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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是的，我们都是追梦人。追梦，我们收获满满；

追梦，我们希望满满。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征程，就是

一个追梦之旅。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以非凡的胆略、坚定的自信设计了用 70 多年、分三

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追梦路上，我们咬定青山不

放松，风雨无阻朝着这个伟大目标前进。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是奋斗的力量，也是梦想的力量。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形成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

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最强音。

但是，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并且“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

非进不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要心怀梦想、奋勇拼搏，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

棒，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

梦想是拼出来的，奇迹是干出来的。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背后，是 40 多年的不懈努力。

未来中国梦的实现，同样需要汗水的浇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历

程告诉我们：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基于创新，成于实干。梦想是激发活力的源泉，只要有

梦想，就会有力量。只要有梦想，则时光不弃，未来可期。

材料二：

只因看了一眼岩山，从此她就与岩山结缘。她就是 D 市岩山驻村帮扶工作组组长、驻

村第一书记小孙。几年前，小孙从一所名牌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来到 D 市商务局工作。

有一次，市委、市政府组织“机关干部下基层”社会实践活动，她随着实践小组来到了岩山。

“太美了！”小孙被岩山美丽的风景深深震撼，花红柳绿，山清水秀，真是如诗如画。当

地淳朴的民风，热情好客的村民更令她印象深刻。不过，令她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岩山的贫

困。岩山共有 1345 户、4130 口人，其中贫困户占 60%，人均耕地不足 0.8 亩，村民收入主

要依靠传统农业和外出务工，是典型的国家级贫困村。脱贫是这里的村民一代又一代的梦想。

如果能帮助岩山村这样长期贫困的地方摆脱贫困，人生该是多么有价值啊！小孙的心里涌起

一个强烈的念头。

此时，D 市正深入开展脱贫攻坚行动。巧合的是，岩山村正是商务局的对口扶贫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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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主动请缨，担任岩山驻村帮扶工作组组长。“作为名校研究生，有更好的机会，为什么选

择到偏远乡村？”面对不解的目光，小孙没有回答，只是报以微笑。

从驻村工作开始的第一天起，帮助岩山这个贫困村脱贫致富沉甸甸的责任，便落在了小

孙的肩上。刚入村时，小孙准备先找村民了解情况.但却听到了这样的风凉话：“咋还派个女

干部？一个城里女人能干啥？”

为了开好头，获取村民的信任，她和工作组同事，到田间地头了解情况，走家串户查找

穷根，入村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全村所有贫困户的走访，做到村里的“大事小情、家长里

短”都了然于心。

随后小孙与工作组同事组织村民参加手工纺织、月嫂服务等培训班。与此同时，他们筹

集资金，在全村开工建设引水上山工程，彻底改变了村里几十年来缺水的落后状况。春节前，

贫困户饲养的年猪还在愁销路，工作组全程参与推销，终于换来了 80 多万元沉甸甸的过年

钱……一连串雪中送炭的实质性帮扶拉近了村民和工作组的距离，村民们被小孙这位“女干部”

的真情付出深深打动。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是驻村帮扶的首要工

作。”小孙深有感触地说。为此，她和工作组同事带着村民党员积极开展学习教育活动，提

升党员的先锋模范意识。为了提高村干部、村民代表引领产业发展、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

