自

己行得正、坐得端，才有底气去做别人的工作。如果自身存在问题，

就会前怕狼后怕虎、畏首畏尾，不敢去硬碰硬，不敢去较真。党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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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要敢于担当，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做到自

重、自省、自警、自励；不断加强党性修养，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

欲所惑，不为人情所扰；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做到一尘不

染、一身正气、廉洁奉公。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别人信服于你。

廉洁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孔繁森，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

干部。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

象。

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

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 500

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 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

己找熟人借了一些。回到济南后，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女儿见

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

他妻子一听，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自己身上剩下的钱，连回家乡聊

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

孔繁森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忙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

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

十元钱，多则上千元。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

金只有 8元 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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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

（一）

2017 年 3 月，卢永根教授在夫人的搀扶下来到银行，将十多个

存折的存款转入华南农业大学的账户，卢永根夫妇一共捐出 8809446

元，这是他们毕生的积蓄，学校用这笔款设立了教育基金，用于奖励

贫困学生与优秀青年教师。

卢永根没有将财产留给唯一的女儿，他说：“党培养了我，将个

人财产还给国家，是作最后的贡献。”卢永根的秘书赵杏娟说：“钱都

是老两口一点一点省下来的，对扶贫和教育，两位老人却格外慷慨，

每年都要捐钱。”

种得桃李满天下，心唯大我育青禾。是春风、是春蚕，更化作护

花的春泥，热爱祖国，你要把自己燃烧。稻谷有根深扎在泥土，你也

有根，扎根在人们心里。

（二）

碧草之芬，幽兰之馨；有美一人，在海之滨。留下丰碑，芳香无

尽。每年的十一月十七，狮子座流星雨如期而至，那一刻，映亮了夜

空中你最美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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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珏化名“兰小草”，给急需帮助的孤儿寡母捐款，每年 2 万，

已经坚持了 15年，并承诺希望能捐够 33年。慈善机构收到了捐款，

想要寻找到这位好人，多次联络，王珏都没有现身。家人曾问王珏，

为何以“兰小草”的名字行善？王珏当时说：平凡、善良的奶奶特爱

画兰花，并且在村里很受尊重，取名时将“平凡小草”与“高洁兰花”

结合。缺席了无数次公益奖项颁奖，坚持公益捐款十多年，2017 年 7

月，王珏被检查出肝癌，去世之前，他的身份最终得以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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