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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毕业于顶尖大学，你是否愿
意下沉去基层，去社区，去街道办？

很多人或许会认为大材小用。因为大
多数人潜意识里还是认为“学而优则仕”，
认为当大官、赚大钱，当科学家等从事体面
工作才算有出息。所以，顶尖大学毕业生就

应该当大官、赚大钱，当科学家等从事体面
工作。去基层就业不是很体面，与高学历不
相匹配，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我们再看看街道办，一个在大家传
统印象里管着家长里短事务的地方。它
是政府的一级派出机构，并不是行政机

关，而是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和“神
经末梢”，是名副其实的“基层”。

顶尖大学生，最基层的街道办。两
者在多数看客心里，或许很难匹配，也
正是因此，此事才一石激起千层浪，引
起无数热议。

顶尖人才下沉 不必大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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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两则
与招聘相关的新闻
让“街道办”火了。

杭州市余杭区
一 份 招 聘 公 示 显
示，包含多个街道
办 事 处 的 基 层 职
位，被录用者的“毕
业院校”清一色是
清华北大，学历均
为硕士或博士。

余杭区委组织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坦
言，“大家朋友圈里
看到的公示截图，
是我们 2018 年面向
应往届高校毕业生
招的，有很多来自
其 他 地 区 的 选 调
生，他们看中的是
杭州的发展潜力和
活力，还有我们招
聘时的诚意。”该负
责人也表示，清华
北大的学生来街道
工 作 并 非 大 材 小
用，是余杭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很
多工作专业性强，
亟需更多的青年才
俊在经济社会的服
务管理上做好专业
支撑。

而 另 一 条“ 哈
佛博士 、南大副教
授任深圳某街道副
主任”的消息被挖
出，再次助推了话
题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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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下心来仔细想想，如果顶尖人才
愿意在基层发挥所长，大展身手，这是
否大材小用？如果基层能让顶尖人才下
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这是否
大材小用？

我们不妨理性分析，我们看问题忽
略了什么？

首先，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怎样算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今年湖南耒阳考生钟芳蓉以省文
科第四名的优异成绩报考北大考古专
业，引发的热议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网友纷纷认为作为“留守女孩”就应该
选择有“钱途”的专业。可钟同学选择
报考北大考古专业只用了几分钟，董
倩专访时曾问她能坚持下去吗？钟芳
蓉答道：“我觉得能，我对一件事情就
算我不喜欢，我也能做下去，喜欢的话
我会坚持得更久，我觉得每一次挖掘
都是发现，都是惊喜。”她妈妈接受采
访被问到孩子选择考古怎么看时，她
说：“我们不懂考古究竟会干什么，也
不懂什么专业赚钱。我们只尊重她的
选择，她有权利去选择她自己喜欢的。
她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她要去实现她
的梦想。”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个体，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不是家长更
不是其他人意志的执行者。钟同学的
偶像是樊锦诗先生，樊先生一生扎根
敦煌，虽不是大老板，但她对文物的贡
献何其巨大，我们能说她没有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吗？马哲认为，评价一个
人价值的大小主要看他对社会贡献的
大小。古人则认为“立德、立言、立功”
可以不朽。请问大家，哪条标准说成
功、实现人生价值就是当大官、发大
财？在就业平等观逐渐深入人心的当
下，能发挥所长，能实现自身价值，谁
又能说这不是成功呢？

其次，毕业生，到最需要的基层去，
这是国家的号召，也是实现个人理想的
途径。

以余杭区为例，这里是当下杭州发
展速度最快的县区之一，全区新认定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444家，2019年GDP
位列杭州市各县区第一。同时，余杭区
更因为是阿里巴巴、梦想小镇、良渚遗
址的所在地而闻名于世。科技和文化底
蕴齐飞，让这里充满了吸引力。这里的
每一个街道，可能都藏着增长引擎和发
展密码，都有多维的提升空间。而深圳
的南山区，是深圳科研、教育、体育中
心。截至2020年6月，南山区已经累计
培育出164家上市企业，全区上市企业
总数达170家。特别是华为、腾讯、中
兴、大疆等企业所在的南山区粤海街
道，被称为中国“最牛街道”，辖内资产
总额前几年就已超过1万亿元。这一成
绩足以令全国绝大多数地级市乃至一
些省份望尘莫及。

为了能让顶尖人才下得去，留
得住，干得好，留得动。各地政府也
制定了不同的支持政策。相关文件
显示，余杭区面向清北招聘的政府
雇员（非编制）最低年薪为 35 万元，
最高则可达 50 万元。这也难怪该项
目的录用人员在采访中表示“收入符
合自己的预期”。从某种角度而言，顶
尖人才下沉到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
是马太效应，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
一种结果。

再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也要求基层地方提高治理水平。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
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
题。国家治理体系要转化为治理效能，
要求地方基层提高治理水平，提高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

有公共管理专家统计，“街道办”承
担的主要职能涉及辖区城市管理、民政
福利、社会治安、交通消防、市容环卫、
劳动就业、市场管理、社区服务等一百
多项内容。随着城市化下一程的发展，
AI、大数据等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深

度应用，街道和社区可能越发重要。现
在很多的“街道办”早已不是过去那个

“闲散衙门”了，而是囊括了经济、民
生、社会治理等经济社会职能，以及组
织、宣传、统战等党务工作的一级组
织，凡是上一级党委政府所具备的职
能，延伸到“街道办”一样不落。而“街
道办”职能的专业化、精细化，需要由
专业人才来承担。这些专业人才到了基
层，岗位需求与专业技能相匹配，用得
上、使得动。除了职能管理，打造“服务
型政府”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政府在经
济社会发展的服务功能被前所未有的
突出，不少城市纷纷提出“最多跑一
次”“数字城市”等理念，比拼的就是城
市对经济社会的服务能力、精细治理工
具的使用，这已经成为城市竞争的软实
力。不难看出，“街道办”已成为更高水
平城市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操盘手”，
专业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不折不扣的
刚需。可以说，高学历人才的下沉，将
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既是需要，也是
双赢。

最后，顶尖人才下基层的背后，还
有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隐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依然是当
前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从毕业生的角
度而言，“择良木而栖”，选择收入高、
福利好的工作无可厚非。从余杭地方政
府的角度而言，以政策和工资的杠杆吸
引高素质人才来基层工作，是优化干部
结构、提升地方治理水平的重要方式。
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清北毕业生下基
层的背后，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在引导优秀学子下基层的同时，如何促
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实现人才的良性
流动，依然是政策制定者们所需要深思
的课题。

所以说顶尖人才下沉基层，是社会
进步的表现，我们大可不必惊讶。

顶尖大学应聘街道办 为何会被认为大材小用

大家眼中的高能低配 是否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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