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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在陆续发放中，从各省

已经公布的各校各专业录取线来看，土木工程类专业

报考遇冷是个较为明显的现象，土木工程专业优势大

的知名院校在部分省份录取分数出现较明显的滑坡，

一些知名高校的土木工程专业录取分数也与计算机、

金融、法律等热门专业拉开较大差距。作为一个既无

定向分配、又无特定招考条件的专业，有的知名高校却

反常地把土木工程放进了提前批，在不拉低正常批次

录取线的情况下降分以求考生。

土木工程遇冷，是因为薪资低么？如果仔细分析

一些机构出具的毕业生薪酬报告，会发现土木工程专

业平均薪酬处于不上不下的位置，虽然比不上“宇宙

机”，但也还说得过去。

事实上，十年前，土木工程专业是当之无愧的热门

专业，行业处于上升期，不仅意味着相对其他行业较高

的薪资，也意味着更广阔的岗位上升空间，以至于有

“三总五项”的说法，即可以三年坐上项目总工，五年当

上项目经理，当然，行业井喷期遇上人才缺口，这也并

非正常现象。

而随着行业热度消退，上涨幅度有限的不仅仅是

薪资，项目减少意味着岗位上升空间也变窄了。更为

关键的是，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有相当一部分从业者

是在工地工作，工地居住环境不佳，远离城市和家人，

有的项目甚至长期不分白天黑夜和节假日连轴转，“连

续大干多少天”，过去尚有薪资和岗位提升的“萝卜”吊

着，现在则不然了。

这让笔者想起了当年自己报志愿时，网络尚不发

达，每个专业究竟是学什么，干什么，就业前景如何，若

非本专业出身，外人真的看不出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现在不一样了，哪些专业被毕业生认为是“天坑”，需要

想办法“提桶跑路”，哪些行业从业环境不甚理想，网上

各种现身说法多得是，光文字还不够，图片视频都有。

其实，任何一个专业，其所对应的行业都是经济和

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或者说，任何一个专业

都需要有好的人才来从事，高校专业的设置虽然也要

考虑就业市场需求量，但不可能完全只依照薪资待遇

冷热来决定。土木工程如此，其它专业亦然。但是，当

一个专业出现较大幅度的分数线滑坡时，意味着其背

后的行业人才吸引力在降低，长此以往，对此整个行业

的发展是不利的。

换 言 之 ，土 木 工 程 遇 冷 ，不 能 怪 考 生 ，不 能 怪 家

长，更不能怪那些在网上发视频，劝师弟师妹们“提桶

跑路”的土木人，行业要从自身反思，如何创造更好的

从业环境，以吸引人才。否则，数年之后，吃亏的是行

业自身。

土木工程专业报考遇冷
改善从业环境方可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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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静

