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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人物点评

日前，笔者应伊莎白的儿子，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北京京
西学校的创办人柯马凯先生之邀，
来到伊莎白生活了65年的北京外国
语大学老家属楼。在楼下的小花
园，我遇到了正在遛弯的伊莎白，
过往的老师们都热情地向她打招
呼，有的还停下来，聊上几句。步
入家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周恩来
总理的画像，家里最多的就是各种
书籍，书柜中的照片似乎讲述着主
人的不凡经历。

中国是她的第一故乡、
第二个祖国

与中国的百年情缘，从亭亭少
女到世纪老人，留在105岁的伊莎
白记忆深处的童年美景仿佛还是触
手可及。白鹿河清澈的流水、田埂
上的水牛和农夫、漫山遍野的小
花、郁郁葱葱的松林、掠过白鹿顶
的云海、清新空气中阳光的味道，
还有那首古老的歌谣：山悠悠，水
悠悠，白鹿顶上路悠悠……这就是
她梦想开始的地方，她的第一故乡。

1915年 12月，一个新生命在
成都的仁济医院诞生了。她就是伊
莎白。伊莎白的父亲饶和美1912年
任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主任，母亲
饶珍芳1915年创建了中国第一所蒙
台梭利幼儿园,曾任成都市弟维小学
校长、成都市盲聋哑学校和成都加
拿大学校校董。父母希望孩子能善
良淑美、顽强如梅，就给她取了一
个中文名字饶淑梅。

伊莎白的童年多半是在中国度
过的，在成都上了小学和中学。
1928 年，父母把她送回加拿大念
书，1938年，她获心理学硕士学位
后回到成都。因从小接触少数民族
和农民，她对中国的农村和人类学
非常感兴趣，回中国后就在雅安汉
源彝族地区和阿坝理县藏族地区做
社会调查和探索乡村社会实践。
1940年，伊莎白与大卫·柯鲁克在
成都邂逅，两年后，两人在英国伦
敦结婚，新婚后共同奔赴了反法西
斯战场。1947年 11月，他们带着
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和中国共产党
的邀请信，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来
到中国河北太行山下的解放区十里
店村，调研正在进行中的土地改革。

1948年春，伊莎白和大卫完成了
此次调研。临辞归国之际，受中央外
事工作负责人王炳南同志的深情挽
留，经慎重考虑，他们决定留在中国
任教。

同年夏天，他们前往河北省获
鹿县南海山村，在叶剑英、王炳南
直接领导的中央外事学校教授英
语，从此开启了与中国人民风雨同
舟、同甘共苦的教育征程。伊莎白
回忆道：“当时叶剑英亲切地说，新
中国即将诞生了，我们非常着急，
在为新中国做准备，需要一大批外
事人才，想聘请你们参与创办中国
共产党的第一所外事学校。”握着叶
剑英温暖的大手，伊莎白和大卫终
于成为中国革命的直接参与者。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
伊莎白和大卫一起站在长安街的看
台上，与数十万名群众兴高采烈地
欢呼，他们内心的豪迈随着五星红
旗同时升起，顿觉自己已经是中国
人民大家庭中的一员了，中国已经
成为自己的第二个祖国。他们满怀
信心要在这个充满无限希望的国家
做好教育工作。

虽然伊莎白是加拿大人，“但她
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柯马凯说，

“母亲对我的教育跟中国人一样，从
小教中国传统文化，母亲的身上有
着深深的中国文化烙印。母亲的饮
食绝对是四川口味，回锅肉、麻婆

豆腐、夫妻肺片都是她最爱吃的
菜，标准的成都胃！”

抗战时期，为了研究如何建设
乡村，改善农民生活，伊莎白翻山
越岭到藏区，历尽艰辛进入彝族
聚居区，穿着草鞋，走遍了兴隆
场。她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变迁，投
入了乡村建设运动。中国的农村和
农民都被翔实地记录在她的著作
里，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为培养
中国的外语人才，伊莎白从十里店
来到南海山，再到北京，面对艰苦
的办学条件，她和中国同志们一起
白手起家，辛勤耕耘30多年。

中苏关系破裂后，伊莎白和大
卫可以回英国工作，但是他们选择
了留在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他
们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工资减半，后
来国家外专局和学校商定将他们的
工资下调30%。这一调，就是20
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风雨的
他们，把这段经历看作人生自我反
省和学习的机会，没有半句怨言，
不计个人得失与恩怨，因为他们在
决定留在中国时，就准备无论作出
什么样的牺牲，都将继续积极地投
身于中国的英语教育事业。

