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公务员多省联考《申论》真题（广西 A 卷）

（考生回忆版）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题目及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总时限为 150 分钟。其中，阅

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 40 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 110 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

并将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的“贴考生条形码区”，超出虚线的粘贴无效。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在非指定位置作答或用铅笔

作答的，答案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方可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在作答时，不得出现本人姓名，答题中凡出现本人

姓名者作违纪处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留在桌上，

待监考人员确认 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给定材料

材料 1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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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了民居保护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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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县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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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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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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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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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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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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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为依法规范开展古民居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

依据。

据统计，Y 县共有 3000 多幢古民居，其中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仅 600 余处，其他

大部分非文保单位的古民居，多散落乡野，难以顾及。

“我们的老屋要垮了，我们没有能力维修，文物部门是不是该拨钱给我们维修？”这是

工作人员经常遇到的问题。据了解，根据《文物法》第二十一条，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

有人负责修缮、保养，文物部门负责报批程序和给予技术指导。2016 年，某文物基金会在 Y

县启动了“拯救老屋行动”项目，计划在两年时间里资助

4000 万元，用于修复当地国家级传统村落中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以及符合政策的民居。符合条件的老屋修缮至少能得到占修缮总费用的 50%的补贴款。

为此，Y 县委托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其中不仅有规划纲要，更

有具体到每一种建材的技术规范和补贴标准。以修复一栋民居为例，首先由户主根据房屋损

毁情况提供图片证据及修复方案，交由专家委员会进行审核并作出修改，最终方案通过后再

进行资金预算，政府补贴资金为预算资金的 50%。双方确认并签订合同后便可施工。施工过

程中，要随时接受专家巡查并按照整改意见来调整，施工进度完成三分之一时政府支付部分

补贴资金，工程完工后通过专家验收再支付剩余补贴。

不仅如此，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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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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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借力社会资本，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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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2

以下是一位游客关于 C 城的日志：

C 城环水依山，沟多坡陡，特殊的地形造就了它独特而多样的交通。缆车、横跨两江的

客运索道，沟通上下半城的客运电（扶）梯，还有跨过长江、沿江蔓延、穿过楼道的轻轨……

“妹子，你们现在来我们这里可是方便得多啦。”一个火锅店老板跟我说，“你看看我们

这里的地形条件，当年没客运电梯，没轻轨的时候，大家都是爬坡上坎，稍微走远一点去逛



个街，买个东西都麻烦得很呢。”

索道是 C 城的特色交通，它建在立体的山水间，让乘客在惊喜刺激中欣赏了这里山环水

拥的美景。乘坐跨江索道的最佳时间是晚上，坐在车里可以看到灯火辉煌的市中心半岛。

大扶梯当然不能错过，它承载着 C 城的记忆，是连接这座城市上下半城的交通工具：从

火车站出来，横穿马路，直接走地下通道，就可以乘坐亚洲最长的坡地扶梯。像我这样初到

C 城的游客，确实好好感受了一下这地方特色浓郁的交通。K 路电梯建于 1986 年，是国内

首次将市内电梯用于城市公共交通。这个电梯高 11 层，曾经出现在 C 城造的火柴盒上，算

得上是 C 城的标志之一。

最最不能略过的，当然是轻轨。C 城的轻轨相当魔幻：它越过山岭，跨过长江，沿江蜿

蜓，穿过楼道， 真的是一站一种风景。

“好多人都以为地上跑的是轻轨，地下跑的就是地铁。才不是呢!”C 城交通志愿者张

大妈，一直以本地的轻轨为骄傲，“轻轨是载客量小，但移动速度快的轨道交通工具；它有

自己的运行轨道，但不一定要与其他车辆隔离。重轨，即地铁，它载客量大，运行高速，独

立于其他交通工具。”C 城的轻轨采用跨座式单轨，噪音仅 60 分贝，所以即使穿楼而过，也

不会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依山而建的轨道，经常会有大的弯道， 最大的弯道接近 90

