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务员面试实战经验：从容化危机为得分机遇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9/2021_2022__E5_85_AC_

E5_8A_A1_E5_91_98_E9_c26_489018.htm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最具实效性和含金量的辅导资料其实就是来自面试场上的最

真实的成功经验，对于从来没有进入过考场的学生来说，现

场的第一手资料最具指导意义，因为每个细节都可能与他们

的成败息息相关，也许就是这一举手一投足之间的领悟，就

成就了他(她)的一生。下面是一名成功通过面试的考生，将

自己的面试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希望各位仍在紧张备考

的准公务员们能各取所需，从中获益。 该名考生在面试中，

多次面临危机，可是却能从容破解，并化危机为机遇。如在

回答演讲类问题时，他主动要求站立发表演讲，结果猛一站

起来却大脑空白忘记了题目，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乱了

手脚，可是该名考生却能稳住阵脚，很镇定、很有礼貌地要

求考官重复一遍题目，且表情落落大方，毫无窘迫之感，这

就是一种能强有力地征服他人的独特气质。 在演讲过程中，

几次忘词，但他一直保持慷慨激昂、自信逼人之势，将一次

次看似致命的危机转化为展现自己临危不乱的机遇，充分展

现了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在各种场合下随机应变的能力、掌控

局面的手腕，这种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沉着应对、力挽狂

澜的能力，将考官们彻底征服了。 试想，一名公务员在日后

的工作中势必会遇见种种突发情况和不同的场面，如果在这

样一个小小的面试中就自乱阵脚、不知所措的话，那在日后

操持更大的局面时又该如何应对呢？ 但，这名考生用自己的

行动说明： “考官，请相信我！在我的词典里没有“慌乱”



这个词，至少我不会让别人洞察到我的“慌乱”。我有主持

大局的组织应变能力，请接受我吧！” 正在摩拳擦掌、日夜

备考的准公务员们，你有这个勇气吗？ 如果你没有这种勇气

，请你装出这种气质，装得多了就成了你的能力，如果你有

这种勇气，就请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所有考官： 请相信

我！我能！！ 2007年12月1日公务员面试过程全记录 考生自

述通关实录 一、抽签和进场前的等待 2007年11月30日下午抽

签，我1号下午面试，不到1点开始，我17号，第三个进场。 

还没轮到我时，我就开始紧张。16号进去后我紧张的坐不住

，在地上走来走去，自己说加油。 在会议室里等的其他12位

都笑着对我说，别紧张啊，你一紧张我们也紧张，加油。 我

笑着对大家说，嗯，我要加油，也祝大家都面试成功。 二、

潇洒进场，礼仪到位。 终于进场。 竖领白色衬衣，黑色小礼

服西装上衣，黑色西裤，白色全皮运动板鞋。 利落干练，精

气逼人。 我轻手开门，回身关好，略停一下，看清楚情况，

然后稳步走到我的座位边。 在向各位考官问好鞠躬后，被示

意坐下。(只要面向前方鞠一躬即可，不必因为左右也有考官

而坐鞠一次右鞠一次) 面前是9位考官一字排开，侧面各2人

。(具体人数记不清了，大概) 三、面试中危机用气势得分 我

真是紧张，在听主考官讲客套开场白时我用力咬住下唇让自

己镇定下来，差点出血，说完客套话他直接念第一题题目，

我根本因心绪未定都没听太清，因为题目里的事情新闻里说

过所以还好。 【第一题】现在我国要缩短五一黄金周长假，

而把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也做为法定节假日，对于这项

措施你怎么看？ 思考30秒，答：考生思考完毕，开始答题。

(大意)：“考生思考完毕，开始答题。现在在国内有种现象



，在过一些洋节日的时候非常的热闹，比如圣诞节，情人节

，而在过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时却冷冷清清。比如，过端午

时吃几个粽子，过中秋时买几盒月饼，草草了事，没有精神

内容。尤其是我们青少年，往往推崇洋节日，崇洋媚外。我

个人对于这项措施是非常赞同的，我有以下想法： 1，这有

利于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尤其针对于青少年一代崇洋媚外的

现象。我们要推崇自己的文化，。。。。(记不清了) 2，有句

话说的好，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尤其在当今世界，以我们中

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正在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如果我们

