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途仍是未知数

6月23日，胡小■踏上了前往湖北襄阳

的火车，参加当地某个区事业单位统一安排

的体检。距离她研究生毕业已经一年，一年

间，她在学校边上和同学合租考公，终于考

上了心心念念的事业编，但心里却有点“空

落落”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宇宙的尽头是公

务员”成了在校生的黑话，清华、北大毕业生

成为街道办事处公务员的新闻也频上热搜。

但是公务员是否真的那么香，考上公务员就

可以躺平到退休吗？刚考上事业编的胡小■

内心也不能肯定。

胡小■是一名普通院校汉语言文学硕士

研究生，疫情给她的求职路带来的冲击是一

连串的。她的毕业论文选题是某地方言词汇

及其归属研究，需要查阅大量地方志和古汉

语相关书籍，而这些图书只有在线下的图书

馆才有，线上难以查阅。

论文也只能在搜知网通用资料的情况

下艰难推进。原本应该2020年12月交初稿、

次年3月形成终稿的她，初稿和终稿分别延

后到了2021年3月和2021年5月中下旬。由

此，她错过秋招和春招，面临刚毕业就失业

的窘境。

胡小■表示，“疫情也让我看到了体制外

就业压力，加上我自己的专业就业面也不是

很广，不想随便找个工作应付，就待业考公务

员了”。

“待业备考最大的压力就是经济，同龄人

都开始赚钱孝敬爸妈了，我二十多岁了却还

要找家里拿钱，总是不好意思。”胡小■道，

“房租一个月900元，水电一个月至少50元，

再加上吃穿用度，每个月抠抠搜搜也得2000

元花销。”

除去个别单独进行省考的省份，每年一

次的公务员多省联考一般在4月份，每年两次

的事业编联考一般则在5月和10月。胡小■的

租房合同是一年，今年6月底合同期满。按照

原本的计划，6月底之前她已经考完公务员考

试和第一轮事业编考试并且知道自己的成

绩，然后要么已经上岸，要么可以对编制死心

开始找工作。

但疫情仍在继续，2022年4月份的公务员

联考推到了7月，5月照常举行的事业编成绩

还未出。她正要去参加的襄阳事业单位统一

体检，是备考期间额外参加的襄阳某个区的

人才引进，体检合格后就可以走流程然后如

愿进入编制内。

让她感到迷茫的，一方面是今年仍旧未

能顺利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考试，另一方面

则是对新工作的未知，人才引进的岗位在

入职前并不确定，新工作的内容、薪资待遇

各种事宜对她来说都是未知数。

前置的中年危机

编制给了年轻人极大的安全感，但并不

妨碍他们继续焦虑。

“身边很多同学选择在刚毕业的时候去大

城市闯荡一番。而我却随大流考公，退回到了家

乡的小城市，也许就此即将过上一眼可以看到

80岁的生活，我会离大家越来越远吗？体制内的

工作真的适合我吗？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想

做的是什么。”胡小■无数次在心底问自己。

原本在30岁时才会忧虑的中年危机，提

前到了毕业之前。

“30岁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呢？我能保证我

的工作在我30岁的时候不被裁掉吗？我能想

到的几乎只有公务员。”这是本科985、硕士普

通院校优势专业的周思思考公的初衷，和胡

小■一样去年毕业的周思思更幸运一些，四

川的省考和事业编考试都如期参加，她同时

考上了四川省事业编和成都市公务员，最终

选择了发展空间更大的市级公务员。

稳定，是大多数人选择公务员的初衷。

去年便成功进入安徽合肥某乡镇政府工

作的何先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本科毕业于

211院校的他是安徽本地人，“工作时间是上午

8点半到下午5点半，可能没有太大前景，但很

少加班，工作很稳定。”他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本科毕业于211院校、今年刚从普通院校

优势专业硕士毕业的小唐，提出了体制内工作

对女性最大的好处之一：“女生需要休产假，

这是许多私企都不太喜欢用女性员工的一

点。在体制内工作，或许担忧会少一点。”

走适合自己的路

公务员考试本身的公平性也是吸引求职

者的一大亮点所在。

2021年刚通过深圳市考上岸到深圳某局，

普通院校研究生的段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我只是希望能通过一种更加公平、不会被各种

