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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一、了解演说的一般常识，运用好演说的特点和艺术技巧 

二、把握竞岗演说的特征，体现其独有的特质和要素 三、写

出立意高、结构巧、材料实的优质演说稿 四、吃透特定的评

价标准，使竞岗演说写作更具针对性 五、参考成功的竞岗演

说范例，领悟其中写作奥妙 随着全国各地公开招聘、聘任、

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广泛开展，竞争上岗演说作为一种面试

方法，已被广泛地运用于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方略上

讲，应对竞岗演说，须从6 个方面进行谋划：一是要了解演

说的一般常识；二是要把握竞岗演说的特点；三是要写出优

质演说稿；四是要吃透特定的评价标准；五是要参考竞岗演

说的成功范例；六是要事先进行演练。关于演练的方式、方

法，可参考本书第五章的有关内容。 一、了解演说的一般常

识，运用好演说的特点和艺术技巧 （一）演说的含义和类型

1 ．演说的含义 演说也叫演讲、讲演，这里专指在群众集会

、公共场合或专门会议上所发表的个人见解。与干部讲话相

比，它有两个特点：讲话代表的是组织意见，有一定的代表

性，而演讲所讲的只是个人的见解；讲话侧重于讲，演讲则

讲、演并重；讲话有固定的内容，有一定的模式和规定性，

而讲演则不受一些模式的限制，较为灵活自由。 2 ．演说的

类型 除了竞岗演说以外，根据演说的内容和演说的目的，可

以将其分为以下几类。这些演说的特点，对竞岗演说也有许

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 1 ）事迹演讲。事迹演讲是演讲者作为



先进或模范，或者其代表，在一定的公共场所所进行的讲演

。这样的讲演活动都由上级有关部门统一安排，讲演内容也

有所侧重。事迹演讲要讲自己及其集体的事迹，要围绕一个

中心、一个主题去讲，要突出个人思想成长、发展变化的主

线，叙述、议论、抒情相结合，有一定时间限制。 事迹演讲

要事先写好演讲稿。演讲稿分为题目和正文两大部分。题目

必须是事迹闪光点，概括、凝炼，既含蓄，又表意明了。事

迹演讲的正文多用第一人称，多谈心理活动，多讲细节，靠

生动的事实和细腻的心理剖析打动听众，感染听众。在这方

面，有许多东西值得竞岗演说借鉴。 第一，事迹演讲要有真

实性。要求表现“真人”，即写出真实鲜活的贴近生活贴近

人心的“真人”，可敬可亲可信可学，而不是像完美无缺不

食人间烟火的神。演讲者并不是无来由地宣扬自己的高尚之

举，而是坦陈内心动机和复杂的心理，表现那种常人也能达

到的、向崇高攀援的过程。 第二，事迹演讲具有鲜明的现实

性。必须把握现实社会的脉搏，奏出新时代的主旋律，表现

出新时期的精神风貌，是当代人生及社会的启示录和教育篇

。 第三，事迹演讲要抓住闪光点。事迹演讲不可平铺直叙、

用力平均地堆砌事件，而要精选、挖掘和细腻人微地表现先

进人物的闪光点，即最有意义最能打动人的行为、话语和心

理活动等，要对此进行特写式的“放大”，要精细地刻画富

于感染力的情景、动作和细节。甚至围绕一个闪光点便可以

构思成篇并感人至深。 第四，事迹演讲还要发掘听众的“动

情区”。 一是是与非。演讲者应该特别注重在是与非的重大

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二是爱与恨。演

