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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一世》
主演：凯特·布兰切特

1558 年，玛丽一
世驾崩，她同父异母
的妹妹伊丽莎白登上
女王的宝座。当伊丽
莎白感到孤助无依的
时候，同伊丽莎白青
梅竹马的李斯特伯爵
的归来给她带来了无
比的信心。

《铁娘子：坚固
柔情》

主演：梅丽尔·
斯特里普主演

耄耋之年的撒切
尔夫人罹患老年痴呆
症，时常在幻觉和回忆
中切换。她感觉深爱
的丈夫一直在身边陪
伴，其实后者早已亡故。

她作为杂货店老
板的女儿，以优异成绩
考入牛津大学，在一生
挚爱的陪伴下，她逐渐
走到了保守党魁的位
置。终于，保守党在选
举中大胜，而她也成为
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位
女首相。凭一己之力
拯救了英国经济，捍卫
了领土主权，被世人称
作铁娘子……

《女王》
主演：海伦·米伦

1997 年，戴安娜
王妃车祸身亡，举国
悲痛欲绝，紧急形势让
王室陷入了严重的危
机。但是，英王伊丽沙
白携家人躲到了度假
行宫。托尼·布莱尔此
时刚出任首相，面对此
刻棘手的情势，必须
尽快找到平衡各方利
益的措施，让王室摆
脱信任危机，女王重
新修好与国民的关
系，而自己也在当中
树立权威。

《摩纳哥王妃》
主演：妮可·基德曼

1962 年，王妃大
婚已经有六年，她的
一颦一笑已经成为
20 世纪王妃的经典
影像，但此时，她正在
力图使自己的过去与
现在和解。希区柯克
建议她重返好莱坞，
这个提议令格蕾丝陷
入苦恼。逐渐膨胀的
国际危机，不仅是格
蕾丝家庭、婚姻、国家
的危机，也是她个人
生活的危机。

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再现美国
历史上最

美
关于肯尼迪总统遗孀的电影《第

一夫人》终于要在大银幕上与观众们
见面了。这部斩获了超多奖项的电
影着重描绘了杰奎琳，这个最受美国
民众喜爱的第一夫人的白宫岁月。
娜塔莉·波曼也因为这部影片而再次
入围了2017年奥斯卡金像奖。

这部电影一直拖了整整一年的
时间才最终在大荧幕上与中国观众
见面。实际上，在大荧幕之上描绘女
性政治人物的电影还有很多，而且每
一部都带着极强的女权风采。

第 夫人

杰奎琳其实并不是一
个特别美丽的女孩儿，她
的身材不够娇小，两只眼
睛之间的距离也太宽，而
且出身也不怎么样。这个
法国和爱尔兰后裔混血的
女孩，生父是个股票经纪
人，母亲是奥运冠军，继父
虽然是个有钱的银行家，
但也少不了几分暴发户的
味道。为了能嫁入大名鼎
鼎的肯尼迪家族，她还自
己编造了子虚乌有的法国
贵族身份，让肯尼迪家族
最终接受了她。

在肯尼迪竞选总统期
间，杰奎琳几乎参加了所
有的政治活动，她写了两
万多封信，并在那些刚入
籍的选民前分别用法语、
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发表
讲话。人们都叫她的昵称
杰姬，而最终她也成为了
白宫最年轻的第一夫人。

入主白宫之后，杰姬
决定让白宫成为美国最漂
亮的房子，要等于一个美
国的历史博物馆。她成立
了一个委员会，筹集到上
百万美元，用于在全国购
买古老的家具和画作。一
股清新之风吹进了白宫，
结束了这座房子一成不变
的陈规陋习。

在肯尼迪死后，杰姬横
刀夺爱，从歌剧女神玛利
亚·卡拉斯的手中抢走了希
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
斯。成为了奥纳西斯夫人
之后，杰姬大手大脚地花
钱，以至于奥纳西斯不得不
限制她的花费，每个月只
给她 2 万美金的零花钱。
这也让夫妻俩的关系陷入
了僵局，甚至一度闹到了
要离婚的地步。

奥纳西斯已经填好了
离婚协议书，但他却在让
它生效之前就离世了。根
据婚前协议，杰奎琳没有
能得到奥纳西斯的财产，
不过船王家族还是花了
3000万美元换来了杰姬放
弃全部遗产的证明。

