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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本报讯（沈文） 11 月 19
日，副省长罗强在成都市调研

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智慧场馆建设时强调，要进

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高质量按时

完成各项建设任务。

罗强一行先后来到东安湖

体育公园、凤凰山体育公园，实

地察看了场馆设施建设进展情

况，重点了解主体育场、综合体

育馆、足球场等场馆的智慧建

设推进情况，听取了相关单位

的情况汇报。

罗强指出，党中央、国务

院，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大运

会筹备工作，智慧场馆建设时

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大运会

执委会及相关部门单位要进一

步优化方案，充分听取各方面

意见建议，又好又快推进项目

建设。他强调，智慧场馆建设要

服务大局、着眼长远，确保建设

改造工作按期推进。技术运用

上要瞄准“世界一流，国内领

先”的目标，统筹考虑从指挥系

统到管理、安防、服务、转播、应

急、赛后运营的各项工作，注意

技术的综合运用。要统一规划、

分步实施，统筹做好重点场馆

和其他场馆的建设，协调分类

推进。立足场馆的可持续利用，

建好用好体育综合体示范项

目，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提升群

众体育发展水平，为加快建成

体育强省作出积极贡献。

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全胜；

省体育局局长罗冬灵；成都市

副市长，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副

主席兼秘书长王平江；省委教

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党组成

员李国贵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何文鑫 摄影报
道） 11 月 18 日，由教育厅主办、达

州市人民政府协办、四川文理学院

承办的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

演及颁奖活动在达州举行。展演分

为艺术作品展览和文艺节目汇演两

部分，来自全省高校的 33个优秀文

艺节目和 1400 多名师生参加艺术

展演。展演节目包括舞蹈、声乐、朗

诵等，以精彩的艺术形式展示了全

省高校艺术教育丰硕成果，展现了

当代青年大学生的青春风采。省委

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党组成员

李国贵参加展演并讲话。

本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以“奋

斗·创新·奉献”为主题，全省有101所

高校选送了艺术表演类、大学生艺术

实践工作坊、艺术作品类、高校美育

改革创新优秀案例，4个大类1121个

节目和作品参展。晚会对优秀表演类

作品、艺术作品、美育案例和大学生

实践艺术工作坊一等奖作品和优秀

组织奖获奖单位进行了颁奖表彰。

展演晚会分为4个主篇章，以不

同艺术形式、不同题材分别展现了青

年大学生传承革命精神、书写时代华

章的奋斗故事；勇于改革创新、把握

时代发展脉搏的青春风采；乐于奋

斗，以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负青春

韶华的远大志向；以及奉献新时代、

筑梦新时代、团结奋进新时代的精神

风尚。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文艺节目

特别展现了无数青年奋战抗疫一线

书写的感人故事，如朗诵《战“疫”青

年》、舞蹈《走祥云》《“痕”美》。

李国贵指出，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是国内教育界规格最高、规模

最大、影响最广的艺术盛会，本届大

学生艺术展演所有参展节目和作品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大学生与梦想同

行的价值追求和奉献祖国的远大理

想抱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校园

特色和学生特点。他希望，全省大学

生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努力提升审

美能力和人文素养，用“美”陶冶心

灵和情操；希望老师们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

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塑造新

时代的美好心灵，师生一起全面开

创学校美育工作新格局，为建设教

育强省作出更大贡献。

展演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和师

生还参观了优秀艺术作品展。展览

设在四川文理学院，设 7个展区，共

展出绘画、摄影、设计、书法、篆刻等

优秀艺术作品350件。

“站在领奖台上，我紧张又喜悦，不

知从何时起，我已经成了爸妈全部的骄

傲！”11 月 17 日晚上，彝族女孩张小花

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配图中她站在舞

台上，领取乐山市金口河区民族团结进

步先进个人奖。

张小花，是金口河区共安彝族乡火

草坪幼教点的辅导员，为何这个奖获颁

给她？记者了解到，一方面是因为她坚

守在当地最偏远的幼教点辛勤工作，而

另一方面，则是她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

运的故事激励了更多的人，为广大彝族

女孩推开了一扇门。

“我不想嫁人，我想读书！”2014年9
月的一天，15岁的张小花闯进乐山市金

口河区教科局，她找到局长胡安江求

助，“我初中毕业，家里给订了婚，但是

我还想继续上学。……”

那时的张小花没有想到，这一天成

了她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如果不是那

一次‘豁出去’的争取，我可能已经是两

个孩子的妈妈了。”张小花笑着用一口

流利的普通话对记者说道，眼神中透着

坚定和自信。

“我要找局长！”

回忆起6年前那天，无助、紧张又激

动的感觉，从张小花娓娓道来的叙述中

“蹦”出来，“只要能读书，我豁出去了！”

