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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翠玉访谈内容 

 

我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城市平民的家庭，六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家境

非常困难。 

 

（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家里，当时在的时候，有四个，但是，一个大姐一直从小在外婆家里长大，

不在一起，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不久，我的二姐生肺病死了。我小的时候

也得过肺病，但是，她死了。还有一个大哥，在日本人的时候，被日本人作为八

路枪杀了。当时后来，母亲死了以后，家里只剩下我和二哥两个人。父亲在这样

孤独的情况下，靠做一些小生意，以后就娶一个继母。我们宁波当时就象中国封

建一样…封建思想是很厉害的。由于我们家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死了母亲，死了

哥哥，死了二姐，结果当时我小时候很大的一个罪名就是在我们家里是“白虎星”，

由于是我的存在，使家里发生了这一系列不幸的事情。这种思想虽然出自于我的

继母，但它代表了一种封建的礼教。因此，我小的时候是非常苦的。我四岁的时

候，当时我家里是做香烟的，我当时就在凳子的凳子的上面做香烟，一天做到晚。

我做得非常快，我没有童年，没有玩耍，所以，我从小不会玩，只有做。以后，

父亲生意不行了，我还进了一个生产厂，去做童工。 

以后，我大姐从外地回来了，在抗战胜利以后，她从小是在外婆家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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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家在什么地方？） 

 

外婆家也在宁波.她当时读了小学以后，到外面读了一个体育学校，以后又读

了护士学校，她做了助产士。她知道母亲死了，她的大弟死了，她的大妹死了，

她想回去看看从小养她的外祖母。她一看到我一身的憔悴，很苦，很受压迫的痛

苦的景象，结果，她向父亲提出，她要带我出来，让我读书。 

 

（那是你几岁？） 

 

47 年吧。 

 

（你小时候没有读过一天书？） 

 

没有读过。她看到我没有读过一天书，又受到我家里、厂里受到的双重压迫，

她说："我现在已经工作了，我来养妹妹"。她就把我带出来了。她也没有家，她

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有的时候寄放在她朋友家里，一边开始读书，一边给

人家领孩子。 

 

（大姐比你大几岁？） 

 

大 1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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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个时候已经有 20 几岁了？） 

哎。是这样的。过了几年之后，在二姐身边，就这样，我读了二、三年的书。

我是跳级读了，没有从一年级开始读起，从三年级读起，读到五年级的时候，当

时在南京就已经解放了。 

 

解放的时候是在南京。这样，我开始就有了文化，当时我读书也是读得很好

的。到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南京解放了，南京解放了。当时我所在的小学时，

有从交大过去的…学生运动过去的大学生，他们来宣传共产党，宣传解放，当时

自己非常欢欣鼓舞。当时我就想：我今后一定要好好读书。 

当时又碰到一个问题，姐姐结婚了。她有了第一个孩子，姐姐又把当学徒的

弟弟，我的二哥，也带在身边。 

 

（你们兄妹是不是同年出来的？） 

 

不是同年，他在后面，我先出来，他是 48 年，解放前夕出来的。当时姐姐

看他在上海做学徒太苦，他在上海做糖，那个锅子烧得非常热，这样当学徒非常

苦。当时，她感觉到自己工作了几年，经济上也可以，不但把我带出来，也把哥

哥也带出来。她跟姐夫谈恋爱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条件：你跟我要结婚，我要

照顾好弟妹。我姐夫也是同意的。 

 

（姐夫是怎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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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可以的，是一个富家子弟，解放前夕，48 年的时候，也到美国去留

学，他是学医的，人是非常好的。解放前夕，他从美国回来，跟姐姐结婚了。到

解放那一年，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你想，一个美国留学生，跟我姐姐这么一个助

产士，自己又有了孩子，又要带两个弟妹，可想而知，生活负担是非常重的。在

这样两个选择过程中，我的姐夫，一男一女当中，他当然情愿负责一个男孩。他

当时对我说：反正已经解放了，文工团什么的到处都有，你好去参加工作了。我

姐姐不知道这个事，我听了以后，我感觉到有点伤心。我当时正是读书的时候，

我尽管对解放欢欣鼓舞，但我还不想去参加文工团，我还想读书。后来，我就跟

我的老师谈了这个事情。我跟老师谈了我从小的经历:我为什么要靠姐夫的？我

现在面临着什么问题？当时有一个叫王浩的老师，他原来在陶行知育才学校呆过

的。他说：这样吧，我把你介绍到上海，一个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这个地方专

门收孤儿的，你就到那边去读书。他说,那里吃饭、读书、穿衣都不要钱，可以

勤工俭学，一边读书，一边劳动。我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就对姐姐说：老师介绍

我一所学校在上海，读书什么的都不要钱，你们现在负担也很重。当时，姐姐不

肯，但我坚决要去。结果，她后来把我送到火车站，对我讲了一句话：你翅膀硬

了,要自己飞了。她心里也非常伤心，她说原来想准备要把我从小学培养到中学，

然后到大学，你现在要离开我。当时，我是不会向她讲姐夫的事。因为我觉得我

虽然听了有点伤心，但我能够理解他，不能向姐姐讲这个话。于是，我一个人到

了上海，进了育才学校。到了育才学校，因为当时刚刚解放，天时地利条件是非

常好.陶行知虽然当时已经死了…但在学校里是以大哥大姐称呼的。男老师称大

哥，女老师称大姐，这样造成一个家庭的氛围.学校里的学生大多数是孤儿，少

数家庭富裕一点的，就交一点学费。我是甲级生，什么都是免费的.实际上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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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当时在国外有联系的一些捐款人，把我的照片寄过去，国外就有一些资助.这

是后来我长大以后，特别是办了平民学校,我自己搞了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在学

校里，吃得很差，育才学校是从重庆搬过来的，很多是四川人、重庆人，都吃辣

椒，每天都是卷心菜、辣椒，结果屁股上都发疮。 

 

（就是上火了？） 

 

上火，就这样，吃这样的饭菜，每天一边读书，一边劳动，当时有田地种的。 

 

（当时学校规模有多大？有多少学生？） 

 