回到美国的杰姬进入
出版界工作，编辑出版了很
多有影响力的书籍。和她
的名字杰姬一样，她的确成
为了一名杰出的女性。

杰姬去世后，她的葬礼
经由电视向全国转播，虽然
她自己希望葬礼只是局限
在亲属之间。她被安葬在
阿灵顿公墓已故的丈夫肯
尼迪身边，时任总统的克林
顿发表书面演讲，她的两个
孩子为她献上鲜花，标志着
美国一个时代的结束。

对于杰姬来说，她一生
的命运转折点并不在于她
与肯尼迪的相遇，也并非入
主白宫，而是她的丈夫被谋
杀的时刻。对于一名女性
来说，杰姬在那段时间过得
实在不怎么愉快，甚至与肯
尼迪都只是貌合神离，有过
离婚的考虑。在过去的很
长一段时间里，她都饱受着
丈夫与性感女星玛丽莲·梦
露各种绯闻的折磨。虽然
梦露后来去世了，但是媒体
各种爆料也让她心力交瘁。

1963 年 11 月 22 日，为
了争取连任，肯尼迪夫妇到
达拉斯城拉选票。可怎么
也没想到，死亡的阴影已经
笼罩了这对夫妇。中午12
点30分，从街旁一座大楼射
出的子弹击中肯尼迪的头
部，肯尼迪不治而亡。而杰
姬穿着满是丈夫鲜血的套
装，甚至他的脑浆都溅到了
她的身上，她颤颤巍巍地爬
到了车尾。

遇到了如此的心理创

伤，但是她还必须要坚强。
在肯尼迪总统刺杀事件一
周之后，她需要去不断揭开
这一道伤疤。这就是《第一
夫人》讲述的故事。杰姬面
对采访时时而恍惚时而激
动地讲述着她生活中的巨
变。一个丈夫遇刺后冷静
强大的出现在公众面前的
第一夫人，她要参与丈夫的
国葬，向两个年幼的孩子解
释父亲的离去，甚至还有关
于遗产的问题。当副总统
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
就任美国总统时，她身穿着
仍然血迹斑斑的粉红套装，
向美国人民展现着她的勇气
与镇定，然而电视转播之外，
她情绪失控、无法冷静。对其
身边的大多数人来说，遇刺的
是美国国家的总统，第一要务
是国事，对于她来说那却是自
己的丈夫孩子的父亲，首当其
冲的是失去亲人的悲痛。

影片采用穿插叙事，将
彩色与黑白影像融合，以此
去尝试捕获时间并且试图
抓住瞬间。黑白影像的出
现让我们铭记历史并留住
记忆，而彩色画面的出现则
给我们创造了无限的想象
空间，让观众游离在真实与
再创作之间，用一种全新的
视角去审视这位美国历史
上的最美“第一夫人”，以此
去不断接近她。

《贝隆夫人》讲述了艾
薇塔是如何从一个十几岁
的少女转变成为了阿根廷
第一夫人的故事，时间跨度
几十年。这种电影的叙事
方法在进入新千年以来就
不再流行了。如今的电影
人喜欢选择切口更小的视
角，来揭秘这些女性政治人
物在某一段特殊时期的经
历，而从这些作品看来，更
能够丰富女性站在历史舞
台上的独特形象。

这一类型的电影通常是
围绕着这些女性一生中最困
难的时刻，通过一件或几件
小事，几个小小片段，着力重
现她们的生活。比如说，二
十世纪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
家汉娜·阿伦特，在上世纪六
十年代初的时候，经历了名誉
受损的困难时刻。 在著名的

“艾希曼审判”中，她作为记者
前往报导，提出了“平庸之恶”
被误认为是在开脱艾希曼的
罪行。一时间，各种质疑、各
种不信任围绕着她，影片主要
就是讲述了这一段时间阿伦
特的主要经历。

帮助海伦·米伦获得了
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电影

《女王》，同样选择使用一个
事件来展现女王的生活，那
就是戴安娜之死。这个受
到民众爱戴却又饱受争议，并
且不太被皇室所接受的王妃
身亡之后，英国王室成员全部
躲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度
假庄园，并且仅仅发表了两份
简短的、不带感情的声明。

《女王》一片专门描写了
伊丽莎白女王在戴安娜死后
的几天所经历的，所感受的，
以及她的想法。这让她不再
是戴着华贵头冠说着圣诞祝词
的英国代表，也不再是带着短
腿柯基的小老太太，而是一个
有儿女有孙子有家人的老人。
她需要承载的不仅仅是国家的
压力，也有家庭的压力。

