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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受访职场人认为“30+女性”要持续学习

在胡茗菲看来，30岁正是职场发展黄
金期，比新人老道稳重，比老人可塑性强、
更能吃苦，“如果 60岁退休，那么 30岁才刚
刚迎来职场上升期。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
展进步，能够在更多领导岗位上出现女性

的身影。”
调查中，91.5%的受访职场人认为“30+

女性”同样能在职场大放异彩。
程静认为，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要学

会适当放手，留给自己一些空间。“妈妈们

要主动与另一半协调分工，担子一起扛，压
力会小很多。而且父亲的陪伴对孩子的性
格养成也有着重要影响。”

要有更好的职场发展，“30+女性”可以
怎么做？70.6%的受访职场人认为要持续学

习，与时俱进，65.4%的受访职场人建议不为
自己设限，积极进取，59.2%的受访职场人建
议培养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52.8%的受访
职场人认为可与家人沟通协调好分工，家
庭责任共担。

入汛以来，黄河、太湖、长江先后发生编号洪

水，水利部多次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

可能很多人会注意到“编号洪水”这个较为陌

生的词，那到底什么是编号洪水？在什么情况下

需要启动水旱灾害应急响应？带着这些问题，笔

者采访了业内专家。

有助于提高防范风险意识

在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副主任杨昆看来，对洪水进行编号向
社会发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在于提
醒大家，哪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
中，以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的意识。

“对于防汛部门来说，出现编号洪
水，就意味着江河的关键站点水位达到
警戒水位或其他特定值，堤防有发生险
情的可能，需要加强巡堤查险，做好洪水
防御相关工作。”杨昆说。

如何对洪水进行编号？具体而言，洪
水编号由江河（湖泊）名称、发生洪水年份
和洪水序号三部分顺序组成。例如，7月2
日，三峡水库 10时入库流量达到 50000立
方米每秒，此次洪水是长江2020年第一次

达到编号标准的洪水，于是被编号为“长江
2020年第1号洪水”。

视具体情况有不同编号标准

针对近年来各流域洪水情势发生的变
化，2019年 4月，水利部发布了修订后的
《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

“依据《规定》，全国大江大河大湖以
及跨省独流入海的主要江河水位（流量）
达到的警戒水位（流量），以及在没有该指
标的情况下出现 2-5年一遇洪水量级或
影响当地防洪安全的水位（流量），均可定
义为洪水编号标准。”杨昆指出。

随着水位逐步升高，河流、湖泊堤防可
能发生险情，需加强防守的水位被称为警
戒水位。

以长江洪水编号为
例，《规定》明确编号范
围为长江干流寸滩至大
通江段。当长江洪水满
足下列条件之一时，需
进行洪水编号：上游寸
滩水文站流量或三峡水
库入库流量达到 50000
立方米每秒；中游莲花

塘水位站水位达到警戒水位（32.50米，冻
结吴淞高程）或汉口水文站水位达到警戒
水位（27.30米，冻结吴淞高程）；下游九江
水文站水位达到警戒水位（20.00米，冻结
吴淞高程）或大通水文站水位达到警戒水
位（14.40米，冻结吴淞高程）。

一旦长江出现复式洪水，当洪水再次达
到编号标准且时间间隔达到48小时，需另行编
号。复式洪水主要指较为罕见的洪水“叠加”
现象，多由上游降雨间隔较短导致，如
1998年汛期，长江上游先后出现8次洪峰并与
中下游洪水遭遇，形成了全流域型大洪水。

应急响应分级有助快速决断

根据水旱灾害发生的性质、严重程
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水利部水
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从低到高分为四

级：Ⅳ级、Ⅲ级、Ⅱ级和Ⅰ级。
“按照工作规程，每一级水旱灾害防御

应急响应都有相应的启动条件和程序，以
及响应行动。”杨昆介绍，以目前所处的Ⅲ
级应急响应为例，启动条件包括一个流域
发生中洪水、多个流域发生小洪水、大江大
河发生超警洪水、大江大河干流堤防出现
重大险情、大中型水库出现严重险情或小
型水库发生垮坝等。

