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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社会人类学家、教育家、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人——

103103岁的伊莎白回到出生地成都岁的伊莎白回到出生地成都：：
爱吃麻婆豆腐和回锅肉

6月26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成都市教育局获悉，目前，成都市中考评卷工
作已结束，正在进行成绩校验，6月28日将
公布成绩，并开始填报志愿。据成都市招考
办介绍，今年中考录取将于7月6日开始。

4种方式查成绩
避开高峰期 以免造成网络拥堵

短信通知成绩。6 月 28 日 9：30 以后，
成都市招考办将通过短信的形式，向全市
在报名时准确填写了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中国电信手机号的考生发送中考升学
成绩。由于考生数量大，收到短信的时间
可能会有所延后，若在短时间内未收到成
绩短信，考生可通过其他方式查询。

网络平台查分。6月28日10：00以后，
考生凭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中考网络应
用服务平台，进入“成绩查询”查询、打印
本人成绩，也可在“消息中心”查看本人成
绩。登录方法：1.访问 www.cdzk.org，点击

“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2.访问 www.
cdzk.com，点击“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

微信公众号查分。6 月 28 日 10：00 以
后，考生可通过微信平台查询成绩。1.通过
成都市教育局官方微信号“成都教育发布”
免费查询中考升学成绩，方法：登录手机微

信，点搜索，查找微信号“cdsjyj”或“成都教
育发布”添加关注，进入“成都教育发布”微
信公众号，点击下方“查询服务”，在分栏选
择“中考查询”。2.通过成都招生考试网的微
信平台免费查询中考升学成绩，方法：关注

“成都招生考试”微信订阅号（cdzk789）或登
录www.cdzk.com扫描二维码。

电话查分。6月28日10：00~12：00，考
生可通过拨打查分热线查询成绩，热线电
话 ： 18010595910～18010595913，
18010595915～18010595923，
18010595925，18010595926。

成都市招考办提醒考生及家长：选择
适当的时间查询、打印成绩，尽量避开高
峰期，以免造成网络拥堵。考生查询的中
考成绩不包含按政策规定享受的各类加
（降）分，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应将自己的
加（降）分考虑在内。

考生如果对本人成绩有疑问，可向就
读初中学校（或者报名点）提出复核申请。
由于复核结果与填报志愿密切相关，申请
复核的考生须于6月29日16：00前办理复
核手续，过时不再办理。

28日下午开始填志愿
这些注意事项要记牢

6月28日15：00，成都市中考网上填报

志愿系统开通。
“5+2”区域内考生分批次在网上填报

各批次、类别升学志愿：6月28日15：00~7
月1日17：00，填报省二级及以上示范性普
通高中志愿、五年高职（师范）志愿、三年
中职志愿以及民办普通高中提前录取志
愿；7月10日10：00~7月11日13：00，填报
第四批学校志愿（第四批可执行学校计划
由市招考办统一公布）。

其余15个区（市）县范围内考生填报
志愿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填报石室
中学（北湖校区）、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树德中学（光华校区）和树德中学（外国语
校区）志愿以及五年高职（师范）、市上公
布计划的三年中职志愿，按全市统一安排
在网上进行，时间为6月28日15：00~7月1
日 17：00。第二部分，填报当地普通高中、
中职学校志愿，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要
求进行。

网报志愿方法：考生凭身份证号和密
码登录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进入“志
愿填报”进行填报。

成都市招考办提醒考生及家长：在网
上填报志愿的截止时间之前，考生均可修
改，修改志愿一定要注意提交志愿表，并
确认是否提交成功，建议考生把握好时间
和方法，切勿错过网上填报时间；身份证

号和密码是考生上网填报、修改志愿以及
办理后期相关业务的唯一身份标识，要妥
善保管。因泄露身份证号和密码导致志愿
被篡改，责任自负。在公共场所上网填报
志愿的考生，须及时退出系统，以确保所
填志愿信息的安全。

家长注意/

成都小升初符合四七九等校
派位条件的学生名单27日出炉

2019 年成都市中心城区小升初公办
学校第二批次随机派位的石室中学（北湖
校区）、成都七中（高新校区）、树德中学
（光华校区）、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北
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以及成都市第
十一中学校（女子实验学校）网上报名已
于6月25日顺利结束，资格审查已于日前
结束。学生和家长可于6月27日10：00至6
月28日17：00，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核实本
人是否符合随机派位条件；也可登录市招
考办网站（网址：www.cdzk.org）从公示的
名单中核实本人是否符合条件。如有疑
虑，应于6月30日17：00前到市招考办反
映、举报（市招考办电话：86691516，地址：
桂花巷34号），逾期不予受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瑾