今年 89 岁高龄的孙贻荪，1950 年 6 月 15

日那天的事情依然历历在目。当天，他正在

操场出操，突然就被领导叫去到西南军区报

到。“去哪？要干什么？完全不知道。”直到走

到了现场，他才突然反应过来，自己是被叫来

修铁路的。而这么一修，就是两年时间。

今年 7月 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

一条铁路——成渝铁路通车运营 70 周年。

成渝铁路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条铁路，也是

第一批建成的重大建设项目之一，从筹划、决

策、融资、建设到管理、运营等，全部由中国人

第一次自主完成。

其不仅是成渝两地之间的交通大动脉，也

是新中国铁路建设的奠基石。新中国铁路的

建设规范、技术标准、管理方式等，也都是在成

渝铁路建设和运营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

半个世纪的梦想成为现实

蜀道难，有多难？在成渝铁路修建之前，

从成都到重庆要一周时间。1950 年 6 月 15

日，成渝铁路开工。当时西南刚刚解放半年，

没有任何大型机械化设备，施工条件极端艰

苦，技术工人非常缺乏。

在孙贻荪家里，至今还珍藏着当年的纪

念章，“每天早上天刚亮，我们就起床干活，晚

上经常干到很晚才回来。没有鞋子就打光脚

板，没有工具就用手工凿石头开隧道。”作为

西南军区军工筑路队第一纵队直属二团参

谋，孙贻荪要协调整个工作的进展，“由于原

材料匮乏，我们就自力更生，就地取材。钢轨

靠自己轧制，炸药用土法自制，甚至做枕木的

部分木材也是由群众自发提供的。没有运输

机械，就肩挑手捧，进而自造小车翻板自卸；

缺乏起重设备，就设计葫芦杠杠，设计缆绳吊

车。”全线还开展了“五比”劳动竞赛运动，让

大家在修路中动脑子，找窍门。

当时，全川百姓掀起了捐献枕木的热潮，

有人捐出了盖新房娶媳妇的干木料，有人捐

出了珍藏多奈的樟木楠木，有的人甚至捐出

了棺木，全川累计献出了 129 万根枕木。全

国各地的职工在支援成渝铁路，鞍钢生产的

钢锭、上海生产的钢梁、武汉生产的机车……

经过 3万多名解放军战士和 10万名民工

两年的日夜紧张奋战，成渝铁路共建成隧道

43座，桥梁 84座。

1952年 7月 1日，全长 505公里的成渝铁

路正式通车。 这一天，成渝两地万人空巷。

成都 30 余万民众汇聚成都大街小巷及火车

站广场，欢庆成渝铁路建成通车。那一天，孙

贻荪为了提前占个好位子，天还没亮就起来

了。“当时火车站周围，还没有房子，但是从火

车站到人民北路，满满的一片全是人。”

从这一天起，乘火车在成渝间旅行，单边

旅行时间由一周缩短为当天晚上出行第二天晚

上到达，巴蜀人民半个世纪的梦想成为现实。

铁路建成百业兴

坐落于重庆市大渡口区的重庆工业博物

馆，珍藏着一台 8000匹马力双缸卧式蒸汽原

动机，这台蒸汽原动机是 1906 年从英国购

进，1938 年西迁至大渡口。1952 年 4 月 10

日，这台蒸汽机成功轧出新中国第一根中华

式重轨，并为成渝铁路钢轨生产提供动力，后

于 1985年重钢节能改造后退役，见证了中国

近代钢铁工业的发展历程。

“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办事。”

70 年过去，这句话如犹在耳。成渝铁路改变

了西南地区，至今仍为当地发展发挥着巨大

作用。铁路建成后，1200 多种过去不能外运

的西南特产，大量运往其它地区。重庆荣昌

的煤点亮了万家灯火，四川内江的糖甜遍了

全国各地。川渝的群众去到沿海打工，沿海

的新鲜事物也不断改变着原本封闭的山区，

实现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布局大调整，科技城

绵阳、重装之都德阳、钢铁之城攀枝花……这

些工业重镇在大西南成长起来。

成渝铁路开通时，拉响汽笛的第一人是

李鸿升，他成为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三次受邀

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他的儿子李国方作为列

车司机，经历了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

车几个时代。

2015 年 12 月 26 日，成渝客运专线通车，

运营时速达到 300公里。2020年 12月 24日，

成渝城际铁路达标提质提速，首发司机李治

刚拉响嘹亮的风笛，驾驶 G8608 次复兴号动

车组，由沙坪坝站开往成都东站。从这一天

起，时速 350公里的复兴号动车组，将成渝之

间的时空距离缩短至 62 分钟。李治刚是李

鸿升的孙子，“这是我最骄傲的时刻。”

从“1小时生活圈”到融入世界

李鸿升一家三代人，见证了成渝铁路的

70年，这背后是许多人的付出。

2020 年，成渝高速铁路开始提质改造。

然而接触网吊弦更换和张力调整要在仅有 6

小时天窗期内施工，并确保一次成型、一次创

优，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影响当日成

渝客专的运营。

这座“技术高峰”挡在了中国铁建电气化

局成渝提质改造项目总工程师李凯面前。他

带领团队奋力攻关，提出了多项攻关方案。

作业高峰时段，沿线全面铺开上百个点位，进

场施工近 3000 人。建设者们克服深夜天窗

期降雨频发，昼夜温差大，环境复杂等不利条

件，以最严格的现场管理，下足绣花功夫。

经过 40多个夜晚的施工，成渝高速铁路

提质改造顺利完成，李凯和他的技术团队创

造了国内高铁提速改造先例，在世界高速铁

路改造史上也是首次。2020 年 12 月 24 日，

成渝两地实现了双城间 1 小时通达，真正实

现“1小时生活圈”。

成渝铁路不仅将成渝两城来往时间，从

建成前的一周缩短到如今的 1 小时，而且也

融入了世界运输体系。2011 年 3 月 19 日，首

趟中欧班列从重庆团结村始发，揭开了我国

开行中欧班列的序幕。今年 6月 30日 9时 50

分，两列中欧班列（成渝）满载着电子产品、机

械零件、日用百货等货物，分别驶出重庆团结

村中心站、成都国际铁路港，标志着成渝两地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 2 万列，约占全国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的 40%。