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那在外国人眼里怎么说得过

去呢？。。。(记不清) 总之，我认为这项措施很有必要，我

个人也非常赞同，这对于弘扬我国传统文化非常有意义。。

。 回答完毕。” 【气势夺人】 答这道题时，我双手放在桌上

，看似非常镇定，其实我脸在发烧，我能肯定，他们能看到

我脸通红。但我表面情绪控制得很好，语气稳而坚定，声音

洪亮。尽管思路混乱。那也要有气势。 (编者注：尽管紧张得

一塌糊涂，可是尽量放缓语速，语气坚定不移，可扬长避短

。) 【第二题】如果单位让你组织一次以“迎奥运，树新风，

。。。”为主题的活动，你将如何进行？ 思考30秒， 答：“

考生思考完毕，开始答题。 首先我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把

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这将使我的

能力得到锻炼和提升。如果我来组织这个活动的话，我会有

以下几个步骤： 1，首先我要了解清楚这个活动的主题，内

容等，然后写一份详细的计划书，除了主题内容等，还有形

式，比如以举办演讲比赛的形式，然后是时间，地点，参加

人员，最重要的是预算经费等，都要写进计划书，呈交给领



导批示。 如果领导有修改意见，我要按领导的意见修改计划

书。 2，组织各部门相关人员开一次协调会，告诉他们这个

活动的主题内容形式等等，动员他们的积极性，作人员安排

，任务的分配。 3，计划实施，在活动进行过程中，如果出

现和计划不相符的地方，我要及时改进，如果有突发情况，

我要及时处理，还要适当的请示领导。在活动进程当中，我

也要适时的和领导汇报活动进程。做好监督工作。 4，活动

结束后我会写一份总结报告交给领导。我还可以拿出当初写

的计划书，和这个总结报告相比较，看看那些地方可以改进

，那么这对于我以后工作很有帮助，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我可

以处理得更好。那么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要做好活动效果

的监督工作，有考核活动效果必要的话我还会做一次考核活

动。 以上几点就是我根据我目前的经验的粗浅的认识和想法

。 回答完毕。” 【心理站上风】 我这道题答得很精彩。而且

是我从内心镇定下来，表现也开始非常有风度，很大气。 (编

者注：适时地对自己进行心里暗示，说我刚才答得真不错，

在心理上先站上风。)【第三题】当今社会，。。。“宽容”

。。。“和谐社会建设”。。。，请你以宽容为题做一次演

讲，准备2分钟，演讲5分钟。 在他念题目的同时我在想，对

于这个话题，我没有可说的社会现象或是典故，按自己的想

法也说不到5分钟，那么就按申论题的方式答，先列几点，然

后再发挥点，也许能够5分钟。因为这道题的内容也就占40%

分值，当然内容吸引人的除外，更重要的是看你是不是能总

有话说，说话语气方式，气势和情绪控制更重要。 我在草稿

纸上只想出几点。考官提示我：“时间到，开始答题” 我问

：“请问我可以站起来吗” 得到允许后，我站来，刚开口说



：“各位考官，我演讲的题目是”，突然意识到，我忘记了

要求是以“宽容”为题，还是自拟题目。 但是非常镇定：“

请您重复一下题目” 然后我又开始。 我两手五指分开，撑住

靠身体一边桌边，由于桌子略低，我左腿膝盖略弯，右腿直

立，目视前方，目光和主考官交接，镇定自若，根本没时间

考虑“我还没考虑好”这个问题，上！ 头两句话真是不顺当

，参差不齐。 后来渐入佳境，真是硬着头皮被逼上梁山。 大

意：首先我想说一下，宽容的内涵。那么，什么是宽容呢？

宽容就是要有容人之心，心里要容得下事情，不斤斤计较，

虚怀若谷。(停顿，卡壳，因为根本没想好如何衔接)啊，古

人也说，君子有度，可见宽容是我国的传统美德。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阶段，提出了新口号，我们要建设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内容包括。。。 可见宽容对于

和谐社会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要从以下几点在社

会上树立一种宽容的风尚： 1，在社会上举办一些活动，树

立一些宽容风尚的典型人物，让全社会都关注宽容这个话题

。 2，对于我们个人，我们也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记不清) 3，我们可以利用新闻媒体这些工具，比如在电视上