大概 100 多人。当时过得非常愉快，我们还到农村去当小先生。陶行知提倡

"小先生"，我还帮农民去识字什么的。因此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自己无忧无虑，

爱满天下。的确受到了一种亲情的教育，一种爱的教育。另外，因为育才学校一

直是党的民主堡垒，因此，民主思想、党的这种革命理想教育对我影响很深刻。

因此，在育才学校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是 49 年进去，将近两年时间，对我人生

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我是彻底地觉得自己第一次解放了。我觉得我的个

性得到了彻底的释放，无忧无虑，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压抑，尽管生活上很艰苦，

我觉得…独立性非常强。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当 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我非常热爱

新生的政权，非常爱新中国，所以，当时抗美援朝一开始，学生当中有参干运动，

“12·9 运动”，1950 年“12·9”,就发动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到朝鲜去。在这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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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能因为要读书，再呆在学校里了。当时姐夫叫我不要读

书，我跑到育才去.现在我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新生的政权，为了新中国，我是

第一个上台去表态。我说：我非常热爱读书，而且，我当时作文也比较好，当时

许多世界名著都看了，如《悲惨世界》等，都是那个时候看的。我非常喜欢文学，

我本来想今后当个女作家。但是现在祖国受到这样大的危险，我决定不读书了。

我想在战火中锻炼自己，在实际的革命洗礼中将来来写作，将来去做作家。当然，

当时跑上去的时候，我还摔了一跤。 

 

由于可能我在这个运动中表现很突出，我的确是出于内心的一种保家卫国的

情感，所以，最后没有让我到干部学校，如果去了话，就要到朝鲜战场去了。因

为这个运动是团市委大昌区团委团工委组织的，大昌也就是现在的宝山，当时的

育才学校是在宝山(大昌)的。这样，大昌区团委看到我的表现--特别是跑到台上

去摔了一跤，最后发言，我怎么到上海来读书，就把我留下来的。我成为团区委

的第一批团干部。 

 

（就是共青团？） 

 

我在学校就加入共青团了。 

 

（是在哪一年？） 

 

49 年。尽管年龄不到，但是，因为是第一批建团，我是第一批。我是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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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又特别突出，我就在大昌区团委做地方工作，当时正好要开始土改，民主建

政，于是，我就到了农村搞土改，搞民主建政。以后，我又从团区委调到市郊团

委，就是上海市郊区团委，都是联系农村的.再接下来，到了大概 54 年，郊区团

委撤消以后，我们就分兵几路，我就跟后来成为我爱人的他一起调到了团市委，

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从团市委调到了市妇联。 

 

（是哪一年到妇联的？） 

 

1978 年。 

 

（到团市委是哪一年？） 

 

54 年。 

 

那么，我从 54 年到团市委，然后，正式离开是 78 年.中间有八年半"四个面

向"到基层去当教师。我觉得那些年，是共青团干部，在青年人的队伍里，大家

都很朝气蓬勃，自己发展也很顺利，不管是做农村工作，还是做学生工作.而且

在团市委工作中，认识了青梅竹马的…我的爱人叶祖康，我们一起 18 岁入党，

以后谈了五、六年的恋爱，然后到 59 年我们就结婚了，接着有了孩子。我自己

感觉到，事业、家庭、爱情都感觉到很幸福，别人都说我们是幸福的一对。他也

很有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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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从中央团校学习以后，就在团校搞教学理论的研究，搞

青年教育。尽管那个时候，我也受冲击，但是大面积的，大家都是一样的，自己

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当时老干部都受委屈了，我自己又比较年轻，什么

牵挂也没有，弄到后来也就谅解了。 

但粉碎四人帮以后,到了妇联以后，出现了两个情况，促使我后来对女性主义

问题…萌发出来了。 

 

(就是女性主义思想?) 

 

怎么回事呢？我到妇联以后，可能是团市委的介绍还是别的什么，反正当时

妇联给我的担子是很重的，要我去开辟上海市科教文卫的高级女知识分子的工作.

因此，在高校、文艺团体、科学院建立妇女组织，开展知识分子工作.这样我就

觉得自己到了一个精彩的世界里，看到女科学家、女教授、女演员、包括体育界，

当时的一些名流我都认识了，接触了.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中国的女性人才济

济.象张蓉芳,秦怡呀,就是哪个时候认识了.我自己也很受鼓舞。但在工作过程中，

我又感觉到她们成长不容易.她们到了尖锋上的人…跟中层的相比，她们是少数，

多数女性是上不来的.他们少数人上去了,上来得也不容易，很艰难,也是过五关斩

六将上来的.但是，大量的中间女性人才，女科研人员,女演员,要上去是非常难的。

平时大量的工作都是女同志在做，但是到了评奖了、评职称了，一男一女在一起，

必然是男的上去的.因此，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女同志就会下来，只能是中等水

平。因此，做辅助工作的多，真正骨干的少;中层的多，拨尖的少。我开始还没

有受国际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理论还没有.我就感觉到男女要平等的思想--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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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时代早就提了.我当时就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个措施，在科教文卫系统年年

评“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当不了，先进当不了，先进工作者当不了，因为是男女

一起评的，但“三八红旗手”是女的专利，如果市妇联市一级名额有限，但各个单

位、各系统可以自己评嘛！年年评.我们妇联二三年评一次.这样就搞"闪光点"，

把她们亮出来.当时搞得非常红火.科教文卫系统是上海第一家开辟的，介绍经验

也是上海开始的.基础工作实际上就是我在做的--我兵都没有的，我既是科长，又

是干事,一个人到处跑,搞得满欢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口号“拨开尘土，挖掘明

珠”.意思说：我们很多女性都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但是她们都有闪光点，很多人

才被埋没了，我们妇女组织就是做一个"拨开尘土"的工作.不是说去造就人才，因

为妇女组织不可能去造就人才，它是一个群众组织.在女性的成长过程中，不管

是评比“三八红旗手”也好，向领导反映某个人才也好，这就是你在发掘人才。那

么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就是"拨开尘土"，她们往往是被尘土压在里面，你把它拨

开。这个工作我们做得非常出色的，一起挖掘人才.除了评先进以外，大家年年

来搞"我身边的闪光点”。就是来谈我身边的女同志的先进、“闪光点”，这样大家都

互相发扬先进。这样，或多或少地是争取一点平等的权利. 有些人,后来人大上海

的(领导)…这些原来都是"红旗手"上去的.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85 年以后，妇联可能是把我提拔一下.叫我去搞干校，去建