如今，成渝两地正加速建设“多通道跨

境、多口岸过境”的国际班列大通道，建立起

以成渝为主枢纽、四向拓展延伸的国际班列

线路网络和陆海货运配送体系。

70年前的 7月 1日，成渝两地万人空巷，欢庆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通

车，而今，成渝之间的火车时速，已经从 30公里提升到 350公里

成渝铁路 70 年

本报记者 黄仕强

当下，不少主播进入餐饮探店行业，许多

消费者也会通过探店主播的视频推介，“种草”

或“避雷”。这种模式一度被部分餐饮商家当作

“流量变现”渠道，但由于缺乏规范、主播良莠不

齐，也出现虚假推荐、数据造假等情况。部分主

播“探店”变“探钱”，给钱就“真好吃”，不给钱就

“不推荐”，这也让商家苦于“被探店”。

头部探店主播推广费万元起步

“水煮肉片、瓦罐鸡汤、回锅肉、麻婆豆腐，

四个菜只要 49元……”7月 11日，《工人日报》

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看到同一个探店博主对

位于重庆九龙坡区一家川菜馆“种草”。

该餐馆负责人袁海（化名）介绍，餐馆今年

3月才正式营业，周边餐馆有十几家，新店开业

后，为了揽客，他也用过发传单、优惠券等手

段，但效果并不好，在朋友提醒下，他把目光投

向了“探店网红”。

“粉丝多的价格贵，粉丝少的又没效果。”

就在袁海思索怎样“花小钱办大事”时，两名探

店主播走进餐馆。他们在各大平台均有账号，

累计粉丝 20万，既做免费探店，也接有偿推广

业务，一条的推广价格在 2000元至 6000元不

等。袁海与他们达成协议：拍摄一条时常 1分

半的探店视频，价格为 2000元，若有来店就餐

的食客在推广视频的链接上购买了套餐或优

惠券，主播按照5%比例抽成。

重庆一名由传统媒体人转型的探店主

播透露，目前，该市探店主播已经超过了

1000 人，而探店本质就是流量“生意”。主播

的粉丝量、点击量就是谈价的筹码，某些粉

丝人数过百万的“头部主播”，推广费多是万

元起步。

这本“流量生意经”主要有资源互换、有偿

推广和平台团购三种模式。其中，资源互换是

商家免费为主播提供餐饮服务，主播在平台发

布体验感受；而平台团购是指网络平台邀请商

家入驻后推出团购套餐，主播在探店视频中贴

上团购套餐链接，用户购买使用套餐后，主播

获得一定比例的提成。

试吃“云体验”真假难辨

线上引流，线下变现的方式，让商家和探

店主播都尝到了“甜头”。重庆自媒体人陈丹

告诉记者，探店内容无论是好物推荐还是差评

“扫雷”，看上去都是站在消费者角度，不少消

费者也从最开始看点评变为刷视频。

但由于入行门槛低、规范缺失，探店乱象

也存在，一些主播“看钱说话”的做法，既让不

少商家苦“探店”久矣，也让消费者难识真伪，

频频“踩雷”。

在重庆市大渡口区一家营业了近 10年主

销牛肉的餐馆，经营者张东（化名）提起探店就

直摇头。他告诉记者，从去年上半年开始，店

里已经来了 4组主播，“都打着探店名义要与

我合作，收费最少3000元，我就婉拒了他们。”