外在因素影响的方式找到工作，公务员考试的

公平性就是我选择这个工作的首要原因”。

根据相关考公机构统计的数据，2022国

考共有2026060人报名，较去年同期增长51.4

万人；有1837759人通过审核，较去年同期增

长43.5万。2022国考平均竞争比为59：1，略高
于去年同期的54.5：1。

2022年国考中最受瞩目的职位，是西藏

自治区邮政管理局阿里地区邮政管理局一级

主任科员及以下一职，竞争比高达20813：1，
成为唯一一个“两万里挑一”的职位。“大家都

想着这个地方偏没什么人去容易上岸，没想

到最后报的人这么多。”周思思解释道。

在职位类型和地域上，公务员的报录比有

明显差别。北京商报记者检索相关教育机构公

布的数据发现，在职位类型上，各地税务局的一

级行政执法员一职几乎是每年热度最高的职

位，2022国考中该职报录比在全国各地各岗位

中排第三，为3121：1。而在地域上，同样以2022
国考为例，北京、上海、广东等一线省市同样是热

门选择，报录比超过1000：1的岗位比比皆是。
北京商报记者咨询某考公机构后，其工作

人员建议省考报考广东、湖北、湖南、东三省等

地，因为这些地方近年省考报录比都较小，其

中广东今年省考的平均报录比仅为10：1。
就具体职位选择，该工作人员则表示，根

据日常测试分数，120-130分的建议报考一

些基层岗位，135-140分可以尝试冲一些比

较好的工作如税务局，稳定在150分以上则可

以考虑冲一些中央级的岗位。

前述北京一所985高校教授指出，“并不

是每个人都适合考公务员，这和高考选学校、

专业一样，还是要从每个人自身的家庭情况、

个人志趣和未来发展态势三者去权衡。每个

人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陆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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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两年终上岸 我心里空落落的”

北京入汛 城市防洪严阵以待

“改头换面”的超前点映又来了？

近日，腾讯视频宣布电视剧《梦

华录》开启大结局点映礼，观众在以18

元购买包含大结局提前观看券的礼

包后，便可在6月26日的点映直播中，

提前收看原本定于7月3日会员收官

的大结局剧情。

关于提前观看的“特权”，舆论褒

贬不一。固然有不少粉丝直呼过瘾愿

意先睹为快，也有不少网友质疑，认

为平台此举为变相圈钱，还有影视剧

资源泄露的风险。

从用户角度来看，“超前点映”等

于“被平台多宰一刀”。什么样的内

容，能在“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买卖

双方之间找到平衡点，《梦华录》开了

口子。

时隔16年，刘亦菲再回“小”荧幕，

却演活了大女主。苦“古丑”久矣的观

众，近乎报复性地赞美，这颜值顶配，

这月华灯影、虫鸣水声。当人们从古

偶的脸面问题里脱困，才终于能探讨

更现实的东西：比如，钱。

大屏幕下，她曾被嘲是票房毒

药，“小”荧幕里却是灵丹妙药。男

女双强双商在线、势均力敌棋逢对

手的爱情戏，在时代的语境下，成

为不少都市女性对自我和爱情的强

烈向往。获得城市女性共鸣，移植了

现代人的经商之道和情感模式，并注

入了城市中产认知和价值观。

自古“古偶”是富矿，对于演员是

大红大紫的机会，对于平台是盈利的

大船。《梦华录》“商业味”浓厚，交织着

权力、财富、身份地位，平台对这样古

偶翻身的剧“有想法”无可厚非，论“榨

干”“薅秃”似乎也不难理解。

上一次为古偶心动，还是在上

一次。回到熟悉的赛道，“天仙”谈

情，平台谈钱。借“嗑”学家们对顾千

帆和赵盼儿的“顾盼生辉cp”上头之

势，平台自用成年人的嗑法，嗑成年

的恋爱。

超前点映重现江湖，既不新鲜，更

不意外。去年9月，中消协捅破“窗户

纸”，发文点评长视频平台在“超前点

播”功能设置、广告展示、自动续费等

方面存在套路。

会员机制、广告直戳盈利要害。会

员增速放缓之后，增量与存量之间，增

量见顶，存量自然大有可为。而广告资

源不断被新兴短视频平台分流后，减

少广告展示则意味着“本不富裕的家

庭”雪上加霜。

会员机制下的各种花式增值服

务，在原有的会员基础上推出包含权

益更多、类别更复杂的付费模式，便是

对存量资源的深度开垦。

舆论声浪之下，平台与消费者内

容消费意愿矛盾激烈爆发，各平台不

得不纷纷取消“解锁”，超前之路，只能

为消费者权益做出让步。

而扭亏之路，不能停。正如看准时

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点映”，一片骂

声中的会员涨价，都只能硬着头皮，越

挫越勇。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天仙”谈情，平台“谈钱”
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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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系统备战强降雨

根据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消息，北京市防

汛办发布，6月26日16时启动全市防汛蓝色

预警响应，各有关单位做好防汛准备和应急

处置工作，建议广大市民关注气象预报预警，

合理调整出行，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

险山区，确保安全。

水务局也于2022年6月26日17时启动防

洪IV级应急响应。水利工程在防洪减灾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北运河管理处调度运行科副