小孙多次带领他们到先进地区学习考察，“明显感觉到岩山的民心齐了，村干部的干劲足了、

水平高了。”小孙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信心更强了。

如何用工业化理念改变村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尽快引进增收产业项目为村民创造具

有长期稳定收益的就业岗位，实现更多人的致富奔小康，是驻村帮扶工作组和村两委班子每

天都要琢磨的“大事情”。工作组得知外省一家大型现代纺织企业老总是 D 市人，有回乡投资

的想法，便第一时间与他取得联系，进行对接和项目考察。小孙在充分了解到该纺织项目是

非常适合岩山村的好项目后，便积极与企业老总沟通招商想法。针对企业提出的十几条落实

投资的实际问题，工作组到市、县、乡各项目主管单位咨询政策、寻求支持。仅仅 5 个多月

的时间，工作组就协助企业完成了项目选址、各项手续办理、厂房建设、员工培训等一系列

重要工作。村干部介绍说，目前，一个依托“村集体+公司+农户”的模式建立起的纺织产业园

区，正在岩山渐渐成型。不久的将来，这里的村民不仅可以在家门口就业，而且可以实现既

拿薪金又领股金还得租金的长效增收，岩山村的脱贫梦正在逐步实现。

“咱们岩山再也不是那个靠天吃饭的穷地方了，现在不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

村民喜滋滋地指着驻村工作组的办公室说，“变化就是从孙书记和她的组员到咱村来的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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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开始的。”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北方最大的坯布集散地。”一个更大的梦想在小孙心中一点点描绘。

环境越来越好，梦想越来越大，“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信念和情怀不会变。”

材料三：

“真希望自己是‘三头六臂’就好了！”M 乡王乡长快人快语。王乡长正在负责完善贫困户

档案，要了解家庭人员构成、住房改造前后照片对比、种植养殖种类及数量、扶持项目公示、

会议记录、入户走访、满意度调查等内容。一方面，因为建档的需要，要填写大量的表格等

资料。另一方面，表格的内容很细致，不到贫困户家中实地调查那是不行的。看似简单的事

情其实很繁琐，有时候要来回跑很多趟。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事务繁多，而且一旦某件事成为舆情热点，不仅会极大增加基层工

作量，而且让基层干部倍感压力。经历过几次舆情热点事件，M 乡宣传干事小陈已经略有

心得：尽快披露事实，优先回应网友质疑……然而，小陈却坦言工作不易：“国家强调依法治

国，事情处理起来都有程序，需要时间。但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越来越快，造成舆论影响迅

速放大。”一次该地出现旅游纠纷，消息在网上飞快传开，网友一边倒地批评当地，可是通

过调查却发现，其实是游客挑衅。“虽然最后真相大白，可还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小陈说。

基层，是整个社会的“地基”，这个“地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时代的主流。基层干部，

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基石”，他们奋战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目前绝大多

数政策落地都在县乡，从脱贫攻坚到民生保障，再到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入户做群众工作，

都离不开基层干部。基层干部忙得脚打后脑勺，加班是常态，但干部们几乎都没加班费。R

市有关部门对一些乡镇的调查显示，乡镇干部平均每天工作 10 到 11 个小时，不少乡镇干

部五六年没休过假。

王乡长说：“乡镇工作虽然忙、累、压力大，但也是我们无悔的选择。”

C 乡党委李书记从 1998 年至今已在 5 个乡镇工作过，乡镇的每个岗位几乎都干过。“乡

镇是最基层的行政机构，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产业发展、土地问题、安全生产……能最深

刻地了解中国农村，最全面地锻炼干部能力。”李书记说。基层工作经历让乡镇干部的综合

能力得到迅速提升，工作方式也更接地气，他们也很感谢这样的历练。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强调要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实行

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落实乡镇工作补贴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政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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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现在干部的选拔任用更加注重基层工作经历，相关政策也更多向基层干部倾斜。”李书记

说，“干部想更长远发展，基层工作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经历。”

不过，在李书记看来，最重要的还是乡镇工作独特的成就感。“我们很多人都是农村出

身，很多亲戚朋友都在农村。改变家乡面貌，帮助农民做点事，这是我们肩负的使命。”C

乡地处贫困地区，李书记带领群众克服海拔高、交通条件差、缺工人、缺材料等困难情况，

在三个月内改造了 71 栋房子，“看着很多贫困户欢欢喜喜搬进新房，我忍不住流下眼泪。想

到靠自己的努力能够改造一方水土，有一种梦想正在一点点地实现的感觉，那个时候，你就

会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材料四：

因为早就敏锐地发现了农村创业的机遇，2010 年小张大学一毕业就果断选择了返乡创

业，投身农村电子商务。如今小张已成为村里的“创业榜样”，家里的奖状堆满了一箱。

小张的父亲做了 30 多年的乡村医生，希望他能接班，所以把他送进了一所医学院。但

对自己的未来，小张有不一样的梦想，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做医生，应该做点和父亲不一样的