制作一些赞扬宽容风尚的节目，。。。(记不清)这是从舆论

导向来说。 (卡壳，停顿，词穷，因为那2分钟里我只想到这

么多) 没办法，不能不说话，嗯，：“对不起，有点紧张，停

顿一下”。 “哦，我还想补充一点，宽容，不仅对于我们个

人道德修养。。。(记不清)对于我们和谐社会建设很重要，

而且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中也很重要。尤其是现在，我国改

革开放日益扩大。。。2008年奥运会即将到来，世界各国人

民都会来到我们中国，这时候我们民族的宽容的美德，也是



我们展示的风尚。。。。还有，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和平外交

政策，我们不搞霸权主义，对于那些非洲遭受灾难的国家我

们也提供援助，这都是宽容的风范，我国也因此受到各国好

评，中国屹立于世界。。。(记不清了) 那么如果我有幸成为

一名公务员，在我的工作中我也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对

我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也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我个人认为我

是一个比较宽容的人，虽然我还其他不足，但是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会有的放矢的改进自己，我相信我能做得更好。 回

答完毕。” 总算糊弄过去。 【从容让危机化为优势】 精彩的

是我面对考官慷慨陈词，声音洪亮，自信沉着，毫不紧张，

情绪稳定。而且，偶尔环视。 (编者注：答得最差、最不连贯

、最没有思路的一道题，却化腐朽为神奇，成为亮剑！) 【第

四题】如果你有幸成为一名真正的公务员，你的亲戚来求你

办事，你怎么办？ 思考30秒， 答：“考生思考完毕，开始答

题。 如果我有幸成为一名真正的公务员，我想我的工作内容

就是依法行政，执政为民。 而我的职责就是依法行政，秉公

办事。如果我遇到题中所讲的情况，我有以下几个想法： 1

，首先，我在与亲戚朋友的日常交往活动当中，要在他们面

前树立一种秉公办事依法行政的形象，让他们有事不会来求

我，不敢轻易向我开口。 2，在我的工作中，我也会依法办

事，不违背这个原则。如果他们真找到我面前，啊么我要按

照实际情况来处理。如果是职责范围内的，合理合法的，我

要把他们当作普通的群众对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3，如

果是明显的违法的不合规定的，我要明确的拒绝，并向他们

解释相关的法律法规，让他们明白我的工作职责。 4，平时

，我还要向我的亲戚朋友宣传法律法规，让他们知道我的工



作内容，了解公务员的职责。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我的

亲戚朋友会理解我的。 以上就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几点，回答

完毕。” (编者注：这是一道比较常见的试题，考查灵活性与

原则性相结合以及公务员树立自身形象的问题，为京佳培训

备考题目之一，复习过的考生均能顺利答题。) 【第五题】如

果你是当地领导，上级下达了一条与你们当地实际情况不符

的指示精神，你怎么办？ 思考30秒， 答：“思考完毕，考生

开始答题。 如果我有幸成为一名公务员，那么在工作中会遇

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题中提到的情况有可能会遇到。如果遇

到这种情况，我有以下几点想法： 1，首先我要认真的确定

一下，这个指示精神是不是真的那么与我们当地的实际情况

不符，如果是真的非常不符，那么我要思考，有没有什么可

改进的办法，找出可以和这个指示精神相结合的地方。 2，

我要把实际情况汇报给上级领导，并且提出可改进的建设性

意见。 3，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皆大欢喜，如果没有，我

会进一步与领导沟通。我相信我们会达成新的共识，而且我