讲者爱与恨交织的情感抒发往往能够形成思想冲击波和心灵



震撼力，使听众在爱与恨激荡的动情点上，获得强烈的情感

共鸣和深刻的思想启迪。三是荣与辱。演讲者倘若能够运用

典型事例，在荣与辱的动情点上对听众施加心理刺激，往往

会产生强烈的精神激发和巨大的现实鼓动力。四是利与害。

在演讲中有针对性地陈述某种利害关系，就必然引起听众的

情感震动和理智思考。五是苦与乐。在演讲中特意强化苦与

乐的人生感受和价值取向，就会触动听众的心理情感，使他

们联系自身的生活经验，去感受苦与乐交织的人生旋律，并

获得情感的净化和思想的升华。能在闪光点和动情区上让听

众感动、流泪，就是演讲的成功。 ( 2 ）专题演讲。专题演讲

是指在专门召开的专题演讲会或演讲比赛上所做的演讲。它

事先限定演讲题材和演讲时间，要求内容集中、篇幅短小，

精彩点叠出。 专题演讲规定了相同的题目、相同的时间、相

同的听众，全靠新颖独到吸引听众，所以，在正文写作时必

须对主题进行创新提炼，对素材进行严格选择、挖掘，确定

出别人想不到或选不出的内容来，独树一帜，给人以鲜明印

象。如何树立、挖掘独到的观点和展现独特的视野呢？一是

对于同一个材料，善于提炼出不同的观点来。二是同一个问

题，可以提出相反、相对的观点，并且这些观点都能言之成

理。三是对同一内容，从不同角度挖掘观点。 专题演讲也要

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清楚的说理层次、强有力的论辩能力抓

住听众。专题演讲还要精心设计开头、结尾、层次、过渡，

以独到新颖的形式抓住听众、吸引听众。竞岗演说，在性质

上来说，也属于专题演说，一些特点和写法可以借鉴。 ( 3 ）

鼓动演讲。鼓动演讲是领导干部为了开展工作，需进行事先

的动员、发动，以求得群众理解支持而进行的演讲。这类演



讲，要求因势利导，分清利害，有鲜明的取舍导向。如

在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中，党政军领导同志的一些讲话，大

都带有鼓动演讲的性质。竞岗演说，也有很强的鼓动性，靠

利害、取舍去打动听众。 ( 4 ）即席演讲。即席演讲就是没有

事先准备，在没有题目、没有稿子的情况下即兴演讲。 即席

演讲，首先要防止散漫。要求紧扣主题，针对群众的情绪来

决定讲演的内容、观点和时间；这种讲演要求与其他有准备

的讲演显示出区别来；或对问题的不同看法，或对问题的更

全面的分析和更深刻透彻的认识。往往需要发挥灵感，配合

当时场景的需要，防止空泛。 其次，要防止枯燥无味。既然

是演讲，就必须讲求一些艺术表演性，就要加入一些“兴奋

剂”，显示出演讲的艺术魅力来。当然，这些“兴奋剂”也

并非都是说话人一时激动或失去自制的结果，这一切都是与

长期积累分不开的。平时就应该筹划和准备相应的材料，只

要注意了平时的积累，那么在关键的瞬间，随着机敏切题的

幽默从胸中自然涌出，就能表现出随机应变、有效地作用于

当时场景的能力，并由此而赢得听众的称赞和尊重。 竞岗演

说中，有一种答辩演说，实质就是即兴演说，可参考。 （二

）演说的技巧 1 ．演说的准备 这里主要针对竞岗演讲而言。

第一，“借脑”。即多方请教，广泛征求意见。一个人的能

力是有限的，而演讲前的准备又是繁琐复杂的，应试者必须

借助别人的“脑力”，作好准备。一是知识能力上的借，如

请教专家，确立施政方针和策略；二是观点看法上的借，“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与其他候选人的优劣比较，自己往

