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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潮来袭，你了解多少？
本报记者 小汤

提升自己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各种考试，无论是提升学历的中考、高考、研究生考

试，取得从业资格的司法考试、教师资格证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建造师考试，还是考取编制

的事业单位考试、公务员考试等等都是现在的热门考试，也是网络上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

研究生考试

开考时间：12月底左
右

成绩公布时间：2月
中旬

初试试卷组成：公共
课外语、政治、数学；专业
课

同样作为升学考试，
人们对中考、高考很熟悉，
但大多数人对考研却只是
略有耳闻。考研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近几年来参

加考研的人数不断攀升，
报 考 人 数 从 2015 年 的
164.9 万逐年攀升到 2018
年 的 238 万 ；报 录 比 从
2015 年 的 3：1，上 升 到
2018 年的大约 4：1，考研
的全国整体录取率在剔除
推免生后只有 20%左右，
即通过考研，每 5 个考生
只有 1个能如愿以偿考上
研究生；其中，985 高校
（注：现 211、985已统一并

为“双一流高校”）的考研
全国平均录取率只有不到
4%。研究生只有在取得
大学学历后才能报考，按
学历高低分为博士研究生
和硕士研究生；按培养目
标不同分为学术性研究生
和专业型研究生；按是否
调档案分为全日制研究生
和在职研究生；按是否有
毕业证书分为学历研究生
和学位研究生。

开考时间：江苏统考
每年两次，分别为 4月与
12月；各地区自主招考时
间都不相同

成绩公布时间：一般
为笔试后当月或下一个月

笔试试卷组成：综合
知识和能力素质，具体内
容需要根据招考公告和所
报职位的要求来确定

相对于一年一度的公
务员考试来说，事业单位
考试的机会相对来说多一
些，除了江苏省统一的考
试还有很多地方性的考

试。江苏省统一的考试一
般由《综合知识和能力素
质》与专业知识（专业技术
岗）或《综合知识和能力素
质》与申论（管理岗）组成，
工勤岗则只需要考《综合
知识和能力素质》。一些
地方性的考试则又会有所
不同，比如今年下半年丹
阳市部分事业单位招考的
笔试试题就只有《综合知
识和能力素质》。据丹阳
考生总结，事业单位考试
的公共基础知识所涵盖的
知识点会比公务员考试更

广一些，其考察内容包括
政治、经济、法律、管理、人
文、科技等。从范围上看，
考察知识面较广；从深度
上看，考察难度不大。从
区域角度上看，各省市考
试内容略有不同，但政治
和法律所占比重相对较
大。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则
和公务员考试差别不大，
考察内容涵盖数量关系、
言语理解和表达、判断推
理、资料分析、常识判断
等，个别省份还包括写作
方面的题目。

事业单位考试

开考时间：国考一般为
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江苏
省考一般为3月左右（今年较
早，为12月7日）

成绩公布时间：一般为笔
试后当月或下一个月

笔试试卷组成：行政职业
能力测验、申论

把国考形容为“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丝毫不为过，比如
刚结束的 2020年国家公务员
考试有 143.7万考生报名，最
热职位的报录比达到 2150：
1。因为国考的很多岗位都是
面向应届毕业生的，所以可以

说是年轻考生们的主战场，很
多人从毕业前的几年就开始
着手准备。据今年刚参加完
国考的丹阳新闻网网友小秦
介绍，像她这样工作几年后再
去报考国家公务员的考生会
面临更大的难度，一是可以报
考的岗位很少，二是学习时间
少。相对于国考来说，省考是
很多非应届生的首选，因此有
很多“身经百战”的考生，据有
经验的考生介绍，省考的“厮
杀”更为激烈，所以一定要把
握好应届生的身份充分准备，
不要放弃国考的宝贵机会。

开考时间：分为国家考试
和地方考试等，时间不一

相比于编制考试的年龄
限制，大多数从业资格考试可
以说是一场马拉松，以高龄通
过司法考试或取得注册会计
师证的例子屡见不鲜，“屡战
屡败，屡败屡战”的耐力型考
生层出不穷。这些职业对专
业性要求很高，因此一纸证书
往往是求职必不可少的敲门
砖，也是提升薪酬、拓宽发展
前景的金钥匙。而这些证书

之所以含金量高，与其考试难
度大、权威性强的特点分不
开。近些年来，不仅大学所学
是对应专业的考生热衷于报
考各类从业资格考试，跨专业
报考也不少见，这些考生往往
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背水
一战的决心某种程度上也帮
助他们进步，据我市开发区一
家辅导机构的任课老师透露，
这两年跨专业考生的考试通
过率基本上可以和对应专业
的持平，有时甚至更高。