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后，水利部会向相
关流域、地区发出通知，通报启动响应情
况，对防御工作作出安排；加强会商研判，
加密水情监测和滚动预报；派出工作组和
专家组赴防洪一线指导；根据汛情、险情及
地方需求等，提请应急管理部做好抗洪抢
险及险情处置等工作。同时，水利部门各
有关单位进入应急值守状态，按照职责分
工做好各项工作。

在杨昆看来，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应
急响应，主要是通知相关部门进入应急
状态，做好相应的监测预报预警、水工
程调度、山洪灾害防御、堤防巡查和抢
险技术支撑等防御工作。对公众而言，
要及时关注相关预警信息发布，尽量避
开危险区域，必要时服从避险转移指挥，
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唐婷

洪水来了，为啥要给它编号？■视 点

小浪底水库泄洪小浪底水库泄洪

高考第二天，“爷爷奶奶花百万元
给孙女补课”登上热搜。面对镜头，在
考场外等候的 83 岁奶奶提到，孙女从
小到大补课花费 100 多万元。两位老
人都是 60 年代的本科生，希望孙女能
考上清华，到时候一起送她去北京。

对此有不少人吐槽，百万补课费过
于夸张，孩子承受的身心压力太大。但
在我看来，需要理性看待这件事。

首先不宜过多指责老人。毋庸讳
言，补课虽不被提倡，但仍是普遍现
象。很多家长都有“别人都补，我家孩
子不补就会被落下”的焦虑。如果家
庭条件允许，为孩子请名师辅导花费
百万无可厚非。

其次，不能因为有人花得起百万元
补课费用，就认为“穷人家孩子输在了
起跑线”，进而抨击高考公平只是表象。

补课补什么？可以从三个角度解
读。一是课堂内容没消化，课后再听
一遍补上漏洞。二是补充习题，让学
生通过反复训练熟练掌握知识点。三
是补充校内没讲到的知识。

逐条分析不难发现，补课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
重要。其一，绝大多数教师都能够完成教学任务。
学生与其课上开小差，课后假用功，倒不如化被动
为主动，把“预习-听讲-复习”的流程每一步都认
真走好，给自己省下宝贵的课余时间，用于读书、实
践、培养爱好、拓展视野。

其二，做题贵精不贵多。在学校老师已经布置
了相关习题的情况下，把知识点学会了还翻来覆去
地做练习，和“抄写汉字一百遍”没有本质区别，不过
是浪费时间罢了。

其三，补课的知识补充作用不明显。以高考
为例，一方面，有大纲划定较为明确的考试范围，
试卷难度也相对稳定。所谓难题，大多是把多个
知识点糅合在一起，极少出现超纲的情况。另一
方面，近年来，高考命题越来越倾向于考察学生的
观察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这些能力不是补
课班可以在几个课时内灌输给学生的，需要学生
通过阅读、实践去领会。

因此，你花十万元补课，她花百万元补课，二者
没有本质区别。确切地说，补不补课绝非高考成绩
的决定因素，更与能否考上清华关系不大。近年来，
有高分考生“感谢中产家庭”，也有人“感谢贫困”。
其实我认为，家长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给孩子创造
安宁的学习环境，比什么都重要。

最后，笔者有个疑问：“考上清华”究竟是孙女
的愿望，还是爷爷奶奶的期许？而且，考上清华是
这名考生多年学习的唯一目的吗？如果是这样，那
么如愿被清华录取，恐怕会让她的人生陷入缺少目
标与意义的混沌状态。笔者更期待家长说，“希望孩
子能去自己心仪的大学，学喜欢的专业”。

□王梓佩

在网上联系和沟通，回复消息有时不
像面对面那么及时，于是“秒回”（收到信息
后马上回复）容易让对方感到舒适和被尊
重。不过也有人认为，无需“秒回”，人和人
之间有了空间，才能更好地相处。

