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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四川省发改委发
布《四川电网试行主动错避
峰负荷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鼓
励和引导工业用户主动错避
峰用电。

政策落地情况怎么样？
企业如何响应政策保生产？7
月15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现场走访已进入全省
主动错避峰负荷资源库中的
企业了解到，7月7日起政策
正式落地，企业遇上用电高
峰则白天10：00到晚上22：00
为约定响应期，晚上23：00后
企业正常开工。

截至7月15日，国网成都
供电公司辖区内已有2164家
企业签订了主动错避峰负荷
响应协议。受访企业表示，错
避峰用电后企业预计每个约
定响应期将有数千元补贴，
节省出来的电量约能供600
户居民用电。

走进成都市德林伟业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寂
静无声，也不见工人们的身
影。不过，到了晚上，这里就
会响起机器的轰鸣声。为了
响应错避峰用电号召，该公
司签订了主动错避峰负荷响
应协议，从7月7日起，每日
10：00到22：00都主动停工，

其每日响应负荷量1300千
瓦，可以供600多户家庭用
电。“白天12个小时中我们是
不生产用电的，工人们白天
休息，夜班时开机工作。”企
业相关负责人李志辉表示。

据国网四川电力公司数
据显示，目前德林伟业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所在的成都
金堂县成阿工业园内，已有
115户企业与国网成都供电
公司签订了主动错避峰负荷
响应协议，占园区实际运营
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

李志辉说，以前工厂的
流水线是整天工作，但是现
在只有晚上23：00后才能开
始。预计到八月底，公司产能
大概只有同期的三分之一。

但工业企业的利益也
需要兼顾，怎么将其损失降
到最低呢？《通知》表明，主
动参与并有效执行主动错
避峰负荷电价响应的电力
用户，可通过主动错避峰负
荷电价响应临时减少的电
量执行主动错避峰负荷电
价，电价标准为0.4元/千瓦
时，李志辉告诉记者：“我们
一天的电价补助大概是五
千元左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钟茜妮 实习记者 胥婷

“让电于民”
2164家成都工业企业

错、避峰用电

7 月 17 日，北京大学 2022
年在四川成都的首封本科生录
取通知书送达成都棠湖外国语
学校。

签收这封通知书的，是毕
业于该校高2019级“最强一班”
的陈红翰同学。在今年的高考
中，他以文科647分的成绩，被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录取，也幸运地成为了成都
2022年首位收到北大录取通知
书的考生。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这
个班，今年还有另一位备受关
注的考生——黄心钰。黄心钰
在今年的高考中，考出了文科

672 分的好成绩。她也同样选
择了北大。到了9月，这两位高
中的同班同学，又将在北大继
续同窗。

说起两位弟子，班主任李
治君十分欣慰：“两个优秀孩子
的初高中都在棠外度过，黄心
钰更是一路从棠外附属幼儿园
读到棠外的高中，今天这份喜
悦和荣誉不只是属于他们自
己，更要感谢初中以及高中的
每一位帮助过他们的老师。”

陈红翰出身于教师家庭，
父亲是一位体育老师。良好的
家庭环境，使他自小就对读书
有着浓厚的兴趣，尤爱文史，这
也是后来高中选择文科的重要
原因。即使在高三的繁忙岁月
中，他也会抽空阅读多类书籍
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培养自己
的批判性思维。陈爸爸也表
示，儿子从小就很自觉，家人
平 时 没 在 学 习 上 为 他 太 操
心。除此之外，一家人也都比
较尊重孩子的意愿，没给孩
子太大压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婷婷

成都首封
北大录取通知书送达

谈选拔：
难度最大在复试

中科大少年班的选拔是什么样？
据刘天齐回忆，整个中科大少年班的
选拔过程分为了报名、高考、中科大
复试三个环节。在他看来，难度最大
的在最后一环——中科大复试。

7月9日，刘天齐在母亲的陪同下
前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参加复试。“来
到中科大参加复试的同学，已经是经
过前两轮筛选出来的，算得上是全国
范围内的顶尖学生了，录取率约三分
之一，竞争压力很大。”谈到当时的考
试情形，刘天齐表示很难不紧张。“第
一天考试发挥还不错，但第二天考试
确实就有点‘懵’。毕竟复试考的是数
学和物理两个学科，中科大会选取大
学阶段一些中学生能听懂，但是没有
接触过的知识现场教学一个小时，然
后马上分发试卷进行考试。第三天面
试采用小组辩论形式，很考察考生的
沟通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谈备考：
日常抽时间自学高二、高三知识

谈及备考的过程，刘天齐表示，
自己平时成绩虽然在校内一直排名
前列，但是由于中科大少年班考试，
需要在高一学年内就要掌握高中所
有的学习内容，并且去参加高考，以
及学习大学知识，因此难度是很大
的。“当时自己的信心还不是很足，只
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备考。”

刘天齐告诉记者，在备考期间，
自己一边完成日常学习内容，一边自
学高二、高三的知识，尽管两者之间
没有冲突，但部分时候自己心态也会
受到影响。刘天齐说，在自己心情烦
躁的时候，父母的陪伴和老师的指导
对自己帮助非常大。