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我们妇联过去没有妇女干部学校，是我 85 年去创建的，

我是第一任校长。我去筹建了妇干校，建立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女性人

才学"这门课程。每一个妇女干部去培训的第一课，必须上这个课。当时这个教

材没有. 叶宗海，华东师大的叶宗海就和我一起发起"女性人才研究会". 他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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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一个书稿，还是一个初稿，当时还没有电脑，是手写的，这样一个手稿。他

送给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但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说一定要 2000 本的订单，我

才能给你出版。我正要上这个课，我就把他的那个书稿拿来，校印一下，在学员

当中的第一期开始就上了。上了以后，当然效果很好。 

 

（当时那个学校办起来的时候，有多少学生？） 

 

当时因为校舍都没有，我第一个班就是在芭蕾舞学校借了一个地方，50、

60 个人，以后就有第二班. 到最后，因为妇干校跟一般学校不一样嘛，它是干

部培训性质，每年有几百人，总是这样一个规模。这样一下有了效果以后，那么，

她们这些妇女干部学校的, 有些都是区妇联主席什么的，回去也要去上，这样就

要书了。我就一下子征订了 2000 本。当然有些人说：你发神经病呀？弄那么多

钱，当时妇干校又没有什么钱。结果，他这本书也就出版了。 

 

（你当时这 2000 本书的经费从哪里来呢？） 

 

当时国家一年有拨款 13 万元，包括房租、工资等，是从这里的钱省出来的。 

 

(妇联给的钱拨出来的?) 

 

这是国家拨款，因为我妇干校建立以后，我申请了一年财政拨款经费也是

13 万，到现在为止她们还是这个 1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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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了？） 

 

哎！靠这个发工资么，房租等等，就这些.包妇联不会拨款的。这是当时(我

做的)第二件事情。 

 

当时我做的三件事就是…第一，年年评比“三八红旗手”；第二，"拨开尘土，

挖掘明珠"；第三，建立女性人才学课程。那么，这是面的工作。我觉得，我在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 85 年以后，我萌发的女性主

义思想，除了工作上接触实际--觉得女性成才很不容易，女性在社会进步当中的

起跑线等各个方面都不公平，不公平，她的标准以及她的超负的程度都不公平以

外--还有就是我自身的原因。当时，83 年，我爱人得了肺癌死了. 当时留下一个

刚刚进大学的大孩子--我有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刚刚小学毕业的小儿子。我一个

人带着一个大学生，一个中学生，又要我挑起一个筹建从零开始的妇干校，你想

83 年，我是 84 年叫我去筹建妇干校的。 

所以，当时我有什么感觉呢？人生三大不幸，我童年丧母，当时受到封建礼

教的“白虎星”这些东西的压迫，正是因为这样，我当时向往解放，追求解放. 记

得在六十年代，我当时看《红色娘子家》电影的时候，我简直是泪流满面，我觉

得好象电影里人物的事情都好象是我经历过的。我当时刚到团市委工作，心灵上

的沧桑似乎磨平了。当时人生的第二件大事…不幸就是中年丧夫. 我当时经历着

不幸，我尽管当时在妇联机关，实际上在我们妇联机关本身,在我们女性当中，

一种潜在的封建的东西还是有的. 一个(表现)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在机关时提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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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干部，而是要我孤儿寡母从零开始去筹建妇干校? 我当时孤家寡人，带着两个

孩子，我在上海还没有任何亲戚。还要从零开设，没有一寸土，没有一间房，没

有一个人，从零开始去开辟一个妇干校。我当时在芭蕾舞学校借了一个地方办学，

那是在一个农村的地方。当时正在演《阿信》电影，我每天都陪着学员在看电影，

那个时候，我的大儿子在大学里住读，我小儿子一个人在家里，没有人照顾他。

我心里感觉到非常着急，非常想念他，但我没有任何办法。为什么这样一来呢? 应

该说我是没有能力、也没有理由去担这个担子的，我毕竟是势单力薄。我当时第

一次感觉到了孤儿寡母，受到了歧视、被冷落，缺少一种关心。 

我就感觉到，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在女性当中，往往一种潜在的东西，比如

说，她没有丈夫啊，一方面也有很多同情，但是实际上也潜伏着一种你没有力量、

没有依靠. 而且常常还会有这样一种理论：你老王你太不管家，一天到晚工作、

工作，才会有这样一种结果。后来有领导对我说：如果你要照顾丈夫，还有两个

孩子，你长期请假也可以，我们会照顾你的。听了这个话以后，我就感觉到非常

的刺激. 这个时候，我最需要的就是要振奋，我不能退却。但是我到了人财两空，

你还要争什么强？你去照顾家里好了. 在丈夫死了以后，别人说：好了，你也快

到 50 岁了，(我们是同岁，都是 48,49 岁) 你就去照顾照顾孩子就行了，提前退

休等等。这时候，我就觉得，小时候作为孤儿被别人看不起，甚至把女孩当作一

种灾难的根源，到了中年，中年丧夫了，就感觉你自己没有把家里弄好，你提前

退休就好了。这种滋味是很不好受的。一方面，在丈夫生病的时候，我尽最大努

力,我工作不放弃，但是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他拖长生命的时间。本来医生

说他只有三个月，结果我让他拖了三个年头。在这三年里，我白天上班，晚上照

顾他,开始在家里后来在医院里,我晚上睡在那里，家里的小孩只有临时请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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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帮我一下。白天请阿姨,我上班她来照顾孩子. 我们两个人. 经济上我有困难，

我哥哥姐姐也支持我。就这样拖了三年，我坚决不请假。我说：如果在这样的情

况下，我退下去，一方面我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照顾他，如果他真的走了，我

也无法支撑这个家。他走了以后，更有一种说法:你也快 50 岁了，提前退休照顾

照顾孩子，以后你靠他们就好了。我想,重要的是我在事业上要有发展，他们在

学业上要有所进步，我们只能在贫困中去成功、成才。我觉得，教育孩子最好的

方法，就是以自己的行动去潜移默化地带动. 丈夫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带着孩子。