伊莎白怀着国际主义精神，加
入到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从中
央外事学校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从
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始终在岗位
上勤勉奉献，推动和见证了中国英
语教育的发展。1981年，66岁的伊
莎白退休了。退休后的伊莎白，依
然没有停歇。她多次返回西南地
区，为当地农民解决实际困难，为
贫困家庭孩子设立助学金；还前往
内蒙古、宁夏、新疆和青海等地，
帮助开展外语教学活动，并带队到
国外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可谓老
骥伏枥。这一切，都源于她对中国
人民的真挚感情。她见证了中国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
程。时光荏苒，她始终不离不弃。
伊莎白说：“我们一直是中国革命的

参与者，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信任
使我们有了归属感，我们从不后悔
来到中国。”她虽金发碧眼，但怀着
一颗中国心，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将自己毕生心血都献给了深
爱的这片土地！

投身新中国英语教学

1948年6月，伊莎白参与创办
的中央外事学校在河北省获鹿县南
海山村成立。

伊莎白刚接触英语教学时，也
有过忐忑，她跟领导说自己没有教
学经验，但领导告诉她，“你的母语
是英语，你讲英语就行了”。伊莎白
回忆道：“我和大卫一开始确实都很
缺乏专业的教学经验，但好在我们
都很了解中国革命，我非常希望看
到社会主义是如何建设的，想了解
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

在战争中开展教学，条件之艰
苦可想而知。伊莎白和大卫与学生
们同吃同住，想方设法机动灵活地开
展教学。大家带上小马扎，户外、郊
野，遍地都能成为他们的课堂。

伊莎白回忆道：“当时，国内正
处在国共激烈交战时期，学校的条
件极为简陋，既无宿舍，也无校
舍。师生们都住在各个村落的老乡
家，上课一般都在户外空地。白天
上着课，经常会有国民党的飞机来
扫射，大家就紧急躲到壕沟里。叶
剑英校长觉得这样还是不安全，他
指示我们白天在田间学习。后来淮
海战役爆发，飞机再也不来了。”

学校成立时，仅7位教师，30多
名学生。学生的水平相差不少，就分
成高、中、初级进行差异化教学。没
有现成的教材，大家就通过各种途径
收集英文报刊上的文章。伊莎白常
常用打字机工作至深夜，定稿后再刻
蜡板印制，一本本简洁实用的英语教
材就是这样“出版”的。

在英语口语的教学中，伊莎白

打破先发教材让学生预习的传统，
提倡先让学生看教师在课堂上作特
定情境下的对话演示。那时学校没
有录音机，她就亲自演示，两三次
后再让学生参与。课后分发教材，
进行分组练习。伊莎白本身声音就
轻，不断地演示，嗓子很难受，但
是她一点儿不顾及自己。这种教学
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学生每学
期都可以学到二十几个场合下最通
用的口语。

为了给学生们营造说英语的氛
围，伊莎白还在课上课下抓住一切
机会跟学生用英语对话，组织学生
观看优秀的译制电影，定期举行英
语晚会，在寓教于乐中提高学生外
语实践能力。为丰富课外活动，她
还组织诗社和阅读小组，举办“口
语周”等，并邀请外国友人来校作
讲座，周末组织在北京工作的外国
人和学生们游园交流。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
部队急需英语人才。在周总理的授
意下，北外开设了16人的小班，由
伊莎白和大卫负责专门的培训。为
达到培养目标，教师们白天上课，
晚上继续辅导学习困难的学生。令
伊莎白印象深刻的是，“人们对参军
的热情非常高，人人都带着一种无
以言表的自豪之情。待他们英语足
够好之后，就去了战场”。

在教学过程中，伊莎白非常关注
学习困难的学生。她经常给他们做
一些句型训练，分析最常见的语法错
误。她将学生们分成小组，把成绩较
好的、中等的和学习比较困难的学生
安排在同组。这样进行口语及写作
练习时，成绩好的学生就会帮助学习
困难的学生，时间久了，困难学生的
成绩就提高了。多年后，伊莎白遇见
当初班级里一名成绩优异的学生时，
带着歉意表示当年如果不让她去帮
助其他学生，而是给她一些特殊的辅
导和训练，她会更加优秀。这名学生
听后，感到非常惊讶，说：“没有啊！
您教会了我怎样做人！”