往看不很透彻，而局外人则可能有深刻的见解；三是文才上

的借，可以请高手帮助写演讲稿。 第二，了解听众。一是要



考虑听众的年龄特征。时代发展很快，新、老代沟严重，而

本来年龄与性情就有直接的关系，如何让青年的激进情绪和

老年的保守情绪都得到兼顾，这是值得考虑的。二是考虑性

别，不能有歧视的观点和言辞。称呼“女老师”、“女同志

”、“女医生”有时也会引起女性的反感：“你为什么不称

男老师、男医生？”三是要了解听众受教育的程度。对教育

程度较高的，可多讲概括抽象、理性思维的一些东西；而对

教育程度低的，则宜讲“家常话”，紧紧结合实际，使用通

俗易懂的字眼。四是注意听众的集团利益。你的施政报告给

哪一个社会群体带来利益？将损害哪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也

是要考虑到的。还要注意不要说出让不同职业的人反感的话

，如将老师说成教员，将教授专家说成知识分子，将基层群

众说成下面的人。 第三，准备好资料。资料是演说具有丰厚

内涵的基础。例如，竞岗演说中，要了解所竞聘岗位的职能

、任务，在演讲时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就必须占有大量资

料。可从以下几个渠道搜集资料：一是图书馆馆藏的地方政

府施政报告、年鉴、地方志；二是地方报纸、刊物的合订本

；三是走访有关单位、有关人员；四是自己的亲身经验。这

样一来，自己就掌握了说服力十足的事实和不可辩驳的数据

，也有了民意调查的活资料，使讲演具备了充分的内容。 2 

．选择恰当的演说方式 演说方式多种多样。第一，背稿子。

背熟，设计好动作。中小学生演讲多用这种方式。优点是胸

有成竹；缺点是占时间太多，只顾想，分散了与听众交流的

精力，无法根据现场的情况进行调整；忘了，或背错、漏了

，就“砸了锅”；有些词语、句子转变成口语以后，就感到

别拗、不亲切。 第二，读稿子。优点是能调节好音调、音量



、速度变化，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缺点是无法用眼神与观

众对接交流；听众也不满足于听朗诵。 第三，提纲式。一方

面准备讲稿，熟记内容；另一方面只准备提示大纲，以防观

点材料遗漏、层次混乱。这种方式较适于竞岗演说。 第四，

即席式。这种方式多用在面试答辩场合。这在后面专门介绍

。 3 ．设计语调和表情，注意“演”功 第一，关于语调。演

讲要能使听众产生一种“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心灵

共振，演讲者本身的情感应是炽热的，要情发于中，情动于

衷，情富于意，情融于理。要能把握好演讲感情的阀门，控

制好演讲感情的流量，通过语调的停与连、轻与重、快与慢

、升与降、语气的控制和眼神、表情、动作的变化去塑造不

同的感情色彩。语调方面，一般来说，喜悦、激动、亢奋、

紧迫等感情可运用快速、重音、升调、停顿、短句、轻快的

方式来表现；而悲伤、思索、从容、深沉、庄严等感情可以

运用轻读、慢速、长句、沉稳等方式来表达。 语气的运用对

情感表现的作用很大，这里特别细说一点：平心静气表示陈

述、慰问、教育；高声大气表示强调、鼓励、愤怒、威胁；

粗声粗气表示不满、怨恨、驳斥；冷声冷气表示蔑视、敌视

、挖苦、制止；唉声叹气表示苦恼、发泄、悲痛；吞声忍气

表示恐惧、遗憾、紧张、无奈；低声悲气表示伤感、凄凉、

哀愁。“感有万端之异，富有万态之味。”演讲者要巧妙地

运用语气、语调，根据主题、情理表达出丰富多彩的感情来

。 第二，关于表情。演讲的演功，主要表现在仪表、身体动

作和表情上，尤以表情为重。判断一个人诚实诚恳与否，第

一要看这个人说话是不是前后矛盾，第二要看这个人说话和

表情是否一致。表情在中高级公务员的竞岗中尤为重要。公



众对这些人物的人品往往比较陌生，在短暂的十几分钟、几

十分钟的演讲过程中，才真正面对面地认知、评价他，因此

，他特别为人们所瞩目，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成为焦点。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表情的魅力在于诚实，这需要长