我对他们说：你们好好学习，妈妈好好工作。我包了全部的家务，有时候做家务

做到晚上二、三点钟，我不让孩子洗一个碗。大孩子大学毕业，他工作以后，再

培养第二个孩子上大学。我就感觉到，科教文卫女知识分子成才的艰难以及我自

己的挫折，我觉得女性要真正走向成功、成才，如果没有一种先进理念，在这种

情况下，往往自己也就趴下去了。 

我为什么要在妇干校建立女性人才学课程，那个时候也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这是有道理的。到了 88 年以后，我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女性人才研究会，我也是

因为考虑到：象我这种情况，女同志在她的一生中，前进的道路上总归是坎坎坷

坷的，要爬过一个又一个山头。那时如果没有一种自己求解放、自强的精神的话，

是没有办法经过这种坎坷的。因此 88 年以后, 我当时就跟叶宗海商量，能不能

以女性人才学理论为基础，发起成立…当时的中国人才研究会，下面有农民人才

研究会,文艺人才研究会等，那么我们就建立一个女性人才研究会.这样提出报告，

在六四以后批下来了。1989 年 12 月，我们就在浙江镇海，把中国女性人才研究

会成立起来。这个时候我除了觉得女性要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不断地奋起，要有

自强、自主意识以外，还有一个理论，对我也是有影响的，当时从日本过来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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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三个学习一万天”的理论。 

（什么意思？） 

就是"人生有三个一万天"的学习论.0——29 岁为一万天，以学习为主，是一

辈子打基础的时候；29——59 岁，是第二个一万天,你在工作，是社会的中坚，

你要不断地发展的话，你一定要坚持学习，只有坚持学习，你才能把第二阶段发

展得很好，不断地攀向高峰，成功、成才；第三个一万天就是 54 岁以后到 81

岁以后，是一个人正好是一辈子积累了经验最丰富，是一个人一生中拖累最少，

但是又是你积累了一辈子的经验和才学，是腾飞升华的第三个一万天。这个理论，

当时对我鼓舞很大.因为当时我发起这个的时候，我已经快退休了.当时处级干部

还没到 60 岁,我是 90 年到 55 岁.我在退休前两年就开始准备了。有些人问我：

你干什么呢？过去老是工作工作，要你休息照顾家你也不照顾，你总算现在硬撑

过来，把两个孩子培养成大学生了--一个已经工作了,一个大二--你已经很不容易

了。现在你快退休了，你还要去干？当时，这个理论对我鼓舞很大，我觉得中国

最大的浪费就是人力资源.现在女同志到 40 岁就退了.人一辈子没有多长时间在

工作，在体现价值。在人没有老的时候，你已经感觉自己老了。当时还没有 45

岁退休的.我退休时处级到 60 岁.我就用人才学的理论，终身发展“三个一万天”

的理论来发动全国的姐妹们，大家自筹资金，集合起来成立全国女性人才研究会。

所以，这个研究会成立的思想基础是很纯的，就是为了研究女性人才的理论，引

导大家成才。还有，作为我自己来说，我不断地宣传“三个一万天”的理论，你们

不要怕自己在职不在职、退休不退休，这都是人为的.现在西方到 75 岁退休的人

还大有人在，那不是人为的吗? 你为什么要承认这个命运呢？ 

当时是 95 年的世妇会。中国女性人才研究会想办的一件大事就是：在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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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毫无资金来源的情况下，我当时是秘书长，就让我筹备组织代表团。经过

一年筹备，95 年真的到了怀柔去参加了世妇会，中国有 42 个论坛，当中唯一的

民间组织完全靠自筹资金。当时是怎么自筹资金呢？我们当中的女企业家代表自

己出资一点，向全国妇联申请, 批准以后，也给了我们一点经费，当时筹集了十

多万元，办成了这件大事。当时我们就叫“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女性人才研

究会”，挂靠在国家计委下面，以前是挂靠有国家人事部的，那时我们做得是非常

成功的。世妇会以后，我们又连续不断地有大的举措.在重庆搞了“西部女性人才

发展研讨会”；去年，在江西搞了“城市化与妇女发展研讨会”，各个群体、各个层

次的人…我们研究会中的骨干有年轻的，在 30—40 岁。 

 

（她们来自哪些地方？） 

江西、陕西、黑龙江、内蒙古、重庆、四川、辽宁、江苏等. 

 

(都有分会一样.) 

对, 这些地方都有分会，他们现在已经成为省的一级学会了。研究会中，老、

中、青都有. 老的,70 多岁的也大有人在;年轻的二,三十岁，会场里活跃得不得了. 

老的的确学术上都是很有研究，而且几十年如一日，一直为女性人才发展研究. 

我们研究会都是与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研讨的。我觉得研究会成立以后，一个是

针对不同时期的形势的发展. (比如)我们曾经在上海还搞过一个“新时期女性人才

发展高级研修班”。 

 

（象这种全国性的大型研讨会, 你们这个研究会一般多少时间举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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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左右。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太短不成熟. 第二年举办，时间上来不及，

因为我们都是不脱产的，没有专职干部，这是作为一个社会工作来做。 

95 年世界妇女大会以后…这是在 9 月份，但是就在同年的 6 月份，我成立

了"女子平民学校"。 

 

(全名叫"女子实验函授学校".) 