公务员考试

各类从业资格考试

机会只垂青于有准备
的人，有志于通过各类考试
的考生都要做到“三心”：细
心、耐心、恒心。细心是说，
要提前全方面了解自己想
参加的考试的考生要求，比
如学历、户籍、年龄等，提早
准备，精确报考；耐心是说，
无论是等待一个合适自己

的机会还是突破自身的某
些限制，都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情，应该做好目前能做的
事，一步一个脚印；恒心是
说，不要因为一次两次的失
败就全面否定自己，应该冷
静分析得失，同时不要放弃
每一天的学习和进步，永不
言弃。

小贴士：

考考你：图中问号处应该填入哪个选项？

参加江苏省考的考生们正在候场 记者 吴淋淋 摄

16文体看台

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15日
电 对中国男篮来说，今年的夏天
着实有些冷。

2019年篮球世界杯上，身为
东道主，又如愿被分入整体实力
较弱的小组，但手握天时地利的
中国男篮最终仅以 2胜 3负成绩
排在第24位，且因净胜分低于伊
朗错失直接晋级东京奥运会的机
会。

夏天冷完冬天更冷。11 月
底，国际篮联公布东京奥运会男
篮落选赛分组结果，中国与希腊、
加拿大、捷克、土耳其和乌拉圭同
组。在只有小组头名才能晋级赛
制下，面对如此强敌，中国男篮很
可能自 1984 年来首次无缘奥运
会。

怕出局？忽视问题与不
足更可怕

就阵容配备来看，本届中国
男篮球员均是CBA联赛中顶尖
国内球员，也都经过亚洲赛场历
练，个人能力和比赛经验都是国
内球员中的佼佼者。

不过，就赛场表现来看，中国
男篮球员在强对抗、强压力下未
能发挥出自己在国内联赛、亚洲
赛场上展现出的水平。几场比赛
都曾出现过这样情景：关键时刻
谁都不敢攻，把球交给易建联后
落好位看他单打。而 5 名后卫

“非常规”配置也并未显露奇效，
反而造成球队战术变化范围窄、
篮板球拼抢不占优的情况。

球队整体配合默契度、战术
执行能力、关键球处理方面也多
次暴露出短板。其中，对阵波兰
队那次边线球失误就是例证。一
套战术能否顺利完成，不仅取决
于教练组抉择是否正确，更取决
于场上球员能否做好挡拆、跑动
和传接球等细节。客观说，这次
失误并非周琦一人之责，而恰是
中国男篮整体配合欠佳例证。

正如中国篮协主席姚明所
说：“我们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
不是一个教练组可以解决的。”

中国男篮世界杯的失利，暴
露出中国在篮球理念演进、技战
术发展和后备人才培养等方面没
能很好与国际篮球接轨。随着国
际篮联将奥运会资格和世界杯成
绩捆绑，中国男篮在与亚洲球队
竞争时，还需在对阵欧美、非洲球
队时有好战绩，以往“亚洲第一、
万 事 大 吉 ”的 时 代 已 不 复 存
在。

被迫走出“亚洲温室”的中国
男篮将面临世界级的竞争，这就
要求中国篮球目光长远，追上世
界篮球发展脚步，才能在未来自
如地应对挑战。

换帅不为责难 当为男
篮做长久计

世界杯后不久，中国篮协宣
布李楠不再担任男篮国家队主教
练。李楠在离职时曾表示，“诚恳
地向所有为中国男篮失望过伤心
过的人说一声对不起”。尽管在

技战术层面上来说，李楠在世界
杯带队表现确实引起过争议，但
这一声致歉里包含着这名功勋老
将对中国篮球强烈的集体荣誉
感。

为国出战，没有人想输掉比
赛。男篮换帅并不是一种责难，
而应当是立足当下，为男篮做长
久计。

杜锋接任主帅也恰符合设立
“红、蓝国家集训队”的初衷，即让
更多国内球员、教练员得到锻炼
和展示平台，以竞争促进步。过
去一年里，杜锋率广东男篮时隔
6年重回CBA王座，自己也获评
上赛季最佳教练员。这份经历给
了他足够底气在这样时候接任国
家队主帅，他说：“中国男篮现在
是最困难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
义无反顾的支持，奉献自己力所
能及的力量。”

作为CBA球队主教练，杜锋
在选材用材方面有一定优势，他
能在漫长的赛季中发现、观察、测
试各支球队的国内球员，以较长
的时间段呈现出的整体表现作为
国家队球员选拔的参考。此外，
他还能通过联赛保持对临场指挥
的感觉，尝试战术的实战效果。
而长期以来广东男篮聘请的高水
平外援、外籍教练和工作人员也
能给他提供一些来自国际篮球的
养分。