《铁娘子》呈现了撒切尔
夫人晚年最为可怜的时刻，
曾经叱咤风云的女政客穿着
睡衣披着针织衫去买了一盒
牛奶，因为物价的增长惴惴
不安……这些小事才进一步
增加了电影的风采。

相比之下，中国国产的
影视对于女性的挖掘则要薄
弱得多，关于女性政治人物的
影片相对较少，对于人物刻画
和内心深层次的挖掘比较少
见。最近几年时间，中国的电
视荧屏上出现了大批打着女
性政治家旗号的电视剧作品，
但在其讲故事方面，也大多着
眼于谈恋爱和宅斗。相比之
下，优秀的作品并不多见。

杰
奎
琳·
肯
尼
迪
传
奇
一
生

电
影
着
重
命
运
转
折
时
刻

小
切
口
重
现
女
政
治
家
生
活

\

值
得
一
看\

片中的杰奎琳与肯尼迪杰奎琳与肯尼迪

历
史
和
影
片
人
物
对
比

杰
奎
琳
·
肯
尼
迪

杰奎琳·肯尼迪

名医坐诊
为病人提供优质服务

著名中医药专家、原成都中医药
大学副校长谢克庆教授每周一上午都
在医馆坐诊。谢克庆教授今年72岁，
他出生于杏林世家，精于各类疾病的
治疗。

“为什么会选择若天中医名医
馆？我觉得它有三点吸引了我。首先
它是‘国医大师’王静安先生弟子学术
工作传承室，一直有这么一种理念：不
管病人的富贵贫贱、男女老幼，都一视
同仁，而且用药一定要用最好的药、并
且价格非常亲民。其次，它各个科室
都比较齐全，中医内、妇、儿、皮肤、康
复等科都有，特别针灸、艾灸、火罐、敷
贴、推拿按摩、小儿推拿等康复理疗做
得特别专业，这是一家比较大型的纯
中医馆了。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时刻
为病人着想，除了春节几天外全年无
休，满足了病人的看病需求。”谢克庆
教授说。

实际上，成都武侯若天中医名医
馆吸引来坐诊的名老中医不仅仅谢克
庆教授一人。这家医馆拥有全国中医
传承专家、四川省名中医、博士生导
师、教授、主任中医师、副主任中医师、
中医博士、中医硕士等多位名中医坐
诊，包括谢克庆教授、杨运宽教授、原
成都市中医院长冯耀军副主任中医师
以及国医大师王静安（王小儿）先生的
嫡传弟子等。

根据统计，医馆最年轻的医生年
龄为三十余岁，而且是一名博士，约

85%的医生年龄在45岁以上，其中不
乏60岁以上的名老中医；主治中医师
以上的医生约占90%。这充分彰显
了成都武侯若天中医名医馆的实力。

价格亲民
树立中医药诊疗标杆

成都武侯若天中医名医馆位于成
都市武侯区红牌楼长益路131号，或

许初到医馆的人，会震撼于它的“高、
大、上”，因为它的装修实在太古朴典
雅、舒适温馨了，也许会猜想：这样的
医馆，价格会不会太贵？

其实不然，医馆实际上兼具了“内
外美”，“我们医馆制定的价格都是亲
民的中低价格，很贴近老百姓实际生
活的，比如，针灸、按摩、拔罐、艾灸等
中医适宜技术，收费标准仅为三甲医
院的一半，为40元-100元/次。”医馆
馆长田伟表示。“曾经有一名患者，慕
名来找杨运宽教授看病。医生开方
后，她到药房交钱，发现六服药才40
多元钱！她不敢相信竟然有这么低的
药价，以为工作人员划错了药价，要求
重新划价，结果，经核实确实是这样：
一服药仅仅只有几元。”田伟介绍，“我
们这儿的医生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
药，绝不开大处方和密码处方。”

“还有一次，谢克庆教授在成都武
侯若天中医名医馆接诊了一名患有卵
巢癌晚期的病人。治疗这种病，一般
会用到活血化瘀的甲珠，但是甲珠价
格较贵，而且需要多次治疗，加重了病
人的经济负担，他就想到了用价格便
宜很多、药效相同的皂角刺。对此，病
人极为感激，并且服药后，病情得到了
明显改善，她觉得‘起码减轻了70%
的肿胀和疼痛’。”