这个事情要交叉在讲. 当时我在全国各地到处跑. 这个世界真精彩,但觉得

高层次女性人才成才不易. 在跑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的过

程中巨大地发展，国家富强了，人民也富裕了.但在到处跑了以后就发现，我逐

步形成了一个理念，就是“三大差异”.一个是地域的差异，比如从上海到内蒙古，

真是不好比.在上海, 即使是上海的下岗女工，也是住在高楼大厦里，但在内蒙古

住在泥房子里的人大有人在.还有“人群的差异”. 改革开放后,有一部分人富是好

事，但是富的人是越来越富，穷的人是越来越穷，两极分化.现在中央重视弱势

群体--“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糟”.但在 90 年代初，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没有人讲这个话的.但是我可能是从平民家中来，我强烈地感觉到在那些地方

的人日子怎么过？特别是有一次在 93 年，我在山西太原开会，开完会以后，当

地的女性组织我们代表到五台山去参观.那一天不是星期天，我看见五台山下一

个小女孩，她一边做小买卖，一边在看书。我就问她：今天不是星期天，你怎么

不到学校去上学,在这里看书做买卖？她就告诉我：家里经济困难，辍学了。但

是她说我非常向往学习，非常向往学校！当时我听了以后，突然之间就想起了我

自己当时去育才学校读书的事情。我当时也不是因为孤儿,家庭等种种原因去的

吗？我当时就觉得，陶行知平民学校没有过时嘛！我何不弄一个女子平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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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些孩子在她参加劳动嫌钱之余(有机会读书呢！)这个小女孩，一边读书一边

做些小生意，来养家糊口，同时还能坚持学习。 

我看了以后，心里感到很酸，我就想到了自己的少年，我觉得陶行知那种思

想--“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爱满天下”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要继

续发扬。我是一个从陶行知育才学校出来的平民学生，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层面

上了，我觉得就应该去做这件事情。于是，我回到上海以后，鼓足勇气，跑到当

时的上海教育局(现在的教委)"社会力量办公室".我自报家门，我想申请办一个女

子平民学校，名字叫“女子实验函授学校”.当时没想它成为学院.我说,我现在什么

也没有--开门见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寸土，没有一分钱.但我说我可能有一个

优势，我原来是陶行知育才学校的学生，我受过陶行知平民教育的熏陶.我现在

全国在各地跑，现在存在着三大不平衡，当时还没有人提三个不平等，也不是说

我理论水平有多少高，现在中央都提这个,就谈了这个小女孩的事情.我说我可以

搞一个函授学校，这是不需要校宿的.我通过《少女》杂志，这个杂志是上海办

的，它一个月才需要一元钱一期，因为它便宜，但它办得非常好，(现在没有以

前好了,)它可以发行到穷乡僻壤，发行量有 22 万册。当时杂志社有一个编辑陈

丽丽介绍说，它发行到许多的中小城市，连接到农村，这是一个通俗读物，一传

十十传百.少女们非常喜欢这个杂志.我说人家已经同意免费为我刊登广告。我就

通过这个杂志去招生.他们问我教材从哪里来.我说教材就是人民出版社<少女>

这个编辑编的一本《少女写作》，整个一年的教材有十讲，两个月一讲,只要四百

块钱。另外我通过纺织大学的一个教授，编了《服装设计与裁剪》，教材也有了。

还通过华商美校搞了《营销》，这个教材也写得非常好。这样就有了三个专业，

教材也有了。但是人没有，只有我一个人.我说但我还是妇干校校长，现在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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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在妇联学会办公室工作，我在妇女界有广泛的联系，我又是女性人才研究会的

发起人，办女校有优势；而这又是一个函授学校，面向全国的，重点不是在上海。

为什么重点不放在上海呢？因为我是妇干校校长,上海已经有一个妇干校，就没

有必要重复了。在开始的几年里，学生主要是外面的，她们报名了以后，我就把

教材寄过去，学习了以后，做作业，我请上海高级教师，比如说，《文学报道》

的编辑部主任等来批文学作业。 

 

（所有的教材都是免费给她们的？） 

是这样的:当时我没有钱，开始的时候，一年收她们 50 元钱，但来信中反映

困难的，我是全免费的，达到 30%以上。这样开始的.有一件事对我印象非常深，

有一个从贵州到广东去打工的打工妹.那时(教材费)已经 70 元钱了，她当时用打

工赚来的钱，包了三门课，寄了 210 元，她说：你们这种教学的形式和教材的

水平，老师批改作业的水平，使我在打工之余的间歇时候包括回乡务农都可以学

习。有些人语文学得好，被公司录取的人也有，有的有文章发表了；有些人学习

了裁缝，开了店；有些人去做推销员。当时的效果是这样的。这个打工妹当时只

有 19 岁，头发长长的.她说：为什么我不要你们免费，我只求你们给我知识.我

知道只要有知识，才能彻底改变我打工妹的命运。她说其实我是一个兴趣非常广

泛的人，喜欢唱歌、跳舞、绘画、服装制作，我将来如果学好了，有多种才能，

我自己会去开拓。结果，就在第一批教材寄过去以后，而且我们决定只收她一门

课的钱的时候，把其它钱退给她的时候，就收到她同伴的一封信.那年广州梅山

一场大水把她冲走了。信里说：我把这个噩耗告诉你们，她只完成了第一批作业

还放在她的寝室里，这批作业我们把它留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另外又说，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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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把所有的教材都寄过来.后来，我把所有的教材都寄过去了.我写了一首诗，

让她的同伴把它作为一个悼词都一起烧了(给她作为纪念)。她叫罗雪莲.我说：你

是抱着理想和憧憬走完了你 19 岁的岁月，你从农村到纺织厂的女工，从农村到

城市去打工，也是为了追求你的理想，而你现在走了，但永远没有死，你会永远

留在我们心里。这首诗一直压在我桌子的玻璃下.我跟陈英老师我的助手说：看

了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再困难--因为确实是非常困难，我们的规模发展越来越大

--再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做下去。那时我在妇联工作，陈英在工大的专职干部，我

们俩人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我们收来的一点学费都用于教师批改作业的劳务费，

一本作业批改费只有 5 块钱。 

 

（这些老师也是尽义务的？） 

是的.我的学生中有 20%—30%的人都是免费的。我觉得从她们身上这种精

神就是一种女性主义:女性要强，女性要自己奋斗。后来我们编的《新芽》，编辑

起来再发给学员--因为是函授，不可能面对面地去讲--激励我的这些学员要学习

学习再学习，坚持坚持再坚持。到 98 年以年，我的工作重点又从全国转向到了

上海开展。为什么要在上海开展呢？我以前有一个宗旨，就是上海已经有一个妇

干校了，不在上海开展工作.当时学会设在妇联办公室里，后来听到许多自杀的

事情，第一例女工自杀的事件对我震动很大。这位女工下岗了，结果丈夫又跟她

离婚了，孩子判给她了，她在双重打击下，在一天早晨，她到菜场里买了一些青

菜皮，给她孩子做了一碗青菜面，孩子上学去了，她在家里上吊死了。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感到非常的痛苦和惭愧，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上海有那么多的下岗