谈录取：
没有在第一时间与父母庆祝

7月14日下午，刘天齐得知了自己
被中科大少年班录取的消息，但是知晓

的方式却有点意外。“当时我爸爸在午
休，他的手机一直叮叮咚咚地响，然后
我看到很多人都发来了祝贺，这时我才
得知自己被中科大少年班录取了。”

刘天齐回忆，在得知录取消息后
特别想第一时间把父亲叫醒，然后说
一句：“爸爸，我终于考上了”，但实际
上刘天齐并没有这样做，他想让父亲
多休息一会儿。

即便已经被中科大少年班录取，
面对即将到来的暑假，刘天齐也有着
细致的规划。“希望自己可以先冷静
下来，认真规划以后的求学之路，同
时和父母一起商量考虑好未来在什
么专业发展。”十几年的求学生涯，如
今能提前进入中科大少年班深造，刘
天齐的内心也有很多感谢。他谈到，
自己成功被录取离不开所有人的付
出，自己仅仅只是“捡”了一个成绩分
数而已，最想感谢的是十六年来父母
和老师的培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殷建
李翰林

▲成都市德林伟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厂房白天寂静无声

3岁女儿含泪拥抱过世爸爸雕像
视频背后有一个催泪故事…
3岁半的小女孩，一见到爸爸的雕像就扑了上去，起初有些新

奇地摸着爸爸的五官，然后对着雕像又亲又抱，渐渐孩子有些伤感
眼眶湿润，仿佛再也不愿爸爸离开……近日，这段视频在网上广泛
流传，让无数网友感动落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小女孩的爸爸名叫张晓林，
从2014年起一直坚持在四川大凉山做公益。2020年初，张晓林因
肝癌抢救无效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39岁，而他参与捐建的学校
也定格在了39所……

7月15日晚，张晓林的妻子吴美丽向红星新闻记者独家讲述
了视频背后的故事。

2014年，因为一次偶然的自驾
游，江苏如皋人张晓林踏上公益之
路，一开始只是给大凉山的孩子们
募捐和派发物资。山区孩子们艰苦
的学习环境深深触动了他，张晓林
渐渐意识到教育才是帮孩子们改变
命运的根本。此后，他开始通过个人
力量募资给大凉山修建希望小学。

捐建学校成了张晓林的“重点
任务”。据媒体公开报道，在各地爱
心人士的帮助以及当地教育部门
的支持与配合下，截至2020年，张
晓林一共参与捐建了39座希望学
校，并购置课桌等硬件教学设施。
同时，还招募支教老师为山区孩子
们上课。

然而，正当张晓林踌躇满志为
大凉山筹建第39所学校时，自己却

罹患肝癌而病倒了。即使在病床上
无法行走，张晓林也从未停止做慈
善公益，仍然牵挂着大凉山的孩子
们。2019年12月18日，在上海住院
期间，他和江苏如皋慈善基金会签
下了“晓林爱心基金”捐赠协议，自
己作为发起人一次性注资5万元。

2020年1月30日，张晓林因肝
癌晚期抢救无效去世。即便在生命
的最后几天，他心中仍然想着公
益。就在去世前几天，他还募集了
用于建设希望小学的近24万元善
款。当疫情爆发，他又掏钱为家乡
的父老乡亲购买了1万只口罩。

记者了解到，被张晓林帮助的
学生，很多都叫他“张爸爸”。有的
孩子在他的鼓励下考上县城重点
中学，成绩名列前茅。

吴美丽是张晓林的妻子。她是四
川巴中人，多年前与张晓林在大凉山
相识，后来两人相爱结婚，有了女儿培
培。吴美丽告诉记者，“晓林虽然走了，
但他生前一直牵挂的第39所学校，我
答应他一定帮他完成遗愿。”自张晓林
去世以后，吴美丽接过了他的公益事
业，并完成了第39所学校的捐建。

记者采访了解到，这座雕像是第
39所学校落成仪式时爱心人士捐赠
的。当时，广州的一位雕塑家被张晓林
的故事感动了，便义务做了这尊雕像，
雕像是通过看张晓林的视频、照片创
作出来的。自张晓林去世后，吴美丽多
次带着女儿培培前往大凉山，来到他
生前牵挂的学校做公益。

吴美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网上流传的第一段视频是在去年11月
拍摄的，这是女儿培培第一次到凉山，

“宝宝平时只能从照片和视频中看到
爸爸，去年第一次在学校见到雕像的
时候就激动扑了上去，很新奇的摸着
爸爸的五官，说着：‘鼻子，眼睛，耳
朵’……”

吴美丽回忆，女儿培培第一次见
到爸爸的雕像时只有三岁半，她对着
雕像又抱又亲，仿佛爸爸终于站在了
她的面前。后来培培看到妈妈吴美丽

哭，她还刻意别过头，不忍看到妈妈
哭，也强忍着眼泪不让妈妈看到她也
想哭。“那时她还不懂，看到她爸爸的
雕像，还觉得很新奇，后来看到爸爸不
回应她，回家后她还说看到的是一个