当局者迷。有些时候，对眼
前短期成绩的追逐会令我们忽视
中国篮球长远发展存在的短板。

但这次几乎已成事实的东京奥运
会出局，让更多的中国篮球人能
够正视与国际篮球的差距，做出
逐步赶上的打算。

中国篮协在向杜锋提出的规
划中，希望2023年和2024年男篮
能有一个变化。杜锋本人更是坦
言，明年 6月的奥运会落选赛难
度更大，可以预见中国男篮在个
别场次结果会不太好看。但他希
望大家能关注球队的变化与成
长，而他自己“会更多考虑四年后
世界杯和奥运会梯队建设的球
员，挖掘更多有能力、有潜力的球
员去感受世界大赛”。

出局瑕不掩瑜 改革路
漫漫当步履坚定

男篮输掉世界杯最后一场比
赛后，曾有媒体记者向篮协主席
姚明发问：“如果要有一个人为中
国队的成绩负责，那应该是谁？”
姚明只回答了一个字：“我”。

有这样一位敢于担当的篮协
主席自然令人欣慰。但我们更应
该反思，为什么要迫切地为中国
男篮的失利找一个责任人？恐怕
是长期以来“仅以成败论英雄”的
惯性使然。

早在世界杯开幕前，就有部
分球迷、媒体和篮球业内人士对
中国男篮的成绩有偏高预期，其
原因恰是没能正视中国男篮在与
欧美、非洲球队竞争中显露的整
体性不足。因此，预期落空后不
少人急于寻找情绪的出口。因边

线球失误的周琦、因犯满离场的
郭艾伦、因几次布置“手枪”战术
的李楠等等都成为外界口诛笔伐
的焦点。

纵观世界篮坛，任何一支强
队都离不开数量充足的篮球人
口、科学规范的青训体系、成熟开
放的职业联赛和积极健康的篮球
文化氛围。中国虽在诸多方面仍
有不足，但自姚明担任篮协主席
后推行的多项改革，也催生了一
些积极的变化。

“红、蓝国家集训队”机制让
更多年轻球员崭露头角，回到俱
乐部后得到重用；新赛季的CBA
联赛为国内球员设立“工资帽”，
并降低外援使用频率，迫使更多
国内球员承担更重要的任务；3
人篮球、校园篮球和小篮球的推
广也让更多的篮球爱好者享受到
篮球运动的乐趣。

一次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
奥运会准“出局”，不能掩盖中国
篮球改革已获得的成绩；但中国
篮球改革的成绩，也不能掩盖我
们和国际篮球最高水平之间的巨
大差距。改革路漫漫，只要沉下
心把步子踏稳，中国篮球就能慢
慢走上属于自己的高峰。

正如现任国家男篮主帅杜锋
所说：“中国篮球不是说一个教练
员或一个姚主席就可以改变的，
也不是说用几年时间就能解决
的，可能真的需要几代人慢慢完
善。因为中国篮球的路还是很长
的。”

败走2019，中国男篮能否触底反弹？

电视剧《梦在海这边》目
前正在江苏卫视热播，讲述了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留学生
回国创业的故事,剧中李念、
朱雨辰等主演从少男少女演
到中老年，时间跨越30年。

《梦在海这边》讲述了一
群出身不同、性格迥异的高校
精英远赴美国留学追梦，最后
突破艰难险阻回归祖国报效
国家的故事。从普通留学生
的故事入手，通过他们的成长
蜕变，巧妙地把近三十年来中
国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紧密相连。剧中，
一众主人公在面临学业受阻、
感情受挫、金融危机、人际危
难等艰难浮沉时，有的坚持归
国反哺，有的也做其他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意识到身
为中国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充分展现了人物在命运分岔
口不同的人性抉择,表现手法
真实，共鸣感强。在三十余年
的淬炼中，一行人最终在科
研、互联网等多个领域,为大
家呈现出一曲来自“海这边”

的恢宏赞歌以及三十多年来
的奋斗历程。

朱雨辰曾在《奋斗》中饰
演华子，给观众留下深刻印
象，这次在剧中颠覆以往形
象,挑战全新角色，化身热血
创业青年。剧中他饰演的肖
战是一个怀揣改变世界梦想
的热血高干子弟,远赴美国留
学学习计算机，与同在美国的
中国留学生赵小青(李念饰)、
李十一(毛毅饰)等人机缘巧合
结为挚友，后又毅然回国创

业。而早前在电视剧《都挺
好》中再火了一把的李念这次
不再演小媳妇角色，她化身理
工学霸，是一名命途多舛的

“钢铁女强人”，自幼因病被
弃，最终成为励志女科学家。
远离了柴米油盐，更多了几分
踌躇满志，为了诠释角色，李
念也是做了很多功课。

值得一提的是，郭京飞、
王耀庆等知名演员也在本剧
中惊喜现身，郭京飞是继《都
挺好》之后再次与李念合作。

《梦在海这边》热播

李念朱雨辰从少男少女演到中老年

12月13日，由英皇电影出品、
张艺谋执导的新片《悬崖之上》在
东北开机。这是张艺谋首次挑战
谍战题材电影，他在开机仪式上
说：“我们有很好的演员，我们有很
好的故事，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
力，我们的电影会很精彩。”