女工，越来越多，如果她们到我的学校来，能够真的受到我们的教育，我相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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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能看到希望。眼前只是暂时的，一走出去就是一片天。我就跟陈英说，我们回

来吧！我们从上海到全国，再从全国回到上海，我们还是要把面授与函授结合起

来。于是我们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教学点，主要是面对下岗女工的。在外面，我

又到内蒙古的赤峰，最贫困的地方,建立了函授教学点，搞农业技术培训.农业技

术培训搞函授是没有办法的，不能批改的，因为天时地理条件不一样的，老师没

有办法批的.我们就在那边开了农业技术课，自己编教材,大批教材过去。在内蒙

古已经连续四年都有 500 多学员接受培训。 

 

（都是妇女？） 

是的。经费从女子平民教学基金过去。 

 

（平民教育基金由什么组成？） 

我从上海到内蒙赤峰教学点，又到江西永修这些革命老区，重点在这两个省

份.本来还想到云南，我实在是力不从心了，经费不够。一个是上海下岗女工的

培训，向政府争取了一点经费--因为后来下岗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政府也没有

办法；另外，向上海慈善基金会包括香港汇丰银行申请了一点；再向全球妇女基

金会曾经申请过一笔费用；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积累.当时学校创办的时候，是

我自己出了一万元，还有两位世妇会代表，她们是企业家，她们都各自出了一万

元。三个人三万块钱,就由这些钱作为基数.平时我这个学校不养人、不养房子，

哪里有学员就到哪里去办，临时借一个教室，费用是有限的.再有这些教学点都

是滚动式的，都不是固定几个地方。因为这些困难的女性，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地

方，再说上海的交通费，最多的时候，我一天都要用 20—30 元钱，下岗女工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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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可能集中在一个地方?只能是我们到处跑。到现在为止，我们学校都没有固定

的房子，现在在城皇庙有一个 300 多平方米的房子，是一个民营企业家看看我

们实在是太苦恼了，是一个破房子下面的一个地面借给我们用的.这个房子外面

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在黄梅天的时候，里面都是发霉的，也没有通风的，天热

的时候也很闷，三个教室,也只能凑合着用，但总比没有地方好。这样，不养房

子,我就可以用全部的经费来补贴上海的下岗女工. 

她们费用尽管有，但是不够的。特别是这两年，我自己开辟了家庭编织加工

业。我通过各种专业培训以后发现，就业率很低，而且不稳定，你怎么来弥补这

个不足呢？我觉得女同志搞编织，她们可以利用间隙的时间，不出家门就可以进

行家庭加工业。从 2000 年开始，经过三年时间，从这个专业的建立到培训再到

现在组织合作社，现在已经搞得很热闹了.当黄沙岛这个地方我就培训了 70 多

人，第一年平均每个人增加收入是 800 元，第二年增加到 1200 元，今年就不得

了了，这一、二个月有很多人已经增加收入千余元。怎么回事呢？技术越来越好，

加工的任务越来越多.以前加工一件衣服 5 毛钱、1 元钱，现在呢？几十元一件。

我们在宝山通河街道有一个合作社，黄沙岛合作社，她们都是上海的农民，还有

就是在平阳街道单亲制衣合作社，现在她们都是自己开发市场，自己承接任务，

她们都是我们培训的学员。开始，劳动局建立的专业里面没有这个专业的，以后

他们看到这是一个非正规就业很好的渠道，就把我们列入其中，也拨了一点经费

给我们，我们现在也成为 4050 工程的培训基地。这次我们开展“上海万人外来嫂

培训”，是慈善基金会搞的.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个专业，很适合开展家庭加工业，

结果在全市选了 12 个点，我们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现在正在培训 400—500 名

外来嫂，她们原来是在上海打工的，后来成为上海媳妇了，但她们都没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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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这样，每次的第一课都是由我来上的，第一课基本的内容，一个是讲办学的

宗旨.我宣传一点,就是教育产业化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话，但我们这个学校不搞教

学产业化，我们是不赚钱的，我们靠自己的积累以及几个申请的渠道我都会跟我

的学员们讲，申请来的经费都用于你们的培训，希望你们要珍惜；第二个集中讲

女性只有实际的本领，你才能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你不要承认自己

是优胜劣汰，你们不是劣，你们是社会结构调整过程中，为国家做出牺牲的.只

要你们现在好好学习，从头再来，你们将来会发展得更好；第三个就是讲,经济

独立永远是女性取得自己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特别是对外来嫂来

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嫁了一个上海的老公，你就可以安定下来了，有些人为什

么老是受欺负，就是因为你没有经济来源。有些人尽管丈夫、公婆对你很好，但

归根结底，你今后在家里永远是一个没有收入来源的人，不可能有很高的家庭地

位，在社会上更不用说了，你成不了一个真正的社会公民，因为你没有参加社会

劳动，没有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我讲了这些给学员,学员对学校很有感情. 

