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遇到到地地面面塌塌陷陷如如何何自自救救??

地面塌陷是一种突发性的地质
灾害。地下管线老化、破裂，城市建
设时的爆破以及暴雨天导致水土流
失都是突发灾害的原因。由于其带
有不确定性与较强的破坏性，容易
引起公众恐慌，且一旦发生，就会破
坏地面建筑、损毁公共设施、造成人
员伤亡。

一 .当塌陷发生时，有哪些自救
办法？

1 .双手抱头，双臂护脸，下蹲抱
团，脸藏双膝之间，为自已保留最大
限度的呼吸空间。

2 .保持镇定，小心移动身体，以
防更大的塌陷物砸到自己身上。

3 .护住口鼻以防粉尘污染。
4 .脱身时要迅速逃离，需要时大

声呼救。不可脱身时，要保存体力，

适时呼救，等待救援。如有信号要迅
速拨打电话报警，也可利用身边的
水管、煤气管道等制造声响进行求
救。

5 .若汽车落入塌陷区，待汽车静
止后迅速解开安全带，破窗逃离，寻
找跳生路线。若被埋，不要惊慌，迅
速利用通讯手段进行呼救。切勿强
行自救，保存体力，等待救援。

二 .发生地面塌陷，应如何应对？
1 .远离事故现场。避免发生次生

灾害。
2 .及时在灾害现场周围树立警

戒标志，疏散人群。
3 .地面塌陷的治理措施主要是

回填和架桥，可根据塌陷成因采取
相应的回填技术措施。

4 .寻找地面塌陷的原因，根除隐
患。

5 .做好群众心理疏导，防止群众
恐慌。

(来源：中国应急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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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岗”火出圈
一点都不诧异

当得知自己报考的是今年报
名人数最多、竞争最激烈的职位
时，周震一点儿也不诧异，他笑称
这完全在意料之中。“国考岗位表
里我唯一有资格报考的就只有这
个职位了，我去年还报过湖北的
一个职位。”周震是浙江人，大学
毕业已有四个年头了，这是他第
二次报名参加国考。

今年国考，周震所报考的西
藏阿里地区邮政管理局“一级主
任科员及以下”一职便因不限专
业、不限基层工作经验、不限政治
面貌的宽松条件吸引众多考生报
考。报考首日，该岗位超500人报
名，周震就是其中之一。截至24日
18时，该职位超2 . 1万人报考，其
中有20813人过审。

记者查阅发现，根据职位描
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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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职位”位于西部地区和艰苦
边远地区，工作、落户地点都在西
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是西藏18个
边境县之一。

“前年和大前年根本没的
报，适合我的岗位太少了。”周
震大学读的是材料化学专业，
本科毕业那年，他本想报名参
加国考，但由于专业冷门和其
他限制条件，他翻遍了岗位表
后，发现符合条件的岗位居然
没有，只能作罢。

毕业四年，周震换过两份工
作，均在企业任职，但他每年都会
关注公务员招考公告。2022年的
国考考试公告发出后，周震就下
载了职位表，勾选“工作经验无限
制”“学历本科及以上”“专业无限
制”的条件后，可选的岗位就只剩
下了一个，那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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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有岗位可报。”经历
过两年的报考，周震的心态已
变得淡然，毕竟如果不报考，可
能连见到试卷的机会都没有。

“就算在西藏，我也会报考的。”
周震表示，自己是抱着能报考
就报考、不放过任何机会的心
态，因为在公考报名上，自己没
有优势可言。

但是，岗位门槛越低、限制越
少，选择的人也会越多，岗位竞争
就越激烈。对周震而言，他更想把
这次考试当作一次积累经验的过

程。
周震的爱人是一名公务员，

“就是老婆让报名考的，为的就是
稳定一些。”但由于现实原因只能
报考西藏，而且录用后在单位最
低服务年限为5年，所以周震只想
通过此次国考来“练手”。

想要更好的发展平台
事业单位小伙积极备考

刘健报考的岗位是中国机械
冶金建材工会，该岗位的报名人
数仅次于西藏阿里地区邮政管理
局，位列竞争最激烈的岗位第二
名。

当看到1:4000多的录报比
时，刘健表示自己虽然有心理预
设，但还是没想到会如此火爆，

“4000多人确实超乎预料”。
去年大学毕业的刘健成功地

考进了县城老家的事业单位，成
了许多同学羡慕的对象。“只报这
一次就上岸了，所以很多人都说
我幸运。”

如果说第一次报考是为了自

己能有份工作，那么这次报考则
是想为自己找一个更好的发展平
台。“我觉得我适应这种工作，也
期待能进入公务员的行列。”刘健
说。

刘健也有现实的考虑，公务
员的待遇相对会比事业单位好一
些，这个职位发展的前景也会更
加广阔，对他来说，考公是一条势
不可挡的必走之路。刘健表示，自
己身边的同学、朋友还有同事，几
乎都有一颗“想考公上岸”的心。

上班之余，刘健已经开始了
自己的备考之路。每天晚上下班
后，他会抽出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刷题、听网课，在午休的间隙，他
也会拿出手机学习时政和复盘错
题。“毕竟还有工作，只能闲暇的
时候来备考学习，可时间还是不
够用。”虽然之前有过备考经历，
但刘健却不敢大意。