事情，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其实在高考填志愿时，他就想学电子商务专业，但被父

亲阻止了。毕业后，没人能再反对他做自己想干的事儿，他决定开网店。

当时电子商务还没有那么火。小张的家乡是 N 县的楼家村，这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

村，当时整个村子接入宽带的都没有几户人家，也没有工业基础。90 年代后期，村子里有

人开始做起影楼服饰的生意，以家庭作坊居多，并未规模化。销售方式也都是在村里做好后，

挑到城里去卖。这种上门推销的手工作坊模式发展非常缓慢。

村子里有传统，小张最初想把这种影楼服饰搬到网上去卖。于是，他购买了几台缝纫机

和一台电脑，租赁了门面进行服装加工，并在电商平台上注册了网店。刚开始，由于缺乏经

验，生意并没有做起来。“我原来是学医的，专业离这个比较远。而且学校也没教过我们怎

么创业，我对此非常陌生，完全是凭着一股热情闯进来的。”小张说，自己一开始并没有对

影楼服饰的市场进行过调查，后来才发现影楼服饰市场很小，3 个月下来，小张并没有赚到

钱，还一度到了交不起房租的窘境。

不过，这个年轻人不服输，他决定去南方市场看看，了解不同地区的服装制造市场。经

过考察，他发现相比于原先狭窄的影楼服饰市场，演出服装要好做得多，类型比较多样，市

场能拓展开。就这样，小张调整思路，铆着一股劲，开始转做演出服装的生意。4 年过去了，

小张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建起了 2000 余平方米的车间，光各类服装设备就有 106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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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带起的星星之火逐渐发展成了燎原之势。眼看着小张生意越做越好同村的很多年轻

人也陆续仿照着开起了网店。目前，全村 300 户家庭全都开有网店，年销售收入超 100 万

元的服饰加工户达 30 多家，青年回乡创业，除了带来新想法，还有年轻人的生机和活力，

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问题不复存在。与电子商务相关的周边产业、配套设施也被带动起来，

最大的改变是快递物流的出现。一家大型物流公司在村里设点，每天定时收发快件。这也给

村里人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回首过去，小张觉得当初返乡创业是一个非常恰当的选择，

顺应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时代潮流。他认为农村为大学生提供了追逐

梦想的广阔天地，大学生返乡创业不仅经济收入可观，还能和家人团聚，同时也为农村带来

了活力和人才。

不过，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们享受着家乡电子商务“野蛮发展”带来的红利时，也有了新的

烦恼。小张明显感觉生意没以前好做了。“前两年一件演出服装能赚 20 至 30 块钱，现在 10

块钱吧。”与其他村依山靠山卖土特产不同，楼家村的演出服装似乎没有那么接地气，而开

服装网店成本低，一台电脑，再找到一家可靠的代加工厂商就可以“创业”了，很容易造成同

质化竞争。小张认为目前保持竞争力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停地开发新品，让别人赶不上。“演

出服装想创新很难，你得自己设计、打板，抄袭成本却很低。”凑巧的是，小张的妻子是服

装学院毕业的，妻子便成为家里创新的主力。但小张说，“这显然是不够的，我现在迫切需

要专业的设计师过来帮助做创新。”

N 县也在类似楼家村这样的村子带动下，发展出了很多“网店村”。这种飞快的发展速度

也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关注。县委县政府明确提出把引导“网店村”健康发展作为政府服务增

效的重要工作内容。“我们正在联系一家大型电商平台，争取双方在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

训、云计算和大数据应用等方面早日开展深入合作。”县委负责人说。

材料五：

BD 药业是一家在全球肿瘤药物领域拥有多项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公司。说起 BD

药业的故事和梦想，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丁先生有很多的感慨。

2002 年，借着国家政策鼓励留学生回国创新创业的东风，留洋十年的丁先生背起行囊，

与几位合伙人一道回国创业。就在第二年，BD 药业成立，开始追逐做“创新药”的大梦想。

有人说丁先生身上有不少光环，比如国外著名大学的医学博士、执业医师等，回国创业就意

味着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条件、高额的薪水、白手起家，这个抉择很有勇气。而在丁先生看来，