51.7%受访者不介意对方不能“秒回”

“我基本一整天都待在电脑前。收到
消息时，只要不太忙，都能‘秒回’。”在北京
某事业单位工作的赵丽说。

在北京保险行业工作的刘昭，有两
部手机和两个微信号，一个处理工作，一
个用于生活。她说，如果在工作时收到
消息，自己会及时回复，但也不总是能

“秒回”，“如果在拜访客户或开会，有消
息进来就不方便马上回复”。

北京某初中教师董婷（化名）表示，自
己不太能做到“秒回”。平时上课不能带手
机，有家长或其他人发来消息，都要等到课

间才能集中处理。“有时可能连着上几节
课，再处理一些教务工作，经常不能及时
回复消息，但周围朋友也都挺理解我的”。

调查中，53.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经
常能“秒回”，43.7%的受访者偶尔可以，
2.6%的受访者从来都不会。

“我有个朋友，经常会‘秒回’我的信
息，如果回复迟了还会解释一下。”董婷
说，她并不会在意对方是否“秒回”，但是
如果对方能“秒回”，确实可以带来一些
惊喜的感觉。

数据显示，51.7%的受访者不介意对
方不能“秒回”，48.4%的受访者介意。

“是否介意不能‘秒回’，我觉得要分情
况。”刘昭说，如果是处于已经在沟通的状
态，那么“秒回”信息是一种尊重，“如果中
间有事耽误了，可以说一下，不要聊着聊着
就没影儿了，会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但
如果是其他情况，不能‘秒回’很正常，可能

没看到或有其他更要紧的事情。”
调查中，51.0%的受访者认为“秒回”

是对对方的尊重，能增进人际关系，36.4%
的受访者认为“秒回”可以提高效率，不拖
延，15.1%的受访者觉得“秒回”更加直面
问题，不逃避。

55.0%受访者认为不一定要“秒回”

“我和闺蜜经常会发消息，聊一些遇到
的事情，或者情绪低落时帮忙排解一下。
有时刚好都能‘秒回’，就会聊起来，不能
的话也不打紧，等有空时再回复。”赵丽觉
得，比较要好的朋友，也要在网络上给予
彼此一定的空间。“不会忘记回复，但也不
要求‘秒回’。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
作和生活空间。”

“秒回”与否，是否体现了关系远近？
调查中，42.6%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答
案，他们认为“‘秒回’都是关系铁的”，

39.2%的受访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认为
“‘秒回’与否与关系远近无关”，还有18.2%
的受访者选择说不好。

董婷说，虽然自己很少能“秒回”信息，
但只要看到好友的信息，都会及时回复，

“我觉得不回复比不‘秒回’更容易影响
社交关系。有一次我起床看到一个姐妹
在前一晚的留言，询问我对于一件事的
看法。我知道可能已经过了她需要建
议的时间，但我还是赶快回复，说了我的
建议，因为想告诉朋友我是重视、在意的。”

调查中，55.0%的受访者认为不一定
要“秒回”，看到消息及时回复就好。
40.4%的受访者认为专注“秒回”，会陷入
碎片化时间中。

“虽然说现在通信很发达，经常开玩笑
说‘手机长在了手上’，但如果所有的注意
力都在信息回复上，可能正常的工作生活
节奏也会受到影响。”赵丽说。 □孙山

网上沟通你是否“秒回”
53.8%受访者表示经常“秒回”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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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阻碍了“30+女性”的职场发展