我为什么要同时做平民女子学校和组织合作社呢？人家说：你搞平民教育不

赚钱，还自己去贴钱？我跟陈英老师两个人，从年初一忙到年三十，从星期一忙

到星期日，没有假日，晚上时间也搭进去了，很累很累……。现在又去组织合作

社，是什么道理呢？我感到,经过这几年的培训，我觉得，女性不作为一个团队

去组织起来，走集体发展的道路，她是势单力薄的.而且我还想培养学员的一种

品性，就是你自己要发展，自己要摆脱贫困，你还要牵着姐妹的手一起来共同富

裕。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到北京去，通过冰心的女儿吴青介绍，认识了中国国际工

合组织，这个组织也是 1937 年成立，由我们党领导的组织，它在抗日的时候主

要也是针对贫困群体的，通过组织合作社来解决贫困问题，以及解决抗日战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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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一些物资问题。它的宗旨就是：努力干，一起干，团结合作，共同富裕。我

就把工合组织的人请到了上海，给学员进行了合作社精神的培训班。从此以后，

我就组织学员，走一条“努力干，一起干，团结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姐妹们

手牵着手一起前进。我当时给学员上课的时候讲，你们经过培训后有三条发展的

道路：一条是推荐上岗，择优入取。这个工作一定要客随主便，不管给公家做也

好，给私人做也好，你一定要适应人家，你才能够得到不断的发展；第二自主创

业，这是最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但要承担风险；第三条路，把创业和团结合作、

共同富裕结合在一起，这不是更好吗？大家在一起可以有一个相互依靠吗？而且

你心中永远还有一个他人，不仅仅想着自己。现在我觉得，有许多学员都真的努

力地在走这条路，因为她们有团结合作的精神，所以市场开发得特别快。 

 

（到目前为止，成功的案例有多少？） 

黄沙岛合作社已经有整整三年了，通河街道虽然刚刚成立才一年多，但它发

展得很快.开头为了从外贸的私营企业那里弄一些加工的活，比如说羊毛衫袖口、

领口翹边，(加工费)只有 5 毛钱或 1 元钱一件，收入少.当时这种活做得越多越好，

但实际上收益是非常少的，我也组织人去拉这种生意。做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

觉得应该想想其它的办法，结果她们自己就设计做珠珠包，做好以后打出去，这

个地方现在就变成礼品基地了。 

 

（以前是为别人干，现在是自己创业开拓着干？） 

哎。第三个是丹青制衣合作社，是“单亲”的谙音，但实际上是"单亲",几个骨

干都是单亲家庭，有的是离婚的，有的是丧偶的，有的是下岗的，她们几个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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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起来做衣服，现在经常不断地有加工任务。这三个合作社做得比较成功，五角

场本来有一个合作社，开始的时候也搞得很好的，都是残疾人.但是现在官方意

志，街道主任为了自己的政绩，她想扶持一下，现在每个月给她五百元钱固定工

资，让她做带头人，这样一来，反而起了离心作用，本来是团结合作、共同富裕，

大家风雨同舟的，她个人拿了五百元以后，其他的姐妹们就离开她了。现在听说

几百件都完不成了，以前做几千上万件的。但其他三个都很成功.我现在在校本

部，民营企业支持的这个地方，准备做一个合作社，把所有以前经过培训业务好

的人组织起来，再组织第四个合作社.自己投资做羊毛衫，准备自己进原料，编

羊毛衫，羊毛衫上再刺绣，这样比那几个合作社都进一步了。我这里有几份材料.

人家是过高地评价了我自己，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高。但你看看吧. 

 

（你对大陆女性主义的发展是怎么分析、评价和展望的？） 

我觉得现在大陆女性主义的发展…我觉得在我经过实践以后，产生了一些片

面的看法。从妇女系统来说，一直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做了许多工

作。但是，怎么从真正女性自我来激发她们的觉悟，自己去走一条自我解放的道

路，自己去实践女性主义的道理，我总觉得还缺一段.我们的妇联组织总有一种

天生不足的东西，它是从上面灌输下来比较多。 

 

(国际女性主义对你个人发展的影响是什么？你最早接触女性主义，听到这

个概念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在我自己受到很大的挫折，我自己有很大的压抑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

要重新奋起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妇干校，有一次跟王政在一起，她们到妇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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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讲了一点女性主义。我开始觉得，她们讲的比我们讲的男女平等的问题更有人

情味，更有激发自我觉悟的意识。我后来为什么会成立这个组织呢？也是有影响

的。还有就是“三个一万天”的理论，它绝对对我影响极大.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的。 

 

（你在从事女性主义研究或行动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就感觉到有做不完的事，越做越多。 

（你做得那么辛苦，做得那么累，有时候静下来的时候是不是会想：我这么

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从一个组织到两个组织.第一个组织现在已经发展到十几

个省市，大家团结在一起.第二个组织就更不用说了，有一万多人的全免费都培

训出来了，解决了多少人的问题.我总觉得很值得。当然，我也很累，我后来的

老爱人（后来重新成家了），成家的时候，正好是 90 年.这也很有意思.我现在的

先生是交通大学农学院的一个老教授，我俩同年，他也是丧偶.当时决定下来的

时候，我提出了一个条件。我说：我现在已经到退休年龄了，但我永远也不会退

休的。 

（他当时有什么反馈给你呢？） 

我说：我退休以后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全国女性人才研究会要管，我要到

全国各处跑。94 年以后又办女子学院，还有妇联一摊工作，三摊事情，团团转，

我只要做得动，我要一直做下去的。当时他答应我的.他退下来的时候，搞课题

也搞了四、五年，当然他要受到某些限制，他想再申请课题的时候就没有依托了.

现在他现在一方面把家管好，第二，帮我在内部做许许多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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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全力支持你做事情？）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当然，他有时候也会有怨言，毕竟这样已经十几年了，

人到了将近七十岁了，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劳累了，感觉到一个人在家里有点孤独

了，怨言也会有的。我说，等到我跑不动的时候就回家，就会全力陪你了，现在

还能跑的时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我还得跑呀！不跑的话，就没有办法开展工

作了。 

 

（你觉得你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失去是什么？） 

我从小没有家庭，童年丧母，中年丧夫，后来又重新组织家庭.原本如果在晚

年有更好的天伦之乐的话，心里也是想的。但是，回过头来，如果孩子们也想享

受天伦这乐，他们还能奋斗吗？我的一个孩子从大学到大学，在复旦大学读完研

究生以后留校工作，还有一个孩子在读第二工业大学.但是现在社会的发展，他

们也不能安于这个现状，因此，他们还需要另外去奋斗。他们自己去奋斗的话，

有时候会自身难保的，我就说：你们奋斗你们的吧，我奋斗我的吧！我奋斗到八、

九十岁，这点退休工资，总有口饭吃。 

 