这个选择顺理成章。“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数还是有故土情结，梦想着科技兴国。”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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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游子的思乡情节，还有一点对丁先生来说非常重要——“国家鼓动海归创新创业，在国内

可以做到国外做不到的事。”他说，在国外，社会学家只能做药物研发的其中某一段的研发，

很少有几个科学家合作完成一个新药所有的研发。并将其产业化，只有在中国有这种机会。

与很多企业选择做仿制药不同，BD 药业一开始就励志做新药，要在全球药业竞争中拥

有完全知识产权。尽管 BD 药业现在已成为一家在全球肿瘤药物领域拥有多项核心自主知识

产权的高科技公司，但回想企业初创时，丁先生有很多感慨。虽然面临各种技术难题、无休

止试药及资金链断裂等“生死劫”，但有志者事竟成，BD 药业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成功了。

他们研制的抗癌药获得国家颁发的新药证书，成为我国首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同类抗

癌新药。该药还被列入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新药研发年度报告，成为第一个获得国际机构认

可的中国创制新药。

2016 年 1 月 18 日，对于丁先生来说很特别，也很难忘。这一天，他作为 BD 药业相关

项目的第一完成人，在 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捧起了光荣的奖杯。“这是奋斗者

的奖杯，这个奖杯上不仅有我的名字，还有我们团队的名字，其实还应该有国家的名字。”

当时，在寒冬北京的暖阳中，丁先生郑重地一手拿着大红证书，一手举着奖杯，站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前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国家对 BD 药业创新能力的巨大肯定。

“拥有自主创新，才能拥有话语权”，丁先生常说，“要真正把中国的医药产业发展起来，

得把中国用药的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近年来，BD 药业跑得飞快，源源不绝的动力就来自“创新”二字。自主研发是近年来 BD

药业的看家本领。丁先生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创新研发投入已超过 10 亿元。“我们正不断加

强自主研发这一块，有自主研发做保证，我们就有底气开拓市场和开展合作。”BD 药业把眼

光投向全球，通过与国际知名医药企业合作，及时掌握国际市场信息，在全球的抗肿瘤药物

市场中奋勇开拓。

如今，BD 药业又种下了一颗新的梦想种子——以自家企业为基础，打造一座“医药梦工

场”，搭建更大的创新平台，为全国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打造新引擎。丁先生说，这是一个

为科学家、创业者造梦圆梦的项目，目标是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准的生物医药专业众创

空间。未来，这里也将集聚一批医药领域的创业者。

研制新药去拯救病患，搭建创新平台去服务全行业。丁先生说这些都是出自一个企业家

的担当。“很多人说我一夜暴富，其实我们自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财富是创业创新水到渠

成的结果。我们脑子里想的更多的还是新药研发，以及企业的未来发展。”作为过来人，丁

先生还想告诉创业者的是，企业家要有企业家的担当，企业家既要有仰望星空的格局与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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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有坐住板凳的定力和意志。“就拿我们医药行业来说，与一般的制造业不同的是，医药

行业一方面与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新产品的研发时间长、投入大、失败的

风险高，要成功很难。”经历了风风雨雨，丁先生一直坚持“做老百姓吃得起的好药”，还对

符合相关条件的患者进行免费赠药，赠药数量甚至超过了销售数量，这就是一位企业家的社

会责任心。胸怀远方，迎接岁月的磨砺，才有了如今的 BD 药业。

问题一：根据“给定资料 2”归纳小孙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做了哪些工作？（20 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不超过 300 字。

问题二：给定资料 3 中提到“乡镇工作虽然忙、累、压力大，但也是我们无悔的选择”

请你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30 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不超过 300 字。

问题三：根据“给定资料 4”假如小张的母校拟举办一场大学生返乡创业座谈会，邀请小

张出席，请你为小张写一篇发言提纲。（40 分）

要求：

（1）紧扣资料，内容具体；

（2）语言准确，有逻辑性；

（3）不超过 300 字。

问题四：“给定资料 5”中提到，“这是奋斗者的奖杯，这个奖杯上不仅有我的名字，还有

我们团队的名字，其实还应该有国家的名字。”根据你的理解，参考给定资料，以“人生的奖

杯”为主题，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60 分）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3）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材料”；

（4）总字数 1000-12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