令他没想到的是，被拒的两组主播，开始

对餐馆各种挑刺，环境不好、服务差、难吃等恶

评蜂拥而至。“好不容易积攒的口碑，差点毁在

了几个视频上。”无奈之下，张东只得花大价钱

请来两名“网红”，为店正名。

消费者刘兵也向记者讲述了“踩坑”经

历。他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多名主播推荐某

餐馆，并贴出 99元团购 5人餐链接。他到店后

却发现套餐中包含了纸巾、餐位费等，甚至连

泡菜也被算进去，为了让家人吃饱，他只得额

外花钱，一顿饭花费了近300元。

线上“种草”线下“踩雷”并非个例。陈丹

透露，低价意味着商家要“赔本赚吆喝”，难以

长期维系，而商家也是苦水满腹，部分主播收

取了高价推广费，却未带来多少订单，看起来

不错的数据，有时是第三方公司在刷量。

“有偿探店”需要规范

面对探店，有法律工作者认为，有关方面

应落实监管责任，对涉嫌炒作、带有虚假宣传

性质的探店账号，应建立有效机制以约束，对

涉嫌敲诈勒索的探店主播，更要有所规范。

法律工作者、自媒体普法博主罗维认为，

“有偿探店”等于给店家宣传，收了店家的钱

或好处。因此，罗维认为，探店是另一种形式

的广告行为，为了保障观众的知情权，保护消

费者的利益，有偿的探店视频，应当标注“广

告”字样。这样一来，就提醒观众，“探店”就

是广告，切莫轻易相信。“‘有偿探店’如果属

于广告行为，就必须遵循《广告法》。一方面，

提醒主播应该客观评价，为消费者把关，不能

进行虚假宣传。另一方面，若主播触犯到广

告法规，相关部门处理起来也有法可依。”罗

维说。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认

为，“有偿探店”主播不仅是广告的发布者，在

一些情况下还可以看作是广告代言人。实践

中，为避免争议，有的主播在发布一般探店类

视频时，会直接标明“无广试吃”；收取费用

的，在视频简介或视频里直接告诉粉丝，这是

一则包含广告的试吃或试用。因此，通常情

况下，顾客被视频吸引消费后觉得上当，很难

找主播维权。

李建表示，探店不同于传统宣传，由于探

店主观性很大，一些虚假宣传、恶意评价等情

况监管部门很难认定。由于目前相关法规存

在空白，导致探店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责任划分

不够明确，给某些以“捞钱”“割韭菜”为目的的

主播或商家提供了打擦边球的机会。

“短期来看，可以用标注‘广告’及《广告

法》来规范有偿探店行为，从长远来看，应进一

步完善相关机制，对探店行为的法律属性细

化。”李建说。

部分探店主播给钱就“真好吃”，不给钱就“不推荐”

探店试吃：流量背后是生意

今年 7 月 1 日，是新中国成立后建

成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通车运

营 70周年。

阅 读 提 示

你是我的英雄
我做你的双腿

打伞

扫描二维码，坐
上逢站必停 5612 次
列车体验“记忆之
旅”，看成渝铁路通车
70周年纪念展。

保姆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顾伟力准备去
公园赏花，段肇谊（左）在一旁跟随。

今年 80 岁的段肇谊年轻时是一名军
医，在医院遇到了为勇救战友而截瘫的军
人顾伟力。被英雄事迹深深打动的段肇
谊，选择与顾伟力步入婚姻的殿堂。结婚
后，段肇谊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照顾残疾
丈夫的重担，两人相濡以沫已走过50余载
时光。2021年，段肇谊被授予第八届全国
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近日，一场大雨过后，来自北京房山区的一家三口在北京
东单南侧的天桥上散步。孩子1岁零9个月，还没学会打伞，
爸爸妈妈便在两旁暗中帮忙，一个揪着伞盖，一个扶着伞沿，
让孩子大胆前行。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老兵永远跟党走——老兵宣讲”在京启动
本报讯（记者赵昂）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老兵永远跟党

走——老兵宣讲”启动仪式暨“传承红色基因，强国复兴有我”

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京举行。

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活动是引导退役军

人自我激励、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群众性教育实践，活动一

经推出就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退役军人的热情参与，取

得了良好政治和社会效益。

据悉，为进一步强化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引领，退役军人事

务系统各级组建“老兵宣讲团”。全国老兵宣讲团将赴部分省

份进行巡回宣讲，广泛讲述老兵故事、展现老兵风采、弘扬老

兵精神，示范带动各地老兵宣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单位犯罪起诉数量从逐年递增到明显下降
本报讯（记者卢越）记者近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2017至 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单位犯罪 1.4万件 4.7万

人（注：这里的“人”包括单位以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单位作为拟制人予以统计）。其中，2017
年至 2020年呈逐年递增趋势，2021年明显下降。

检察机关办案发现，近年来单位犯罪呈现三方面主要特

点，需针对性加强惩防治理。从罪名分布看，破坏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秩序类犯罪相对集中。2017 至 2021 年起诉的单位犯

罪中，涉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犯罪的有 1.05万件，

占起诉单位犯罪总数的 75%；从涉案单位类型看，非国有公司

企事业单位占比超八成。从犯罪行为看，非国有公司企事业

单位犯罪主要表现为为了单位利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

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或者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单位行贿等；从刑罚情况看，对单位判处罚金数

额巨大，对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以轻

缓刑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