相信通过我的努力，领导会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会作出新

的决定。 以上就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的几点。回答完毕。” 整

个过程语速适中，语气坚定自信，即使演讲停顿词穷也也没

有影响情绪。 我发现我的反应还不错，即使刚开始只想到一

、两个方面，也能边说边想，不会停顿，自圆其说。三、面

试中危机用气势得分 我真是紧张，在听主考官讲客套开场白

时我用力咬住下唇让自己镇定下来，差点出血，说完客套话

他直接念第一题题目，我根本因心绪未定都没听太清，因为

题目里的事情新闻里说过所以还好。 【第一题】现在我国要

缩短五一黄金周长假，而把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也做为



法定节假日，对于这项措施你怎么看？ 思考30秒，答：考生

思考完毕，开始答题。 (大意)：“考生思考完毕，开始答题

。现在在国内有种现象，在过一些洋节日的时候非常的热闹

，比如圣诞节，情人节，而在过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时却冷

冷清清。比如，过端午时吃几个粽子，过中秋时买几盒月饼

，草草了事，没有精神内容。尤其是我们青少年，往往推崇

洋节日，崇洋媚外。我个人对于这项措施是非常赞同的，我

有以下想法： 1，这有利于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尤其针对于

青少年一代崇洋媚外的现象。我们要推崇自己的文化，。。

。。(记不清了) 2，有句话说的好，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尤其

在当今世界，以我们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正在越来越受到

世界的瞩目，如果我们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那在

外国人眼里怎么说得过去呢？。。。(记不清) 总之，我认为

这项措施很有必要，我个人也非常赞同，这对于弘扬我国传

统文化非常有意义。。。 回答完毕。” 【气势夺人】 答这道

题时，我双手放在桌上，看似非常镇定，其实我脸在发烧，

我能肯定，他们能看到我脸通红。但我表面情绪控制得很好

，语气稳而坚定，声音洪亮。尽管思路混乱。那也要有气势

。 (编者注：尽管紧张得一塌糊涂，可是尽量放缓语速，语气

坚定不移，可扬长避短。) 【第二题】如果单位让你组织一次

以“迎奥运，树新风，。。。”为主题的活动，你将如何进

行？ 思考30秒， 答：“考生思考完毕，开始答题。 首先我感

谢领导对我的信任，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非常珍惜

这个机会，这将使我的能力得到锻炼和提升。如果我来组织

这个活动的话，我会有以下几个步骤： 1，首先我要了解清

楚这个活动的主题，内容等，然后写一份详细的计划书，除



了主题内容等，还有形式，比如以举办演讲比赛的形式，然

后是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最重要的是预算经费等，都要

写进计划书，呈交给领导批示。 如果领导有修改意见，我要

按领导的意见修改计划书。 2，组织各部门相关人员开一次

协调会，告诉他们这个活动的主题内容形式等等，动员他们

的积极性，作人员安排，任务的分配。 3，计划实施，在活

动进行过程中，如果出现和计划不相符的地方，我要及时改

进，如果有突发情况，我要及时处理，还要适当的请示领导

。在活动进程当中，我也要适时的和领导汇报活动进程。做

好监督工作。 4，活动结束后我会写一份总结报告交给领导

。我还可以拿出当初写的计划书，和这个总结报告相比较，

看看那些地方可以改进，那么这对于我以后工作很有帮助，

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我可以处理得更好。那么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还要做好活动效果的监督工作，有考核活动效果必要的