备考情绪和学习进度跟不上
时，备考的心态就会变得很关键，

“我现在也尽量学会乐在其中，毕
竟选择了向上走，是要付出汗水
的。”刘健如今在慢慢适应在职备

考的节奏和状态。
“走好一条路，走精一条路。”

记者采访时，刘健郑重其事地说
出了这句话。在他看来，公务员这
份职业会带给他一种使命感和责
任感，这是他的最终目标，但需要
在4000多个人中脱颖而出，难度
和压力都非常大。虽然抱着上岸
的决心，但是刘健也会拿“练手”
来给自己宽心。

执着刷题背题
仍觉得自己没底气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国考录
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重点人
群、重点地区倾斜。2022年国考计
划招录的3 . 12万人中，有2 . 1万
个计划专门招录应届毕业生，占
比67 . 3%，这也为更多应届毕业
生提供了更充分的就业机会。

看完报录比的那一刻，李想
有点庆幸自己是名应届生。“光是
应届生这一条，应该限制了不少
人。”李想选择在最后一天下午报
名，因为这样可以在最后的时候
看到报考人数。

李想是一名大四学生，学的
物流管理专业，报名前她花了好
几天时间来研究职位表，“其实还
是有点沮丧的，我的专业也不热
门，能选择的面也比其他人小。”
李想最后备选了三个岗位，分别
是来自不同城市的税务系统，但
其中一个岗位在第四天报考人数
就已过千，思量再三后，她选择了
相对竞争不太激烈的一个岗位：
招录两人，但报考人数超过了800
人。

当看到自己所填报的岗位报
录比是1:400时，李想庆幸之余更

多的是紧张。她心里忍不住嘀咕，
400人中选一个人，那自己还有希
望吗？“我从小到大没考过第一
名，所以自己都感觉没有底气。”
但李想也知道，税务系统是传统
的报考热门岗位，不管是哪里的
税务系统，过审人数往往比其他
岗位高出许多，有些竞争激烈的
甚至能达到几千比一。

李想觉得自己对考公是执着
的，她把公职类考试当成了自己
的唯一目标。之所以选择考公，她
认为主要是受体制内工作的父母
影响，从小到大的环境让她认为
考公是一条很好的出路。也正因
如此，她成了班里唯一一个坚持
走考公这一条路的人，身边的人
都去参加校招、秋招碰碰运气，但
李想不为所动；同学中也有不少
人选择继续考研读书，她曾有过
一瞬间的动摇，“但这些选择最终
的尽头还是要就业。”李想说，公
务员在她眼里是一份待遇好、前
途优，同时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的工作。

大三暑假，李想在校外租了
一间房，准备全身心备战考试。每
天就是两点一线——— 食堂和出租
屋，自己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他时
间都在做题、刷题、背题。学习的
过程很枯燥，但李想觉得为了理
想而努力，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没
有白白荒废大学时光，是对父母、
对自己最好的交代。

李想告诉记者，如果这次国
考出师不利，自己也不会气馁，而
是把重心放在明年的省考上，再
战事业单位，所有的公职类考试
她都会去尝试，直到自己上岸的
那一天。

（文中周震、刘健、李想均为化名）

为加快推进绿色生态城市
建设，营造良好宜居环境，现就
鳌角山山体区域范围内散埋坟
墓开展治理，公告如下：

一、治理范围、联系人及联
系方式

1、治理范围：鳌角山山体区
域范围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窑头村合作社联系人：孙元

坤，联系电话：0531-88153389
窑头社区联系人：刘娟，联

系电话：0531-81853785
联系人：汤涛，联系电话：

19819761307；
姚家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

联系人：刘老师，联系电话：0531
-81856599 。

二、整治要求
请上述治理范围内散埋

坟墓墓主家属，在公告期内
（公告期：2 0 2 1年1 0月2 6日-
2021年12月26日）工作日时间
与上述人员联系，持个人有效
证件、相关安葬证明材料办理
登记，逾期未登记的坟墓视作
无主坟墓，就地进行园林化治
理改造。

特此公告。
济南市历下区姚家街道窑

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济南市历下区姚家街道办

事处窑头社区居民委员会
济南市历下区园林绿化服

务中心
2021年10月288日

公 告

国考报名人数创历史新高，记者对话备备战战考生

“两万挑一”在意料中，考不上当练手
又是一年国考报名时。
10月24日18时，2022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正

式关闭报名通道。本次国考报名人数突破两百万，创下历史新高，
比去年同期多出近50万人，增幅达到了34%。

今年，一些岗位的报名热度攀升，最热职位为西藏阿里地区邮
政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一职，竞争比为20813∶1。炙手可热
国考岗位的背后，考生们到底有着怎样的报考心态和备考故事？记
者联系了其中几名考生进行了采访。

连续十余年国考报名人数超百万

■2009年年度度国考报名人数首次突破100万，此后十余年，国

考报名人数都在百万以上。

■从近3年的报名数据来看，2019年度国考报名近138万人

过审，2020年度国考143 . 7万人通过资格审查，而到了2021

年度国考，共有157 . 6万人过审，报名人数逐年递增。

■2022年年度度国考共有212 . 3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

查，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68:1（2022年

度国考共计招录3 . 1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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