田伟是一名中医专家，同样也是医
馆馆长，他认为，“现在的中医价格太高
反而不是一件好事。维持亲民的价格
标准，才是一名中医人应有的态度，也
是医馆应该长期坚持的经营理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宁芝

“四川省首届中医药品牌典范评
选活动”颁奖典礼上，成都武侯若天中
医名医馆荣获“2017年度杰出中医馆”
称号。

中医药发展“天时地利人和”
2017年我国第一次在法律层面明确

了中医药的重要地位、发展方针和扶持
措施，各项管理制度依据中医特色进行

“量身定制”；一系列与中医药发展有关
的利好政策相继落地，被业内人士称为
助力中医药发展的“天时”。

在四川，文献记录从汉代到明清的
四川医家有1000余人，目前全省拥有中
医医疗机构近5500家，中药材5000多
种，丰厚的底蕴让四川中医药发展有了
原动力。去年11月结束的四川省中医药
健康产业发展推进大会上，37个项目达
成605.98亿的签约量，反映了四川中医
药发展的活力和实力，省委省政府已经
把中医药产业列为十四个重点产业之
一，这是四川中医药发展必备的“地利人

和”。

名中医亮相人气名医参评
“天时地利人和”，中医药进入新时

代，迎来新发展。2017年11月20日，四
川省首届中医药“品牌典范”评选活动正
式启动报名。

在此次四川省首届中医药“品牌典
范”评选报名期间，四川省各市州的中医

药人士和单位给予了高度关注，参评者
中不乏四川省名中医、全国名老中医传
承工作室和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等业内公认的大咖，
也有口碑超赞的人气名医。除了中医院
长、中医医生之外，中医医院、中医药企
业（品牌）以及人气康养目的地等川内中
医药单位和个人，都参与到此次评选活
动中来。

院长点赞 树立典范榜样
此次评选活动设置的奖项涉及中医

医院、中医药企业、中医院院长、中医名
家和康养目的地，通过评选活动树立了
一批四川中医药行业的“品牌典范”，集
中展示了行业中个人和集体风范，具有
重要的意义。

“举行四川省首届中医药‘品牌典范
’评选活动，目的在于让更多关心、关注
中医药的人能聚集起来，通过评选活动，
树立行业标杆和典范，促进更多人投身
其中、参与其中，为中医药发展做出贡
献。”四川省中医药促进会副会长、秘书
长、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副院长张海说，

“未来我们还将树立更多的行业标杆，让
更多人学习交流，促进进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家夷 宁芝

中医药行业
“英雄榜”树典范

四川省首届中医药“品牌典范”评选活动圆满结束

怎么才算是一名好的中医医生呢？孙思邈早在
一千多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大医精诚”。所谓行
大医者以解决众生疾苦为大，“精”于高超的医术，

“诚”于高尚的品德。成都武侯若天中医名医馆的医
生们就一直坚持了这一理念。

作为一家以传统中医药为特色的医馆，成都武
侯若天中医名医馆开设了中医内科、中医妇科、中医
儿科、中医皮肤科、中医骨伤、针灸推拿、康复理疗、
保健养生等诊疗科室，这里的医生不仅医术高超，还
都保持着高尚的行医品德。

近日，成都武侯若天中医名医馆馆长田伟副主
任中医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医馆，最看
重的就是‘病人至上’，长期以来，我们秉承着政府倡
导的‘简、便、效、廉’的服务宗旨，让我们老百姓花更
少的钱，享受到三甲医院专家的服务。”

名老中医齐聚一堂

价格亲民贴近百姓
“四川杰出中医医馆”成都武侯若天中医名医馆获赞

2018年1月6日，四川省首届中医药“品牌典范”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在成都举
行。经过近两个月全川征集、筛选、大众投票与专业评审，最终产生了最受群众
欢迎中医医院、最具发展潜力中医药企业、最具影响力中医院院长、最受群众信
赖中医名家、最具人气康养目的地五大奖项，37名个人及单位榜上有名。

这是四川中医药行业的一次年终盛会，是一次涵盖中医、中医院、中医院长、
中医药企业、康养目的地的推荐选评，交出了一份中医药全行业的“英雄榜”。

成都武侯若天中医名医馆。

四川省首届中医药“品牌典范”评选活动颁奖典礼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