《悬崖之上》的开机仪式在牡
丹江举行，本片全程是冰天雪地的
拍摄环境。而冰天雪地的视觉风
格在张艺谋的电影美学中将如何
展现，也将是电影的一大看点。

《悬崖之上》的故事发生在上
世纪三十年代，为获得日本展开反
人类实验的证据，一场关系复杂又
危机四伏的秘密行动在东北展
开。对于这个全新尝试的类型故
事，张艺谋用了“有很大的悬疑感”
来形容，几位主要演员仍处于保密
阶段。

张艺谋
《悬崖之上》开机
首度挑战谍战题材

12月14日，由汤唯、朱亚文、
邓家佳、乔振宇、张艺兴等主演的
古装剧《大明风华》定档，该剧将在
12月17日在优酷上线，全网独播，
另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播出。

该剧讲述了明朝建文四年，朱
棣率兵攻下帝都应天，御史大夫景
清夫妻罹难，长女若微被副将孙愚
所救，次女蔓茵为太子朱高炽所
救。十年后，若微与妹妹蔓茵同时
嫁入宫中，目睹了国家正在从乱象
中恢复，若微决心放弃执念，辅佐
登上皇位的丈夫朱瞻基，在丈夫死
前发誓要替他守护好江山。

汤唯朱亚文
《大明风华》
定档12月17日
优酷独播

国际乒联巡回赛总决赛15日
在郑州结束女单决赛，陈梦4比1
战胜队友王曼昱。尽管完成总决
赛女单三连冠，但陈梦称还没达到
她最好的时候。

本届总决赛，陈梦发挥非常稳
定，首轮战胜钱天一，8强赛4比3
战胜刘诗雯，14日晚半决赛又以4
比1淘汰了国乒最大对手伊藤美
诚。

决赛对阵小自己 5岁的王曼
昱，陈梦在经验和节奏把控上明显
好于对手。两人此前有过12次交
手，陈梦9胜3负领先王曼昱，最近
7次交手更是保持全胜。

最终，陈梦以11比9、11比6、
11比6、9比11、11比6战胜王曼昱，
完成总决赛女单三连冠，并收获了
10万美元的冠军奖金。陈梦的这
一成绩也追平了刘诗雯，并列历史
第一位。在过去的24届巡回赛总
决赛中，国乒队拿到了21个女单
冠军。陈梦表示通过这几场比赛，
她收获了更多的信心。

能以一个总决赛冠军结束
2019赛季，陈梦对自己的发挥比较
满意，“我在2019年上半年还是有
些小的起伏，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
困难，这也很正常。通过跟教练的
沟通，不断去完善，让自己变得更
强。”陈梦称她现在还没有达到一
个最好、最全面的时候，“2019年最
终算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展望
2020年，希望我在东京奥运会前把
接下来比赛完成好，全力以赴准备
奥运会。”

此前结束的男双决赛，许昕/
樊振东3比1战胜中国台北组合廖
振珽/林昀儒夺冠。“现在奥运会团
体赛第一场就是双打，是至关重要
的，所以我们不管以前取得过什么
成绩，奥运会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许昕称还要努力备战，让自己做到
更好。

陈梦总决赛
豪取三连冠

由冯小刚执导，黄轩、杨
采钰、徐帆、莉迪亚·佩克汉主
演的剧情片《只有芸知道》，将
于12月20日在中国上映。12
月 14日，演员黄轩现身成都，
给到场的观众分享了电影拍
摄中的故事，为电影宣传造
势。

据了解，《只有芸知道》改
编自冯小刚挚友的真实爱情
经历，讲述了漂泊半生的男人
隋东风，中年猝失妻子罗芸，

随后他决定替亡妻完成意愿
的动人故事，该片在新西兰取
景拍摄，鲸鱼、极光……新西
兰的大美风光也在片中尽现。

谈到对自己角色的诠释
时，黄轩表示，虽然自己年纪
不大，没有经历过如此刻骨铭
心的爱情。为了让人物更立
体、真实，让情感流露更自然，
演员要有想象力，要将人物的
感受嫁接在自己的情感上，

“在我的生命中，我已经经历

过很多次生离死别了，我在三
年里送走了五位我最亲的亲
人，所以我对那种离别，生命
逝去的无奈，到最后去接受这
种现实，去面对这种孤独，我
是特别感同身受的。”

电影也打动了不同年龄
段的观众，有不少观众受到片
中主角“风芸”爱情故事的感
染，数次掉下眼泪。还有到场
观影的中年夫妻现场互相表
白并拥抱，场面温馨、浪漫。

《只有芸知道》12月20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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