张小花出生在小凉山脚下的金口

河区和平彝族乡，读到小学四五年级

时，她才学会说普通话。2014年初中毕

业，她面临的是大多数彝族女孩的命

运：父亲不再同意她继续读书，给她订

了婚，让她出嫁。

“不想重复妈妈、奶奶的人生，想要

多读书，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对未来的

人生，张小花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但一

个暑假过去了，她也没能说服父亲。而

订婚的男方，已经把彩礼送到了她家。

越来越焦虑，越来越害怕，那些日

子，张小花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新

学期已经开学，张小花再也坐不住了，

“这事儿教育部门一定能管。”她的心一

横，“我要找局长！”

“听说有个小女孩要找局长，我就

请同事把她带进办公室了。”胡安江至

今都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听了小花的

讲述，胡安江觉得很痛心，但同时又觉

得很感动和振奋，“孩子能主动要求上

学，这不就是教育人最想看到的吗？”

“女人不就是这样的命运吗？”

2014年，正值四川将“9+3”免费职

业教育计划从四川藏区推广到大小凉

山彝区，即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

大小凉山彝区的孩子能再享受3年的免

费中职教育。胡安江仔细了解了张小

花的情况，反复考量后，建议她去读“9+
3”计划的中职学校。

而在此时，家庭成了张小花读书路

上最大的“障碍”。金口河区地处小凉

山腹地，是四川省45个深度贫困县区之

一。受多子多福等思想的影响，在金口

河彝区，早婚多育的情况非常普遍。

胡安江把张小花的父亲请到了教

科局，一番思想工作做下来，胡安江碰

了一鼻子灰。

“她在县城念初中，已经花费不少

了！”“结婚生子，照顾家庭，女人不就是

这样的命运吗？”……

“你想她以后的生活也是这样吗？”

“一辈子在村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

怎样的。”……整整一个下午，张小花和

区教科局工作人员不停地劝说父亲，局

里还承诺资助小花 4000 元的生活补

贴。终于，张小花的父亲松口了。

“不用着急嫁人，还能继续上学，一

下子觉得人生豁然开朗了。”如今回想

起来，张小花仍然难掩兴奋。“当时，开

学已经两周了，区教科局联系到乐山市

第一职业高级中学，帮我报了名，我顺

利进入学前教育专业学习。”

“命运在自己手上，要靠自己去改变”

继续上学的 3 年时光，短暂而美

好。2017年，张小花开始在金口河区幼

儿园实习，其间，她又一次来区教科局

找到胡安江。

“我听说区上在招收‘一村一幼’辅

导员，如果有机会，我想当一名老师。”这

一次，张小花同样有着自己的想法：她想

回到自己出生的村里教书，让更多家乡

女孩子能够接受教育，主宰自己的人生。

张小花在区教科局报了名，顺利通

过笔试和面试后，最后被安排到和平彝

族乡迎新村幼教点工作。

这样的安排，并非巧合。在胡安江

看来，她希望能够出现更多的“张小

花”，希望有更多的彝族孩子，特别是彝

族女孩能有和祖辈不一样的人生。

“很高兴啊，来上学的都是亲戚或

者邻居家的孩子。”以前，村里没有幼儿

园，张小花也从未上过幼儿园。看到小

朋友们在幼儿园愉快地玩耍，张小花打

心眼儿里开心，在她看来，孩子们的人

生已经开始改变。

张小花有了一份正式工作，这彻彻

底底改变了父亲的想法。父亲主动帮

她退了婚，逢人就夸自己女儿能干。张

小花的妹妹初中毕业，父亲主动送她继

续上学，目前正在一所职业学校学习。

2019年 9月，张小花被调往更偏僻

闭塞的火草坪幼教点工作。好在现在

村村都通了公路，张小花可以每天骑电

瓶车往返幼教点和家里。

“无论怎么说，命运在自己手上，需

要靠自己去改变。”如今，张小花作为一

名幼教点辅导员，每年到手的工资加上

补贴能有 4万多元，她把大部分钱交给

父母贴补家用，留下小部分自己支配。

现在，张小花的爱好是看电影和健身，

今年疫情期间，因为不能去县城的健身

房，她还专门给自己添置了一台跑步

机，锻炼的同时让家人感受到了不一样

的生活方式。

今年 11 月 20 日，是大小凉山地区

的彝历新年。张小花说，这个奖是她收

到最好的节日礼物，因为她看到了自己

努力而带来的改变。而更多的改变，还

在继续发生。父亲不再干涉张小花的

婚恋问题，认为她可以自由选择。如

今，张小花的梦想是能够在工作的同时

继续学习，争取有一天成为一名正式的

人民教师，让更多彝族女孩能够通过读

书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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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演及颁奖活动在达州举行

展示艺术成果 彰显青春风采

为彝族女孩推开世界的门
——张小花改变命运的故事

■ 本报记者 胥茜 倪秀 文/图

张小花和火草坪幼教点的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