‘假爸爸’。”
吴美丽告诉记者，第二段视频拍

摄于今年端午节，她带着四岁的培培
再次来到凉山，“我们去了以后，培培
就挨着屋子找她爸爸的雕像，她应该
是有印象。第二次看到她爸爸的雕像
时，表情明显与第一次不一样了，第二
次她知道了这是一座雕像，但她还是
去拥抱和抚摸爸爸的雕像，久久舍不
得分开。”

“我每年都会坚持带着孩子到大
凉山看看，希望孩子从小埋下一颗善
良的种子，也希望她了解到她爸爸的
一些事迹。”吴美丽告诉记者，她平时
喜欢拍摄视频记录生活，之前也将这
两段视频发到了网络平台，“这两段视
频都发了很久了，不知道这两天怎么
突然就火了。”

吴美丽表示，丈夫张晓林的离去，
让她一度失去了“精神依靠”，但是她
也在慢慢振作起来。她说，她会努力的
去工作和生活，尽力坚持去做公益，将
丈夫生前的公益事业延续下去。

来自广州的何雨情与张晓林是好
友，正是在张晓林的鼓动下，何雨情也
来到大凉山支教。何雨情告诉记者，
2016年，她在四川凉山做志愿者时，结
识了张晓林，两人成为好友。

何雨情说，自己到四川大凉山支
教，是为了兑现朋友张晓林的承诺，

“我对他满心的愧疚，一直答应他要去
做支教老师，但一直没能兑现”。2020
年10月底，何雨情来到张晓林生前建
的昭觉县特布洛乡浙建希望学校。在
学校里，何雨情教四年级的语文，还要
教孩子们的美术、音乐和舞蹈课。

2021年、2022年，何雨情每年都来
到凉山，去支教的学校看望孩子们。今
年1月，何雨情筹建了广州市微光公益
助学服务中心公益平台。何雨情说，他
们计划到大凉山，还有贵州、广西，给
一些需要的乡村小学输送美育、德育、

体育方面的支教志愿者老师，还会去
帮扶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每年对他
们进行资助。

7月15日，何雨情在记者采访时表
示，自己之所以成立公益慈善组织，
也是受了张晓林大哥影响，“他在大
凉山做了那么多奉献，以前他也很想
建立起支教队伍，去他建的希望小学
支教。我自己去做了支教老师后，更
能切身体会支教老师对提升乡村教育
的重要性。”

何雨情说，她早已下定决心，一定
要把张晓林的大山之旅继续走下去。

“我自己本身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姑娘，
对乡村教育有着深厚的情结。希望孩
子们能够接收到来自外界的新鲜血
液，有时一个支教老师能够影响一个
孩子的一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张晓林生前做公益时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

今年端午节，女儿培培第二次看到父亲张晓林的雕塑 受访者供图

他参与捐建39座希望学校
39岁患肝癌英年早逝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事迹

四川唯一！
成都16岁少年被中科大少年班录取

7月14日下午，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学院发布2022年少年班录取名单公示，
一时间在各大家长群引发关注和热议。

从官方名单来看，全国共计有45
位学生成功入选（上海地区录取工作
还未结束）。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第一时间关注到，来自成都树德中学
高一年级的刘天齐同学位列其中，他
也成为了2022年四川唯一被中科大
少年班录取的考生。7月15日上午，记
者在成都树德中学（宁夏校区）见到
了刚刚参加完散学典礼的刘天齐。

每年都带女儿到大凉山
孩子看到爸爸塑像就扑了上去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

受他影响筹建公益慈善组织
去帮助更多山里的孩子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好友

“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
时代”——“理响成都”第三
届理论宣讲大赛已正式启
动！本次大赛以“喜迎二十
大 建功新时代”为主题，参
赛对象包括个人、团队（两
人以上，以一个作品参赛），
参赛形式包括语言类宣讲、
文艺类宣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了解到，本届理论宣讲大
赛定于 7 月至 9 月举行，分
为基层选拔、市级复赛、集
中培训、市级决赛四个赛事
环节。在基层选拔环节，以

“理响成都”理论宣讲品牌
为统领，鼓励各地各行业系
统自行组织开展理论宣讲
比赛，选拔推荐优秀选手进
入市级复赛。8月，分组进行
市级复赛，采取专家现场评
审打分、基层干部群众代表
现场评议、网络展示评选相

结合的方式，评选出入围决
赛的选手（团队）。9月上旬，
大赛将邀请理论研究、大众
传播、播音主持、艺术表演、
形象设计等方面专家对进
入决赛的选手进行培训指
导。9月下旬举行市级决赛，
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并颁
发获奖证书。

据介绍，本次“理响成
都”理论宣讲大赛还同步开
展理论宣讲短视频征集展
播活动。在“学习强国”成
都学习平台、先锋成都、锦
观、县级融媒体中心等平
台上开设“理响成都”专题
专栏，推出一批优秀理论
宣讲短视频。成都市委宣
传部择优向省委宣传部推
荐，在“理响巴蜀”平台进
行展示展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彭惊

“理响成都”
第三届理论宣讲大赛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