伊莎白还曾为外交部培养了首
批口译人才。她回忆道：“学校派
我和吴千之去任教，吴老师教阅读
和写作，我教听说。我精挑细选各
种各样的录音带给学生们进行听力
理解和模仿。经过一年多的专门训
练，那个班里学生的语言能力得到
了很大的提高。”

上世纪60年代，伊莎白还对英
语阅读开展了教学实验。她认为，
学生需要大量的广泛快速阅读，而
不是把时间都用在分析阅读上。这
样，学生在学语言的同时,也能增
长知识。她回忆说：“教学实验组
有钟述孔、张汉熙和我。我们选
择了两个最好的班级，每两周教
一个主题。比如这次教非洲主

题，就先选择一篇短文精读，进
行语言分析，然后选择经济、历
史、文化等不同层面的文章泛
读，泛读时不仅要阅读理解，还
要对内容进行讨论和辩论。语言
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章是为
语言服务的，通过泛读可以使学
生在字里行间思辨地理解内容、
练习速读。经过一学年的实践，
大家认为这个实验是成功的。”

伊莎白和大卫的中国英语教育
实践可谓硕果累累。教学以外，他
们还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大
学英语教程的编写和《汉英词典》
的编纂。当问起在整个教学经历中，
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么时，她说
是“平等的师生关系”。“那时师生关
系非常亲密，除了上课学习以外，还
一起劳动。在劳动时，老师可能就是
一个组员，学生是组长。师生之间相
互尊重。老师们都被革命的热情激
励着，干劲十足，教学非常投入，那时
大家主动自觉地执行‘负责制’，晚上
主动辅导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学生
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倍加珍惜时间。”
伊莎白说。

在新中国的英语教育事业中，
伊莎白和大卫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
的艰辛与努力、青春与智慧，他们
所代表的是一代开创者，也是从未
停歇的奉献者。新中国的首批外事
干部、大量外交人才和杰出的学者
中，不乏他们学生的身影，很多人
活跃在中国外交、教育、新闻等各
个领域中，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

伊莎白怀着满腔热情支持中国
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位促进中外交流
合作的杰出贡献者。她利用赴国外
讲学的机会，向各国人民传播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和中华文化。

数十年来，伊莎白一直关注中
国的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早在
1959年，伊莎白和大卫撰写的《十
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就
在英国伦敦出版。20年后，《十里
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又在美国问世。这两本书真实记录
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世界了
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成为当时蜚
声海内外的社会人类学名著。她撰
写的《兴隆场》系列著作涉及乡村
社会和建设实验的方方面面，堪称
社会学、人类学以及乡村建设运动
史的必读之作。

伊莎白真实地观察与记录了中
国的革命与建设，以自己特殊的方
式向世界介绍中国。与此同时，伊
莎白和大卫也把世界的变化带给师
生们。上世纪50年代，为了解国外
英语教学的发展情况，伊莎白和大卫
每隔一年就到国外去转一圈。回来
后，就把所见所闻和自己感悟写成系
列报告，通过讲座与师生分享，扩大
了师生们的视野。

伊莎白不仅自己全身心地投入
到教育事业中，还全力支持自己孩
子开办国际学校，以另一种方式支
持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她的儿子
柯马凯留在中国，并选择了教育事
业，于1994年和朋友一起创办了北
京京西学校，为来华的外籍人员子
女提供国际教育。在这所学校中，
中国文化是孩子们的必修课。今年
69岁的柯马凯，虽已不再授课，但
还是坚持每周抽出一天时间到学校
看望孩子们。2010年，伊莎白的孙
子柯晨霜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进
入华西医院读研深造，回到了祖辈
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这个家族的故
事，正由一代新人续写。

70多年来，秉承教育“为国家
立心、为学生立命、为外语教育辟
天路”的精神，伊莎白将自己的青
春才智和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
教育事业。为了理想，她以坚定的
信念在深爱的这片土地上奋斗了一
生。她教书育人、诲人不倦的师德风
范，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
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坦
诚正直、温和善良的人格魅力，令人
敬重。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
于学。伊莎白由衷希望，年青一代
的教育工作者要不断地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培养更多能担当中华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因为这是一
项伟大的事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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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骨、鱼鳞、虾壳……
这些东西，一般的结局，就是被扔到厨余垃