话我还会做一次考核活动。 以上几点就是我根据我目前的经

验的粗浅的认识和想法。 回答完毕。” 【心理站上风】 我这

道题答得很精彩。而且是我从内心镇定下来，表现也开始非

常有风度，很大气。 (编者注：适时地对自己进行心里暗示，

说我刚才答得真不错，在心理上先站上风。) 【第三题】当今

社会，。。。“宽容”。。。“和谐社会建设”。。。，请

你以宽容为题做一次演讲，准备2分钟，演讲5分钟。 在他念

题目的同时我在想，对于这个话题，我没有可说的社会现象

或是典故，按自己的想法也说不到5分钟，那么就按申论题的

方式答，先列几点，然后再发挥点，也许能够5分钟。因为这

道题的内容也就占40%分值，当然内容吸引人的除外，更重

要的是看你是不是能总有话说，说话语气方式，气势和情绪



控制更重要。 我在草稿纸上只想出几点。考官提示我：“时

间到，开始答题” 我问：“请问我可以站起来吗” 得到允许

后，我站来，刚开口说：“各位考官，我演讲的题目是”，

突然意识到，我忘记了要求是以“宽容”为题，还是自拟题

目。 但是非常镇定：“请您重复一下题目” 然后我又开始。 

我两手五指分开，撑住靠身体一边桌边，由于桌子略低，我

左腿膝盖略弯，右腿直立，目视前方，目光和主考官交接，

镇定自若，根本没时间考虑“我还没考虑好”这个问题，上

！ 头两句话真是不顺当，参差不齐。 后来渐入佳境，真是硬

着头皮被逼上梁山。 大意：首先我想说一下，宽容的内涵。

那么，什么是宽容呢？宽容就是要有容人之心，心里要容得

下事情，不斤斤计较，虚怀若谷。(停顿，卡壳，因为根本没

想好如何衔接)啊，古人也说，君子有度，可见宽容是我国的

传统美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阶段，提出了新

口号，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内容包括

。。。 可见宽容对于和谐社会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

们要从以下几点在社会上树立一种宽容的风尚： 1，在社会

上举办一些活动，树立一些宽容风尚的典型人物，让全社会

都关注宽容这个话题。 2，对于我们个人，我们也要加强自

身道德修养，。。。(记不清) 3，我们可以利用新闻媒体这些

工具，比如在电视上制作一些赞扬宽容风尚的节目，。。。(

记不清)这是从舆论导向来说。 (卡壳，停顿，词穷，因为那2

分钟里我只想到这么多) 没办法，不能不说话，嗯，：“对不

起，有点紧张，停顿一下”。 “哦，我还想补充一点，宽容

，不仅对于我们个人道德修养。。。(记不清)对于我们和谐

社会建设很重要，而且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中也很重要。尤



其是现在，我国改革开放日益扩大。。。2008年奥运会即将

到来，世界各国人民都会来到我们中国，这时候我们民族的

宽容的美德，也是我们展示的风尚。。。。还有，我们国家

实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我们不搞霸权主义，对于那些非洲

遭受灾难的国家我们也提供援助，这都是宽容的风范，我国

也因此受到各国好评，中国屹立于世界。。。(记不清了) 那

么如果我有幸成为一名公务员，在我的工作中我也要严以律

己宽以待人，这对我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也是很有必要的，

而且我个人认为我是一个比较宽容的人，虽然我还其他不足

，但是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有的放矢的改进自己，我相信

我能做得更好。 回答完毕。” 总算糊弄过去。 【从容让危机

化为优势】 精彩的是我面对考官慷慨陈词，声音洪亮，自信

沉着，毫不紧张，情绪稳定。而且，偶尔环视。 (编者注：答

得最差、最不连贯、最没有思路的一道题，却化腐朽为神奇

，成为亮剑！)【第四题】如果你有幸成为一名真正的公务员

，你的亲戚来求你办事，你怎么办？ 思考30秒， 答：“考生

思考完毕，开始答题。 如果我有幸成为一名真正的公务员，

我想我的工作内容就是依法行政，执政为民。 而我的职责就

是依法行政，秉公办事。如果我遇到题中所讲的情况，我有

以下几个想法： 1，首先，我在与亲戚朋友的日常交往活动

当中，要在他们面前树立一种秉公办事依法行政的形象，让

他们有事不会来求我，不敢轻易向我开口。 2，在我的工作

中，我也会依法办事，不违背这个原则。如果他们真找到我

面前，啊么我要按照实际情况来处理。如果是职责范围内的

，合理合法的，我要把他们当作普通的群众对待，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3，如果是明显的违法的不合规定的，我要明确



的拒绝，并向他们解释相关的法律法规，让他们明白我的工

作职责。 4，平时，我还要向我的亲戚朋友宣传法律法规，

让他们知道我的工作内容，了解公务员的职责。我相信，通

过我的努力，我的亲戚朋友会理解我的。 以上就是我目前能

想到的几点，回答完毕。” (编者注：这是一道比较常见的试

题，考查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以及公务员树立自身形象的

问题，为京佳培训备考题目之一，复习过的考生均能顺利答

题。) 【第五题】如果你是当地领导，上级下达了一条与你们

当地实际情况不符的指示精神，你怎么办？ 思考30秒， 答：

“思考完毕，考生开始答题。 如果我有幸成为一名公务员，

那么在工作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题中提到的情况有可

能会遇到。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有以下几点想法： 1，首

先我要认真的确定一下，这个指示精神是不是真的那么与我

们当地的实际情况不符，如果是真的非常不符，那么我要思

考，有没有什么可改进的办法，找出可以和这个指示精神相

结合的地方。 2，我要把实际情况汇报给上级领导，并且提

出可改进的建设性意见。 3，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皆大欢

喜，如果没有，我会进一步与领导沟通。我相信我们会达成

新的共识，而且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领导会理解我们的实

际情况，会作出新的决定。 以上就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的几点

。回答完毕。” 整个过程语速适中，语气坚定自信，即使演

讲停顿词穷也也没有影响情绪。 我发现我的反应还不错，即

使刚开始只想到一、两个方面，也能边说边想，不会停顿，

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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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