期的培养。据说有美国一位参议员竞选，早已习惯了当参议

员的不苟言笑和高傲姿态，所以不能较快地适应演讲者应当

对选民的亲切态度。他的顾问告诉他，你太严肃，架子太大

，选民不喜欢，在演讲时应该多露一点笑容，改变不好的印

象。于是，他在整个演讲中始终微笑着，不论讲到什么问题

，他都微笑着。选民们则以为他是在假笑，结果他落选了。

这个例子应该引起我们有些“官”架十足的候选人的深思：

选民不愿选一位骑在头上的老爷，而要选一位能代表他们利

益的朋友。 现代科技手段，更需要演讲者拿出真情实感来。

大屏幕的配合，使演讲者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表露无遗；

有的电视转播还有特写镜头，更是细致人微。演讲者不能不

在表情上下一番功夫。训练诚实、诚恳的表情说起来也是很

简单的：用“心”去演讲，用口去表达，把感情投注在内容

上，全心全意、凝神贯注地向听众倾诉。一要讲你相信的，

相信你讲的；二要做你喜欢的，喜欢你做的。自己不相信的

东西不要讲，自己不喜欢做的不要说，这就是“诚”。一句

话，与群众站在同一感情线上。 第三，关于眼神。为了使演

讲富有召唤力，还要发挥眼睛的作用。讲演者要善于用眼睛

与听众交流。竞岗演讲，要说服群众支持你的目标，就必须

有召唤听众的表情，用眼神去直视、关怀。眼光注视时要注

意两点：一是注视时间不能过长或过短，以二至三秒移开为

好；二是让每一个听众都能均分到你的目光注视，尽量不留



“死角”。具体来讲，运用目光有8 种方法： 前视法。就是

演讲者视线平直向前而弧形流转，立足听众席的中心线，以

此为中心按弧形照顾两边，直到视线落到最后的听众头顶上

；视线推进时不要匀速，要按语句有节奏地进行，要顾及坐

在偏僻角落的听众。 环视法。有节奏或周期性地把视线从听

众的左方扫到右方，从右方扫到左方或从前排扫到后排，从

后排扫到前排。视线每走一步都是弧形，弧形又构成一个整

体— 环形。这种方法要注意中间的过渡，演讲时要注意衔接

。此种方法主要用于感情浓烈、场面较大的演讲。 侧视法。

此法在演讲中用得不多。 点视法。在很特殊的情感处理与听

众的不良反应出现时，可大胆运用此法，对制止听众中的骚

动情绪有很好的效果。 虚视法。即“眼中无听众，心中有听

众”。这种方法在演讲中使用频率很高，尤其是初上场的演

讲者可以用它来克服自己的紧张而不致使自己看到台下火辣

辣的眼神而害怕。这种方法还可以用来表示演讲中愤怒、悲

伤、怀疑等感情。 仰视法和俯视法。在演讲时，不要总是注

视听众，视线的运用要按照内容的需要，合着感情的节拍，

配合有声语言的形式与手势、身姿等综合进行。 第四，关于

手势。演讲中，自然而安稳的手势，可以帮助演讲者平静地

说明问题；急剧而有力的手势，可以帮助演讲者升华感情；

稳妥而含蓄的手势，可以帮助演讲者表明心迹。演讲的手势

及其所传达的意思大致为： 指示手势。这种手势是用来指示

具体真实形象的，可分为实指和虚指两大类。实指是演讲者

的手势确指，它所指的人或事或方向均是在场的人视线所及

的。如“我”、“你”、“我们”、“你们”、“咱们，，

、“这边”、“上面”、“地下”、“这些”、“这一个，



，等。其中以“我”为中心的动作居多。虚指是指演讲者和

听众不能看到的，比如讲到“很久很久以前”、“在那遥远

的地方”。常用虚指可伴着“他的”、“那时”、“后面”

等词出现。指示手势比较明了，不带感情色彩，比较容易做

。 模拟手势。用来摹形状物的手势，其特点是“求神似，不

求形似”，因此有一定的夸张色彩。 习惯手势。任何一位演

讲者，都有一些只有他自己才有而别人没有的习惯性手势。

手势的含义不明确、不固定，随着演讲内容的不同而体现不

同的含义。演讲手势贵在自然，切忌做作；贵在协调，切忌

脱节；贵在精简，切忌泛滥；贵在变化，切忌死板；贵在通

盘考虑，切忌前紧后松或前松后紧。 第五，关于姿态。不同

的姿态，人们赋予它们不同的含义：小幅度摇腿或脚表示紧

张。坐着演讲讲到兴奋处时，有些演讲者喜欢将一只脚放在

另一只脚上；在学术演讲或讨论问题时，一些男性喜欢张腿

而坐；脚尖的指向度与演讲者对听众表达的感情有关。弯腰

给人一种压抑的情绪，演讲时的鞠躬、点头引申为对听众的

尊重。演讲中频频把手插入衣袋里给人一种紧张的表现，尤

其是拇指向外更不雅观；将两手大拇指呈八字形插放侧面有

一种威严感。采用坐式时如果猛然坐下，给听众的感觉会是

演讲者太随便、太紧张；挺直腰部则反映出情绪高昂、充满

自信。 在公务员竞聘岗位程序里，演说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

，演说最好采取站式。站着讲，既体现了“公仆”意识，又

有礼貌，也符合国际惯例，还利于表达感情。 演讲者站姿规

范如下：挺胸，收腹，精神饱满，气下沉，两肩放松，重心

主要支撑于脚掌脚弓上；脊椎、后背挺直，胸略向前上方挺

起。腿应绷直，稳定重心位置。 演讲站姿有以下几种： 前进



式。这种姿势是演讲者用得最多、使用最灵活的一种站姿。

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前脚脚尖指向正前方或稍向外侧斜，

两脚延长线的夹角成45 度左右，脚跟距离在巧厘米左右。这

种姿势重心没有固定，可以随着上身前倾与后移的变化而分

别定在前脚跟与后脚上，另外，前进式能使手势动作灵活多

变，由于上身可前可后，可左可右，还可转动，这样能使双

手做出不同的姿势，表达出不同的感情。 稍息式。一脚自然

站立，另一只脚向前迈出半步，两脚跟之间相距约5 厘米左

右，两脚之间形成75 度夹角。运用这种姿势，形象比较单一

，重心总是落在后脚上。一般适应于长时间站着演讲中的短

期更换姿势，使身体在短时间里松驰，得到休息。一般不长

时间单独使用，因为它给人一种不严肃之感。 自然式。两脚

自然分开，两脚相距与肩同宽，太宽会影响呼吸和声音的表

达，太窄则显得拘束。 此外还有立正式、丁字式等。 另外，

演讲者的衣饰不能太鲜艳、太新潮。要具有一种朴素自然的

美，一种符合人物身份的美，一种个性美。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