度，乘坐轻轨犹如在坐过山车一样。庆幸的是它并没有过山车那么快，还是很平稳的。这引

得不少摄影达人争先到访。1 号线轻轨的 X 站被修建成了一个“森林城堡”。N 站是 2 号线

与 3 号线的换乘站点，位于城中心，有着长长的玻璃长廊，是眺望江景的好去处。这里特别

适合晚上去，五彩斑斓的灯光、波光粼粼的江面， 真的可以触景生情。

我还去了两江汇合之处的码头，沿着高速公路去看沿途风景。“这些年路修好了，货运、

客运的生意都好 多了。我们这里每个区、每个县都有高速公路，大家来往方便，也有利

于经济的发展嘛。我们这里地形条件就这样，财政收入也有限，能把交通搞成这样，不容易

啊。”

C 城地形的复杂造就了建筑的复杂，而地形复杂、建筑复杂又决定了它交通建设的复杂

和困难。这复杂程度，需要更多的成本和智慧。“天生如此，但再难也得搞好交通建设，我

们唯有精卫填海、愚公移山。”C 城交通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曾这样形容当地交通建设工作的

艰难。

有人说 C 城是一座 5D 城市，它的交通向人们展示了，并让人们融入了这座城市山水相

依、灯火辉煌的风景，并且它本身就是风景。这些年 C 城成为“网红”城市，引得各地的游

客纷纷前来“打卡”领略。这其中，它的特色交通功不可没。

如果说交通是一个城市写在山川河流上的史书，那么 C 城书写的内容，肯定是丰富而精

彩的。为 C 城点赞！

材料 3



2018 年马拉松持续火爆，据统计，截至 11 月 2 日，800 人以上越野跑赛事共有 1072

场，参赛人次达 530 万， 预计年底这个数字将达到 600 万。马拉松赛事多的背后，是马拉

松爱好者群体的急速膨胀。当前，名称中带“国际”“半程”“全程”等字样的马拉松比赛已

超过半数，这其实从侧面反映出同质化问题较为突出。

的确，马拉松比赛参与人数多、参与面广、参赛门槛低、赛事轻松活泼，又兼有一定的

旅游观光的特点。很多地方都希望通过马拉松展示城市形象，吸引更多客流，带动旅游消费。

然而一些新近举办的赛事虽然动辄标榜“国际”头衔，但实际报名率却很低。这不仅浪费办

赛的人力物力等资源，还带来了交通问题和群众安全隐患。由于赛事等级评定对参赛人数、

参赛标准甚至参赛成绩等都有严格要求，有些小赛事为了达到目标，不惜拉人头撑场面，甚

至花钱请选手，让比赛变味。同时，一些具有品牌效应的马拉松赛事有一定的准入门槛和限

制，往往“一号难求”。于是“号码黄牛”转让参赛号码布成为灰色产业链条，这扰乱了赛

事组织秩序，给赛事带来了诸多潜在风险和管理难题。

马拉松比赛声势浩大，动辄几万人参加，有相当大的组织难度，非常考验城市管理者、

主办方的管理智慧和专业能力。一位社评家甚至评价其为“城市综合治理能力的‘试金石’”。

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马拉松运动来说，在“跑马乱象”面前树立规则大旗，强化规则意识，

这需要参赛者、赛事组织者以专业管理运营来呵护它的成长。就现状来说，提高我们马拉松

赛事的质量和水平，可能需要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一场马拉松。

其实，马拉松赛事并不一定要追求声势和规模。它可以有很多细分区间，既有竞速比赛，

也有越野赛、集体赛，还可以情怀、趣味等作为亮点。这需要举办地找准定位，利用有限的

资源，办出特点，办出口碑。任何新事物发展都会有“成长的烦恼”。近年来，马拉松赛事

中替跑、转让号码布等问题屡禁不止，比赛补给不足、补给食品过期、参赛者半途迷路、关

门时间未到路段解封等也时有报道，最近更是出现集体抄近路、骑单车“赛跑”、工作人员

终点“搀扶”运动员等不良事件，引发大众吐槽。这些问题，既是参赛者的，也是主办方和

运营方的。马拉松运动热催生了一批体育产业的运营商。它们在承办赛事时也往往显得急功

近利，过分追求经济效益。“这说明我们在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方面还有不足。”某地体育主

管部门负责人说道，“不得不承认，比起体育发达国家，我们在马拉松赛事的举办和管理上

还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一切迫在眉睫啊！”