从警17年的王鹏，面对巨大的案侦压力，习惯
了用拳头来释放。

12岁开始练习拳击，王鹏习惯了拳击的直拳勾
拳、侧踹横踢，每一次出拳，都用尽力道，在不尽的
汗水中释放压力。

即将开始的第 18 届世警会，王鹏需要改变方
式，用巴西柔术来征服对方。巴西柔术的摔投和绞
技，让这个“老拳手”开始适应新规矩。

成都刑侦民警 靠运动舒缓压力

“手上案子太多，最近没时间练，要练都要7月
份去了。”电话那头的王鹏有些忙，下午又要赶到其
他地方办案，对于今年8月份的世警会巴西柔术项
目，还在下一阶段的日程内。这几乎是每一个参加
世警会项目的基层民警真实写照。从深夜，从假期，
抽出各种空闲时间来训练。

王鹏是成都高新公安分局西园派出所的刑侦
民警，也是派出所所内的“刑侦尖子”，重案要案，王
鹏的名字都少不了。每周4-5次锻炼频率，雷打不
动。个子不高，精明强干，王鹏的长久锻炼习惯赋予
了他一副好身体。他习惯用运动来释放压力，过去
十多年是拳击，现在可能要换成巴西柔术。

“主要训练是针对巴柔里的重点技术，身体柔
韧性、体能只能靠工作之余来训练。”

巴西柔术初学者 期待世警会以武会友

去年，在朋友推荐下，王鹏了解到巴西柔术，王
鹏想着去“试一下”，一试就停不下来。几次体验课
后，王鹏喜欢上巴西柔术。巴西柔术以摔投、绞技和
关节技术为主，这些对于习惯了“拳头说话”的王鹏
来说，都要从零开始。

每周最多一次，有时候一次都保证不了，从去
年9月开始，王鹏断断续续开始巴柔生涯。“巴西柔
术讲究以退为进，防守反击，这样的精髓对我工作
生活也有启迪。”王鹏觉得。

巴西柔术也是世警会项目之一，听起来有些陌
生的名字，其实已经在成都悄悄生根发芽。百度百
科上说：“这是一种专攻降伏，以擒技见长，综合格
斗竞技与系统自卫于一身的武术。”更多时候，巴西
柔术是依靠对优势位置的关节施力让对手屈服
——看起来“柔”，其实“刚”。

最开始，王鹏是想继续在拳击上冲一冲，“我从
12岁开始练习拳击，这次世警会本来也想报名拳击，
但考虑到年龄大了，可能体能跟不上，所以没有报。”
最终，王鹏选择了世警会巴西柔术项目，用他的话
说，“我是巴西柔术的一名初学者，参加巴柔赛事，更
多的是想以武会友，同时也促进自身训练水平、实战
能力的提升。”“我渴望胜利，但也不害怕失败。期待
八月与世界各地的同行在成都相聚。”王鹏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成都中考明天查成绩 7月6日开始录取

爱锻炼爱拳击的成都警察
报名世警会巴西柔术：

想以武会友

2019 年 6月 25日，
时隔15年，103岁的伊莎
白 · 柯 鲁 克（Isabel
Crook）再次踏上成都的
土地，回到她出生成长魂
牵梦萦的地方。回味无穷
的麻婆豆腐，白鹿顶唱歌
的度假时光，理县嘉绒藏
羌地区的社会调研......伊
莎白在成都出生，度过了
自己的青年时光。

作为社会人类学家、
教育家、新中国英语教学
拓荒人，伊莎白一生都奉
献给了中国。这个百岁老
人来成都，看到母亲当校
长的学校，看到自己读书
的地方，看到自己居住的
楼栋，感慨万千。

想念
成都

作为知名社会人类学家、教育家、
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人，伊莎白和成都
渊源颇深：1915 年，伊莎白在成都出
生，幼儿园到高中都在成都就读，就读
于华西加拿大学校。1938年，伊莎白从
加拿大毕业后回成都，在中国做社会调
查。期间，伊莎白邂逅了戴维·柯鲁克，
后结为夫妻。

1948 年，伊莎白夫妇应邀来到石
家庄西部的一个小村庄，为叶剑英、王
炳南领导的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
前身）教授英语，为中国培养早期外事
干部，此后一直留在中国，为新中国培

养大量外事外交人才。
伊莎白今年103岁，亲历了中国重

要历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
国的建立、改革开放，如今伊莎白依然
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栋普通的教师
公寓里。

这次来蓉，既是伊莎白一直以来的
心愿，也是突然的决定。“她（伊莎白）经
常提到成都，看老照片的时候就惦记
着。”伊莎白大儿子柯鲁透露，想到兄弟
三人难得聚在北京，就索性想陪母亲伊
莎白回成都，了却心愿。