（孩子不怨你吗？他们也爱你,会觉得妈妈太累了，也该歇歇了，母亲慢慢年

纪大了，再这样劳累下去对你的健康是不利的。） 

第一，他们有没有能力做到来照顾我，没有，不可能。第二,如果我无所追求

的话，我的理想的境界，比如说，现在我搞平民教育，这些困难的女性能够受到

教育自强起来，我现在又把她们组织起来共同富裕，如果把这些理想都放弃的话，

我感觉到自己就没有目标，就养老了;养老了，就没有目标了。怎么养老？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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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过这一生？奋斗还是主要的。最理想的是，老的、小的，大家都一起奋斗，也

都能够团结在一起，有亲情的话，是最好的。但是，在奋斗的同时，要想有亲情，

是有矛盾的。 

（这种矛盾，有时候你怎么克服呢？） 

只能够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尽可能拉在一起聚一聚，其它就没有办法了。 

 

（作为一个个人的感受，你在办学、办学会和搞平民教育工作中，最大的困

难是什么？） 

经费上的困难当然是最大的，资金有来源的确是没有保障的。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可以自己投入一点，但随着退休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的生活水平越来低.刚

开始退休的时候工资是 700 元，现在涨来涨去才 1000 元. 当然我也得为老伴考

虑一下，万一我和他真的病了，我要两个孩子来承担吗？因此，当然我现在还在

继续地付出，但是，我毕竟不再会象刚开始的时候拿一万元钱投下去。因为我和

老伴加在一起才两千块.但更大的困难还在于人们的理解，我常常会有一种寂寞

感。就平民教育来说，到现在为止，能够志同道合在一起的只有陈英，没有第二

个人。我刚开始搞平民教育的时候，包括象叶淑华这样高层次的人，她还是全国

人大常委，她对我说：老王，你干什么要这样苦？你要解决困难群体的问题，连

总理都解决不了，你去解决？我说：总理尽他总理的职能，他解决一国，我解决

一角，星星之火，我只能保持这么一片绿洲，能做多大就算多大，能做多久就做

多久。 

我想我能够有一个闪光点，但这个闪光点能不能持久？我也很现实的，我能

活几年，到了我真的走不动了，真的没有力气了，也许这个闪光点就灭了。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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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历史总是埋不掉的.我不可能万岁的，如果有朝一日，有一个年轻人能够

把它接过去，能象我这样做就最好，没有的话，也就算了。我心态是这样的：我

准备从自己开始，也准备从自己结束。如果我真的病倒了，垮掉了，也只好放弃

了。 

 

（据说你个人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好？） 

也就是这个过程,这个十年，我是多发性肿瘤。 

（哪一年发现的？） 

75 年就动了第一刀，这里. 然后就是 80 年，我以前爱人病的时候，是血管

瘤，又开了一刀.接下来就是又成家后,就是 94 年，当时为了准备世妇会，身体

非常累，为了世妇会和办贫民学校，两件事情在一起，人太累了，在 95 年的时

候，乳房诊断出来不好。我这个人多病，体质很差，又很敏感.刀开得快，所以

病没有多变，但一个乳房拿掉了。96 年甲状腺瘤。 

（一共开了四刀了？） 

哎。再加上我从小就得过肺病，我二姐因为肺病死的，她跟我差三、四岁，

她死了，我没有死，一直到严重的气管炎。我又生过肝炎、胃窦炎，反正身上各

个部件都有点问题。但我两个孩子也很理解，小儿子说：最主要是妈妈现在还在

做一些事情，也就是精神的力量。我小孩对我爱人说：赵伯伯，你让妈妈忙吧！

如果她不忙的话，也就没有气了。因此，他们也理解我。 

 

（象你这个年龄了，又是这样一个身体状况，你在女性主义的行动中还继续

承担怎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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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接下来，如果今后妇联工作能脱身一点，首先妇联的工作要脱出来。 

（妇联现在是返聘你？） 

返聘我。到一定程度以后，我想要脱出来,要把更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全国女性

人才研究会和女子平民教育上。第二，我要尽全力，把我身边最能够理解我思想、

能够默切配合的、志同道合的陈英，如果能把她培养得更好，我可能会超脱一点。 

（她现在是专职的？） 

是的。她原是第二工业大学的妇委会干部，她也退休了。 

(她现在是专职吗?) 

对. 

（你发工资给她吗？她是义工吗？） 

义工制，一个月 500 元，另外，再看任务的情况，如果特别繁忙的话，再加

一点加班费。 

（陈英老师能够这么理解,跟你这么志同道合，是受你的影响，还是原本她就

(非常热心妇女工作)…） 

她心地比较好，她看见我多年来到处奔走以及这样的家庭、身体，她感觉到

应该为社会干点事情。 

 

（你对自己的一生什么评价？） 

我一辈子始终是在有所压抑中追求，在奋进，这一辈子蛮苦蛮累的，但我的

个人目标始终是朝着求个人的解放、姐妹的解放这条道路始终没有变，即使我做

了很大的牺牲，包括我以前爱人的过世等等，这对我也有关系的.我始终工作工

作，家里就顾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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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对女人不着家，不管家，社会上对女人的非议是很多的，你对这种

来自社会的压力是怎么克服的？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你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作为

一个女人,不能照顾家庭,你对这种社会压力是怎么克服的?） 

不管是过去的家还是现在的家，我觉得是尽了最大的力的。过去的家，我养

了两老两小，他家的老人没有工作.现在的家，我们俩的收入并不高，但我们老

有所伴，我们都是患难夫妻。对家务来说，我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承担家务。当

时孤家寡人的时候我白天上班晚上做家务.我认为一个人对国家、对民族、对家

庭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别人说你是中国的“何塞·玛丽亚”，你对这个怎么看？） 

这个人我不熟悉，这是人家给我戴上去的，我并不是学习她什么才这样做的，

我根本不知道.别人给我写上去了，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是，她也好，我

也好，无非是看到贫困.我最认不得人有贫富之差，最认不得不平等，男女不平

等、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也认不得。我始终认为“一人相遇，取足补欢”，人就要忧

国忧民。为了这种理念，有时候觉得自己牺牲有很多也值得。我可能做了一部分

的工作，帮助了一部分的人，如果这种理念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话，那就是一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