一些跑者还没能真实领会到这项运动的内涵，单纯为了跑而跑、为了好玩而跑，他们并

没有一个跑者的身体准备和心理准备。比赛中，一些参赛者伤病送医就是佐证。跑步，是一

种锻炼享受。健康是出发点，更是落脚点。至于在比赛中的种种作弊和倒卖参赛资格的行为，

更是失去了马拉松比赛的意义。前些时候，首都媒体发布了《首都媒体跑团 2018 年倡议书》，

号召跑者们要自觉坚守底线，敬畏规则。体育运动的重要精神之一是“尊重规则”，所有参

与者必须在统一的规则下“游戏”，竞争才有意义，结果才有价值。对于赛事的主办方地方

政府来说，马拉松比赛绝不只是招标营运方、划出赛事路线、配合做好封路及安保医疗工作



就完事了。一个赛事举办的好坏、赛事期间各项服务的优劣，以及当地风俗人情、文化景观

等，都能在赛后成为网络热门话题。

材料 4

“Y 省的咖啡豆是天赐的礼物。”这是一位外国友人对 Y 省咖啡豆的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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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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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喝到过有顶

级口感的，也喝到过如炒糊的黄豆的。而它们都来自 Y 省同一产地。”的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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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某著名咖啡烘焙师对记者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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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即饮咖啡市场也在兴起。较之速

溶咖啡，现磨、即饮对口感要求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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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咖农老王对记者抱怨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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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电视上看到，有

的地方的农产品是一个村，甚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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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有好消息：2015 年，两条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开通。这促进了 Y 省咖啡出口贸易

井喷式增长。当年，Y 省咖啡创汇逾 4 亿美元，比上年翻了将近一番。可不少咖农还是担心：

“我们隔壁可是世界上速溶咖啡产量最大的国家啊，会不会它们顺着国际货运列车，来抢我

们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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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多等于无标准，品牌杂导致无名牌。目前，因咖啡产品生产技术认证标准不成体系，

Y 省咖啡产业从农业生产到工业加工，各个企业处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境地。“一

些浑水摸鱼、以次充好的经营者忽悠了消费者，也伤害了我们这些老老实实做咖啡的人。”

小雯不无痛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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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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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万次地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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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会给予

很多‘如果’的假想，可唯有‘动’能带来‘但是’的希望。”

题目及参考答案

问题一

根据给定材料 1，概括 Y 县古民居保护的主要措施。（15 分）

要求：

紧扣资料，全面，简明，语言流畅；字数不超过 200 字。



参考答案

一、注重保护。设立“宣传保护日”，宣传保护知识；成立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和

居民保护协会，鼓励民众参与；将门票收入作为保护资金。

二、创新利用。探索认领保护活动模式，通过认租认购获得利益；启动保护利用工程；

完善保护利用政策体系。

三、重视修缮。编制完整补贴的方案，完善技术规范和补贴标准。

四、流转改革。依法保护，保证原真性，丰富内涵和利用方式；借鉴土地流转经验，发

挥市场主体作用，借力社会资本。

问题二

根据给定资料 2，谈谈你对划线部分“如果说交通是一个城市写在山川河流上的史书，

那么 C 城书写的内容，肯定是丰富而精彩的”的理解。（20 分）

要求：（1）紧扣资料，观点明确；（2）逻辑清晰，语言准确；（3）字数不超过 300 字。

参考答案

一、这句话指 C 城特殊的地形造就了其独特、特色、多样的交通，记录城市发展历史。

二、体现在：1.客运电梯、轻轨便利群众出行、生活。2.索道让乘客在惊险刺激中领略美景。

3.亚洲最长坡地扶梯承载城市记忆， 连接上下半城交通；K 路电梯是国内首次将市内电梯用

于城市公共交通，是 C 城标志。4.轻轨采用跨座式单轨， 依山而建、穿楼而过，多弯道、

快而平稳，噪音小，不扰民。5.高速公路既便利又能促进经济发展。6.C 城交通能吸引游客，

促进旅游业发展。三、C 城地形、建筑的复杂决定其交通建设的复杂和困难，加之财政收入

有限，因此，城市管理者需要更多的成本和智慧，坚持不懈，克服困难，搞好交通建设。

问题三

根据给定资料 3，分析部分城市马拉松赛事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25

分）

要求：紧扣资料，符合实际；表达准确，条理清晰；字数不超过 400 字

参考答案

问题：一、比赛同质化。追求虚名，报名率低、浪费资源，交通拥堵，存在安全隐患。

二、未理解运动内涵。参赛者缺乏目标和必要的身体和心理准备，比赛作弊、倒卖参赛资格

现象，形成灰色链条，比赛变味，扰乱秩序，带来风险和管理难题。三、运营商急功近利，

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四、公共管理、服务不到位。比赛补给不足、食品过期、公共道路使用