伊莎白年龄太大不便坐飞机，6

月 25 日，一行乘坐高铁从北京抵达成
都。入住的地方，不是酒店宾馆，而是
伊莎白儿时生活的华西坝，“我姥姥、
姥爷居住的房子现在已经被挂牌保
护了，这次住的是旁边的房子，原来
毕启的家。”伊莎白二儿子柯马凯一
直陪母亲生活在北京，一口纯正的北
京腔，他所说的毕启就是华西协和大
学首任校长。

6 月 26 日一大早，吃了点牛奶、
鸡蛋、面包，伊莎白在三个儿子的陪同
下，开启了这一次的成都之旅，回到她
出生成长魂牵梦萦的地方。

百岁老人专程坐高铁来蓉百岁老人专程坐高铁来蓉

送上
书籍

还没踏进成都市红专西路小学的
校门，门外显示屏已经打上了大大的欢
迎语：“伊莎白奶奶，欢迎您回家。”成都
这天天气不错，伊莎白穿着白色衬衫，
在二儿子柯马凯的搀扶下走进学校。

1919年，时任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
主 任 的 加 拿 大 人 饶 珍 芳（Muriel
Brown）受华西协和大学的安排，担任成
都私立弟维小学（现成都红专西路小
学）校长，并新设立一所幼稚园。饶珍芳

是成都私立弟维小学的第二任校长，也
是伊莎白的母亲。

学生给伊莎白系上红领巾，伊莎白
高兴得大笑。在沿途展示的老照片上，
伊莎白也看到了自己一家人的照片。

“来到这所学校我感到很高兴，因
为我的母亲很久很久以前是这里的校
长。我祝愿你们在这里学习愉快，成长
得好。”伊莎白给所有成都市红专西路
小学的学生们送去祝福。这次前来，伊

莎白也给学校带来一份礼物：由伊莎
白和他人合著的人类学调查书籍《战
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
兴隆场》。

“我要感谢你们，给我一个高兴的
机会，让我回到我母亲当年工作的地
方。”伊莎白动情地说。一旁的柯马凯
还记得，母亲在成都出生，就在几百米
外的华西坝上学。

参观母亲当校长的地方参观母亲当校长的地方

怀念
往昔

离成都市红专西路小学不远，就是
华西坝。一百多年前，一所由加拿大教
育和医学传教士修建的学校，命名为华
西 加 拿 大 学 校（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CS），后来作为华西公共
卫生学院教学与办公场所，成为中国近
代公共卫生的摇篮。

当年，伊莎白也是“CS孩子”之一。
在这里，伊莎白度过了自己最美好的青
年时期，从幼儿园至高中。如今的华西

坝内，专门设立了属于CS孩子们的历
史馆藏。那个年代的皮影戏，新闻杂志，
小朋友的手工，因成都大轰炸被打碎又
镶起的瓷碟，样样都珍贵不已。

看到进门的CS孩子们的老照片，
伊莎白也希望能够找到当年的自己，眼
睛尖的还是伊莎白的儿子，率先指了指
其中一个女孩儿，“这个像是妈妈！”

“这趟回来，就想看看故地。以前
在华西住的楼，以前读书的学校，以

前避暑去的白鹿顶。”大儿子柯鲁还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时，母亲伊莎
白还很喜欢四川味，麻婆豆腐、回锅
肉都是爱吃的菜，“记得我小时候，父
母有一次带我去北京的四川饭店吃
川菜，把我辣得一塌糊涂。”年轻时
候，伊莎白和丈夫到大街小巷去找四
川美食，也是乐趣之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实习生 程琦果 摄影记者 张直

爱吃麻婆豆腐和回锅肉爱吃麻婆豆腐和回锅肉

王鹏在训练巴西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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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70期开奖结
果：364，直选：6530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
选 6：14768 注 ，每 注 奖 金 173 元 。
（18209488.0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70期开奖结
果：36475，一等奖56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67398334.8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073期全国销售
271821466元。开奖号码：04 11 19 20
24 08+11，一等奖2注，单注奖金10000000
元，追加0注。二等奖176注，单注奖金176485
元,追加79注，单注奖金141188元。三等奖
311注，单注奖金10000元。4382364770.03元
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
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
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
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26日)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9073期
全国开奖结果：02 04 05 13 17 25
28，特别号码：09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
第2019170期开奖结果：578。

福
彩

体
彩

兑彩票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伊莎白奶奶来到成都市红专西路小学，受到校方和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校方向伊莎白奶奶介绍情况

1947年冬，伊莎白夫妇在河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