圾的袋子里，被拉到垃圾场。谁能想到，鱼骨鱼
鳞虾壳，也能从无人要的垃圾变为艺术品呢？

在88岁的高思佶手里，它们就能。
在高思佶的艺术世界里，蟹脚、鱼骨头并非

垃圾，而是代表着生命和艺术。她用凋谢的花、
贝壳、广告纸边角、蟹脚、鱼鳞等不起眼的材料
制作鱼骨画，近 30 年时间里创作一百多幅。
其中，鱼骨画“梅兰竹菊”四条屏尤为精妙，在社
区展出时令人啧啧称奇。

高思佶出身名家？非也。她就是一名普通
的退休老人。走上艺术道路，源于她退休后就
参加了老年大学，学习了工艺美术等技艺。

学得认真，练得扎实。于是那么一天，灵感
找上门了：她正吃鱼，忽然发现鱼胸骨、肋骨，就
像一个个菊花瓣。

生活就这样重新被活力照亮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底我国65周

岁及以上人口17603万。当老年人不再单纯满
足于“老有所养”,而是追求“老有所学”“老
有所乐”，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的现象却将
许多求学者挡在了门外。

“银发族”，其实也想焕发金色的光芒。

银发族的光芒

17岁时，罗丽萍还只是工厂里的打工妹。
21岁时，她已在世界大赛的赛场上为国争

光。
高中毕业后，罗丽萍就去工厂打工。在那

里，她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也早早地体会到了
生活的不易。

“难道一辈子就要这样了吗？”她问自己。
18岁，她再次踏入校门。“先去学会一门技

能，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生活的摔打，人生的坎坷，没有打压住她破

土而出的信念。历经3年学习，2019年8月，曾
经的打工妹罗丽萍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
代表中国队出战，获得“商品展示技术项目”的
银牌，打破了欧洲国家长期的垄断。日前，她获
评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她的生活也发生了
很大改变，不但个人生活有了保障，妹妹的学费
也有了着落，原本贫困的家庭也实现了脱贫。

当年，罗丽萍为何重新踏入校门？
那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知农村户口

的孩子可以免费读中职。她知道，机会来了。
努力、奋斗，是个人的事，也是国家的事。

个人的努力，使自己破茧而出，国家的努力，保
障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本期点评 高毅哲

破茧而出

伊莎白与丈夫大卫在南海山村伊莎白与丈夫大卫在南海山村。。

1948年春，河北省获鹿县南海山村附近一山沟中，叶
剑英（左一）到此地视察时与大卫（左三）和伊莎白（左
四）等人合影。

2020年秋，伊莎白在儿子柯马凯陪同下，与朋友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宿舍楼下小花园遛弯。

本文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伊莎白·柯鲁克 （Isabel Crook），加拿大人，
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人，曾参与创建中央外事学校
（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并任教半个多世纪，为中国
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将毕生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
业。

1980 年，伊莎白获国务院批准认定的第一批
“外国老专家”称号；2007年被北京外国语大学授予
“终身荣誉教授”称号；2008年被加拿大维多利亚大

学授予“终身名誉博士学位”；2014年荣获中国“十
大功勋外教”称号；2018年获“改革开放40周年最
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称号；2019年7月30日，被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授予“重庆市璧山区荣誉市
民”称号。201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
行，伊莎白·柯鲁克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
章”。

—— 链接 ——

曾经写下《感谢贫穷》的女孩王心仪，今
年如愿参军。穿着军装的她笑得依然灿烂。

2018年，王心仪以高考707分的成绩考入
北京大学中文系。她所写的 《感谢贫穷》 一
文，曾火爆网络，打动了无数人。

王心仪出生在河北农村，妈妈体弱多病，
一家六口全靠家中的五亩地和爸爸外出做零活
补贴家用。八岁那年，王心仪第一次感到“被
贫穷扼住了咽喉”——姥姥查出乳腺癌，全家
人从拮据的手头里挤出救命钱，辛苦了一生的
姥姥在病床上还一直记挂着牲畜和庄稼。

物质的匮乏，让王心仪对生活的很多事情
都无能为力，但贫穷并没有剥夺她的乐观，反
而让她收获了独立、自强，也让她更坚信教育
和知识的力量。

考入北大后，受过多方资助的她选择成为
一名大学生士兵，为服务国防现代化建设、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年，王心仪在文章里写道：“贫穷带来
的远不止痛苦、挣扎与迷茫。尽管它狭窄了我
的视野，刺伤了我的自尊，甚至间接带走了至
亲的生命，但我仍想说，谢谢你，贫穷。”

那些打不倒你的，只会让你更强大。

贫穷的财富

她是105岁的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与中国教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