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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家具.老家具.字画.扇
子 .印章 .像章 .老服装 .小
人书.紫砂壶.玉器.地址:多
伦路 160号（近四川北路）
热线电话：65407260 13601926417
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

古月轩 高价

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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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回收

高价收旧书画
老红木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玉器
佛像.香炉.印章.砚台.旧扇子
竹木牙雕.古纸币.旧箱子像
章.小人书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号仕宝堂
52733361 13564330778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收购旧红 (白 )木
家具,新旧字画,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号（近肇家浜路）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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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顾文俊

英国人总是用伦敦塔桥比喻他们的女

王，甚至用“伦敦塔桥的倒掉”来暗喻有朝
一日伊丽莎白二世的离去， 而关于菲利普
亲王离世的隐喻———有传闻说是福斯

桥———恐怕英国政府和王室都没有大张旗

鼓地演练过， 因为在这个君主立宪制的国
家，亲王的角色并不是那么重要。

人们一说起女王， 就会相应地浮现出
白金汉宫、温莎城堡、大本钟、下午茶、双层
公交车、红色电话亭、瓢泼大雨中的乡村盛
宴以及其它一切英国历史文化和建筑的符

号，然而，说起菲利普亲王，恐怕只会想起
他是女王的丈夫———王的男人。 4 月 9 日，
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去世， 享年 99 岁，
即将铭刻在墓碑上的生卒年份则是圆满的

1921 至 2021。
媒体报道说， 作为英国历史上保持君

王配偶身份最长的人， 菲利普亲王无论个
人生平抑或与伊丽莎白二世的婚姻都充满

了传奇色彩。 这种传奇色彩似乎离不开他
和女王的感情。 但事实上，菲利普的贵族血
统比伊丽莎白更为纯正， 因为伊丽莎白的
母亲只是与英格兰国王和苏格兰国王沾点

远亲， 而菲利普的母亲则是维多利亚女王
的重孙女，他的父亲是希腊王子。 只不过在
他还未满周岁的时候， 希腊王室就因政变
被驱逐出境， 他的父母带着他过上了流亡
的生活。 母亲在他 9 岁那年患上了精神分
裂症，父亲则是花天酒地不肯着家，年幼的
菲利普不仅缺爱，而且还一度叛逆，用他表
姐的话来说：为了生存下去，他给自己裹上
了一层坚硬的外壳。

1939 年，18 岁的菲利普一头金发 ，轮
廓分明，格外英俊，作为海军士官，在达特
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受训。那年夏天，13 岁
的伊丽莎白跟随父母前来访问， 两位表亲
在餐桌上邂逅。 在场的人回忆说：莉莉贝特
（伊丽莎白小名）的目光始终在菲利普身上
流连不去。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菲利普并没
有对这位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女予以注

意。 直到 1943 年，菲利普来到温莎堡过圣
诞， 观看了 17 岁的伊丽莎白表演的哑剧，
这对表兄妹的恋情才真正坐实，显然，他们
之间的眉目传情已经瞒不过亲友们的眼

睛。 次年，菲利普的父亲去世，只留给菲利
普几样日常生活用品以及一枚象征着家族

身份的图章戒指。
战争的阴影虽然充斥着两个人的青葱

岁月，但是显然，伊丽莎白有父有母，有田

园生活，要比菲利普幸运得多。 但是，这个
穷困潦倒的“外来户”，这个复杂迷人的小
伙子，对情窦初开的伊丽莎白王储而言，恰
如一股新鲜的空气。 人总是因为新鲜而走
近，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性情，更有一种魔
力， 让生活优越的一方死心塌地。 1947 年
11 月 20 日，伊丽莎白与菲利普结婚，两千
宾客参加了这场盛典， 时任首相丘吉尔称
赞婚礼是 “我们必经之路上掠过的一道缤
纷色彩”。 菲利普依旧穿着他的海军军服，
胸前佩戴的是荣誉等级最高的嘉德勋章，
这是他的岳父乔治六世国王在婚礼前夕赐

予女婿的奖赏。 此前一周，伊丽莎白已经率
先获得这款勋章，之所以这样安排，只是为
了体现新娘的地位高于新郎。

婚后的 73 年里，菲利普亲王与伊丽莎
白二世女王经历过所有的家庭风波和世事

沉浮。 1948 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查

尔斯王子。 1952 年，56 岁的乔治国王去世，
伊丽莎白夫妇正在肯尼亚访问。 菲利普默
默走进妻子的房间，告诉她这一消息。 伊丽
莎白并没有落泪，但是看上去脸色煞白。 菲
利普带着她穿过花园，来到河边，沿着河岸
走了很久。那一天，25 岁的伊丽莎白成为英
国女王，菲利普作为王夫的生涯正式开始。

伊丽莎白女王的传记中透露， 王夫这
个角色刚开始让菲利普无所适从。 作为国
王，伊丽莎白的一切事务都有现成的体例，
也有世世代代的行为准则参考，然而，如何
当好女王的丈夫这件事情， 在英国历史上
却没有先例可循， 而且菲利普亲王的一举

一动还需要接受宫廷内臣的监督。 尽管和
伊丽莎白成婚已经让菲利普改变了不少潇

洒乖戾的生活习惯，但是，从“驸马”升级为
“王夫”需要他放弃更多的天性。 菲利普曾
经自嘲说：“我就是一个‘上门女婿’”。 一方
面，他没有权利干涉妻子的政务，甚至不准
触碰女王的公文包和文件箱， 可是另一方
面， 他又不得不尽一切可能配合妻子的工
作。 在内廷资深大臣的眼中，他就是一个外
人，而他自己其实也对这个身份非常抵触，
甚至觉得王夫这个使命早就和时代脱节。

让菲利普的大男子情怀备受打击的是

王朝称号的定姓。 的确，按照传统，女子嫁
夫便随夫姓， 可偏偏在菲利普和伊丽莎白
之间， 实质上更像是菲利普嫁给了伊丽莎
白。 当菲利普据理力争想要把温莎王朝改
成蒙巴顿王朝，却遭到了内阁、首相与女王
本人及其家族的一致反对。 女王虽然有权
为朝代改名， 但据说是因为她不愿违背母
亲和祖母的意愿， 也不想因为此事和丘吉
尔对立。 至于伊丽莎白自身是否也有坚定
的立场，外人便不好揣测了。 总之，菲利普
已经越来越认清自己将要适应越来越妥协

的命运， 他只能对朋友发泄：“我是全国唯
一一个孩子不跟自己姓的男人， 我能做的
就是不断改变自己，去迎合别人。 ”

不能改变环境， 只能改变自己。 这个
“嫁给”女王的男人，也“嫁给”了英国王室，
“嫁给”了大不列颠的子民。 在他的有生之
年，他面带微笑伴随在妻子左右，或者跟随
在妻子身后。 在所有镜头聚焦的地方，他始
终温润如玉，既不缺位，也不抢位。 他让
人们感觉， 这是一个模范的家庭，是
琴瑟和谐、天伦之乐的表率。 在涉及
孩子们的决策上， 女王完全听从丈
夫的意见，为了表示安抚，她还宣布
在每年的国会开幕大典上， 菲利普
亲王的地位仅次于女王， 确切地
说，就是王座左手下方几英寸
的位置。 而菲利普作为亲王
的生涯也的确兢兢业业地为

女王分忧解难， 同时也积极
赞助 800 多个慈善团体。 对于世
界上待机时间最长的君主来说，
拥有这样一个丈夫，不仅是一份
辅助 ，一种补充 ，也是最长
情的告白，最安静的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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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菲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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