最近，综艺节目《乘风破浪

的姐姐》大热，参加节目的女性

嘉宾年龄都在 30岁以上，引发

了人们对“30+女性”（即年龄超

过 30岁的女性）职场发展的关

注和讨论。现实生活中，很多

职业女性过了 30岁，都会面临

平衡家庭事业、职场转型等问

题。你觉得 30 岁对职业女性

来说是一道坎吗？

■特别关注

■周末评论

上海某外企职员程静（化名）今年 35
岁，孩子两岁大。在程静的印象中，从怀孕
起，就不得不在工作上作出妥协。“怀孕初
期，有一个重大项目要组建项目团队，我特
别感兴趣，也比别人有经验，但因为预产期
和项目执行环节冲突，直接被排除。”程静
表示，休完产假回来，已有的项目不能中途
加入，而她也要把一部分精力放在小宝宝
身上，下了班就得往家赶。在新项目上，自
己也会担心能否承担得了重要工作，只能

去做辅助性工作。
“公司高层没几个女性，都是男性。之

前有一个女同事产假期间被调岗了。‘一个
萝卜一个坑’，岗位不能没人负责，公司还得
正常运转。”29岁的胡茗菲（化名）最近正打算
结婚，她一直在考虑跳槽的事情，“因为我们
公司女性上升通道明显狭窄，层级越往上女
性越少。我不想太早就遇到职业天花板。”

胡茗菲对笔者说，她最近面试了几家企
业，有面试官毫不避讳地直接提问是否结

婚、何时要小孩。“有一家企业开始谈得非
常好，工作经历、擅长领域等都很合拍，但
对方问我什么时候结婚，我说已经提上日
程了，气氛就变了，最后果然没成。”胡茗
菲现在有些焦虑，感觉跳槽得抓紧，不然结
了婚就更被“排斥”了。

86.2%的受访职场人感觉身边“30+女
性”职场机会锐减的情况多，其中 22.5%的
人直言非常多。那么，“30+女性”在职场
中普遍面临哪些问题？难以获得晋升机会

（62.8%）被排在首位，其他还有：无缘重要
业务、人事安排（59.7%），产假期间被调
岗、降薪（51.3%），被边缘化（39.1%），容易
被新人替代（31.3%）。

上海律师协会劳动关系研究委员会委
员、上海远业律师事务所主任温陈静认为，
30多岁的年龄，正是职业女性生育或抚养
幼儿的高峰期。“我们发现，不少女性在此
阶段，或为工作推迟生育，或为生育、照顾幼
儿暂别职场。”

86.2%受访职场人感觉身边“30+女性”职场机会锐减的情况多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对 1973 名职场人士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86.2%的受访职场人感觉身
边“30+女性”职场机会锐减的情况多。女

性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难以获得晋升机会，
以及无缘重要业务、人事安排。53.9%的

受访职场人希望出台优惠政策激励用人
单位承担社会责任。

温陈静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更多地
调研了解实际情况，根据调研结果出台更
多政策或进一步优化现有政策。“比如，招
用女职工给予用人单位税收优惠或社保
费率优惠，合理设置适合职业女性育儿的
特殊工时制，灵活设置职业女性的生育津
贴，增加男性产假时间，制定女性职业晋

升权利保护政策等。”
她认为，要鼓励企业招聘女性，仅仅依

靠用人单位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是很难实现
的，要调动用人单位招聘女员工的积极
性，合理平衡用人单位使用女性职工的用
工成本及女性职业发展的保护力度。“对
于歧视女职工案例，应加重对用人单位的

判罚力度，增加用工歧视的违法成本。”
她还建议，女性可以向相关社会团体

求助，“像妇联、女律师联谊会等女性职业
者社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可以在职业经
验、职业规划、家庭生活、政策呼吁、制度设
计等各方面给予女性帮助。”

调查中，67.3%的受访职场人建议政府

职能部门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减少就业歧
视现象，62.8%的受访职场人希望健全女性
就业保障法律政策，53.9%的受访职场人希
望出台优惠政策激励用人单位承担社会责
任，51.3%的受访职场人希望能建立女职工
弹性工作机制，30.3%的受访职场人期待畅
通就业歧视司法救济渠道。 □杜园春

53.9%受访职场人希望出台优惠政策激励用人单位承担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