科长刘勇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2月份北运河

管理处就开始编制了北运河汛期预案，根据

洪水发生可能性、宋庄蓄滞洪区的运用及京

冀通航等诸多因素，编制了洪水调度预案、防

洪抢险预案等六个预案，既要兼顾防汛任务，

又要保障运河的通航。

“‘通州堰’的建成使城市副中心通州区

的防洪标准从50年提升到了100年。”刘勇

说。通州堰目前形成了“上蓄、中枢、下排”的

防洪格局，北运河上游在建的温榆河公园和

下游的宋庄蓄滞洪区都既是公园，又是蓄滞

洪区，出现洪水时，通过中间尹各庄和北关的

两座分洪枢纽，将洪水从运潮减河及正在规

划中的温潮减河排到潮白河，减轻整个北运

河主河道的泄洪压力。北运河综合治理后，增

加了主河道的平衡能力，共同保障副中心的

防洪标准达到100年。

交通增加运力保出行

除了水利工程外，为了应对今年入汛以

来最强降雨，交通行业也做足准备工作。北京

商报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市交通行业全面动

员、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降雨应对工作。

公交集团安排230部机动运力，地铁公

司所辖线路加开60列临客，延长周一早高峰

运营时间，服务市民出行；轨道交通加强重点

部位设施设备巡检，做足防汛物资储备，确保

运营安全。

各公路运营企业和养护单位针对公路下

凹式立交桥、排水泵站、易积水路段等重点点

位提前预置力量，公路方面安排应急备勤抢

险人员2339人、机械设备861台套。对51条县

级以上公路灾害隐患点全面落实“一处一预

案”要求，提前部署日常巡逻和应急值守力

量，加强动态隐患排查和值守看护，一旦发现

重大隐患第一时间断路，及时开展抢险救援，

确保公路运行安全可靠。

除防汛蓝色预警外，北京市规划自然资

源委和市气象局26日12时联合发布地质灾

害气象风险预警。

为做好旅游行业安全度汛工作，房山区

结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区防汛抗旱指挥

部工作部署，6月26日10时前，关闭所有涉

山、涉水景区和民宿，全区暂停组织一切大型

户外文旅活动。旅行社周末不安排前往山区

景区旅游的线路。

全国8000亿水利投资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全国要完

成水利建设投资超过8000亿元，同时将确保

新开工建设重大水利工程30项以上。在加大

政府投入的同时，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满足大规模水利建设

的资金需求。

“就今年来讲，全国要完成水利建设投

资超过8000亿元，迫切需要落实‘两手发

力’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更多利

用金融信贷资金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水利

建设，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6月17日，水

利部副部长魏山忠在水利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

今年1-5月，水利项目申请使用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资金的总规模为4212亿元。到5

月底，水利项目已落实专项债券1110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184.2%，其中，广东、河北、

安徽等9个省份落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达

799亿元。

6月25日，黄河下游引黄涵闸改建工程、

湖南大兴寨水库工程、安徽包浍河治理工程

同一天开工建设，它们均为国务院部署实施

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都是今年重

点推进的55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这三项工程可提升重要粮食主产区和农

业生产基地的供水保障，改善沿线地区城镇

生活生产及生态供水条件，还将提高水旱灾

害防御能力。至此，今年重大水利工程已经开

工18项。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袁泽睿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6日-28日，华北中东部、黄淮、江汉等地有一次中到大

雨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北京防汛办发布，26日16时，启动全市防汛

蓝色预警响应。

为应对北京入汛以来第一次强降雨过程，水务系统、交通行业等进行全面动员、

严阵以待，做好降雨应对工作。作为防洪抗旱的重要设施，水利工程的建设备受重视，

水利部表示，今年全国要完成水利建设投资超过8000亿元，同时将确保新开工建设重

大水利工程30项以上。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口中“1076万”的就

业大军中，考公成为不少人的选择。应届的

1076万之外，还有不少往届学子也在为此孜

孜不倦，他们可能付出了更大的努力，更长

的准备时间，承受了更多就业的压力。

万千就业样本中，他们成为秉持着传统

的成功观、稳定的生活以及名校光环的代名

词。关于“香”还是“不香”，同样的考公之路，

他们身上却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

历年国考报名审核通过人数

单位：万人

2022年

招录人数

报名审核通过人数

3.12

183.7

2020年

招录人数

报名审核通过人数

2.41

143.7

2021年

招录人数

报名审核通过人数

2.58

157.6

编者按：毕业季到来。对于全国1076万高校毕业生来说，正在经历的，是一个比往年都要艰难的夏天。这个庞大的团队，

也成为疫情蝴蝶效应里的一环。稳就业，年轻人重中之重。无论你是谁，来自哪所院校，无论是“宇宙尽头的考公”，还是史无

前例的考研，灵活就业，当你成为“1076万+”分之一，就业便不再是一个人的故事。

对话“1076万+”
我在2022就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