规划不合理等。

对策：一、强化规则意识。专业化管理运营，加强宣传教育，倡导参赛者坚守底线，敬

畏规则，做好参赛 准备。二、创新赛事。细分赛事区间，丰富比赛形式，以情怀、趣味



为亮点；找准定位，办出特色和口碑；增强对作弊、倒卖等行为的监督，加大惩处力度。三、

提高对运营商的审核标准。完善资格审核流程，严惩造假行为。四、提升管理服务能力。合

理规划赛事的路线和时间，配合做好封路、医疗、后勤补给，同时兼顾风俗人情、文化景观

等。

问题四

根据给定资料 4 中划线部分“‘静’会给予很多‘如果’的假想，可唯有‘动’能带来

‘但是’的希望”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立意明确，结构完整；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材料”；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字数不少于 1000 字。

参考答案

静思中有梦想，行动中有希望

静下来，沉思过往，憧憬未来，是一堂人生的必须课。在“静思”中，我们总结过去的

经验教训，以此用来规划未来的蓝图，但唯有行动才能让蓝图在大地上徐徐展开，为一切假

想带来满满希望，将怯生的

“如果”转为有力的“但是”。

静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在安静中沉淀浮躁，自省自察，集中注意力，进而诞

生出诸多想法点子、思路策略，但也容易停留于假想，甚至不切实际地空想。正如《大学》

里所说：“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所以，当我们无聊时、失败时，静下心

来，问问自己做错了什么，又能做什么。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所有的“静思”，并不是坐而

论道地空想，而是以现实为基础，寻找一切可能性。这里的“现实”参照物，可以是我们目

前所面临的处境，也可以是他人已有的实践。反之，如果只是纸上谈兵，陷于假想的虚幻，

只会停滞不前，看不到希望的光，更为严重的是错失发展机遇。

若我们从来不行动，梦想仅仅只是停留在“如果”的假想中而已。胡适先生曾教导我们

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唯有行动，梦想才能照进现实，带来“但是”的希望。

那些勇于行动、崇尚奋斗者，展现出了先人一步的担当意识。他们在踏实苦干中，提升

了个人的能力素质、眼界格局，最终获得成功、成就梦想，实现人生和社会价值。不管是做

人还是做事，最怕的就是驰

于空想、骛于虚声，唯有积极行动起来，脚踏实地去干，才能成人成事。相比那些空谈

论道、犹豫不前的人，他们即便知道前路漫漫、困难多多，也有勇气地站出来，披荆斩棘地

为后人探索出一路可行之路。这 源于他们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们在与困难的斗争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锤炼出了过人的本领和

强大的心理素质，也在一步步探索中，看待问题的视野也愈发广阔，发展的格局自然更大。



由此，他们不仅成就了个人当初的梦想，也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定义和赋予了这个时代的气

质和风貌。

在赞扬行动者的同时，也许有人会说，“说一千道一万，两横一竖是关键”。实则并非如

此简单，“干”不是毫无目的的蛮干，而是要明确方向，认清当前所具有的优势条件及面临

的劣势困境，在这过程中，需要个人、社会、政府合力，因地制宜，创新思路，扬长避短，

补齐短板。

方向是行动的先导，而条件是行动的保障。我们既要有挖掘梦想，树立奋斗目标，也要

善于借势、化势。Y 省的小陈有着“要让全国都喜欢我们 Y 省的咖啡”的目标，在他为目标

奋斗的过程中，既有 Y 省所产咖啡豆品质优、产量高的优势，也面临着本地咖啡豆采摘成本

高、缺乏生产标准等劣势。如何利用好优势， 化劣势为优势，除了个人自身努力创新，寻

求突破之外，也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最终，Y 省依托当地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因地

制宜，集中力量培育和打造出优势产业典范，小陈也成为国内最著名、最成功的咖电商之一。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让我们“动”起来，在晨曦中带着希望去奋斗，

才能在桑榆之时，收获满天霞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