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安吉丽娜·朱莉于
1993年为英国时尚杂志
《look》拍摄的一组被
雪藏的时尚照片曝光。
这是朱莉作为服饰
模特而进行拍摄，
照片上的朱莉展现
罕见的清纯少女
气。她跪在沙滩上，
伸开双臂，似乎要
拥抱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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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身携带致癌基因，朱
莉患卵巢癌的风险为50%，而她
患乳腺癌的风险更高达87%。这
已经是朱莉第二次因为对癌症的
担忧，而进行相关切除手术。

朱莉之所以会有如此高的患
癌几率，根本原因还是来自家族
的遗传，除了她的曾外祖母、外祖
父母、舅舅以及阿姨外，2007年

去世的母亲玛奇琳也是身患癌症
不治而亡。

朱莉的母亲玛奇琳·伯特兰
德2007年去世时，只有56岁，而
她此前已经与卵巢癌斗争了几年
的时间。另外，朱莉的姨妈黛比·
马丁，2013年也因患乳腺癌病
逝，终年61岁。

2013年 5月，朱莉在《纽约
时报》中发表了专栏《我的医疗选
择》，透露自己携带 BRCA1基
因，因而进行了乳腺切除及乳房
再造的癌症预防性手术，并希望
借此唤起世人对预防及治疗乳腺

癌的关注。
朱莉说，手术后，自己患乳腺

癌的机率从87%降到了5%。她
还表示，做出动手术的抉择让自
己感到有力量，没有觉得自己的
女性特征受到任何影响。

2014年 8月，朱莉和布拉
德·皮特结束了 10年的爱情长
跑，在法国南部的米拉瓦尔城堡
完婚。对于朱莉切除乳腺的决定，
布拉德·皮特称，“作为最先知道
朱莉决定的人，我觉得她，还有许
多像她一样的女人，都是非常勇
敢的。我要感谢我们的医疗团
队。”

朱莉称，对切乳手术很满意，
认为这是个正确决定。她表示，自
己非常幸运有很杰出的医师团
队，术后的恢复情况也很好，身体
逐渐恢复健康，可以专注推动慈
善工作并回到工作岗位。

朱莉在两周前进行了身体检查，医生
表示她身体中的某些验证指标有所提升，
这一情况也被认为是早期癌症的症状。虽
然在随后的 PET/CT扫描和肿瘤检测中
并没有特别的异常，但是朱莉还是选择了
及时切除卵巢和输卵管。她就此发表了声
明，表示：“我遇到的所有医生都认为摘除
卵巢、输卵管是最好的选择。我的医生告诉
我最好提前十年进行预防性手术，我的母
亲就是49岁的时候被确证癌症，而我今
年已经39岁了。”
摘掉卵巢后，意味着安吉丽娜·朱莉将

进入更年期，并且再无生育能力。她目前是
六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三个是与丈夫布拉
德·皮特所生，其他三个均为领养。“做完手
术我感到很轻松，并不是因为我很坚强，而
是因为我明白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没有
什么可害怕的，我的孩子在未来不会告诉
别人：‘我的母亲死于卵巢癌’。”朱莉在
声明的最后写道：“知识就是力量。”

听到这个消息，许多安吉丽娜·朱莉的影
迷表示心疼并称赞她的坚强和勇敢，祝福她
早日恢复健康。切除卵巢和输卵管后，39岁
的朱莉丧失了生育能力，进入更年期，有网友
说“那还算是女人吗？”立刻遭到不少网友的
反驳：难道女人只有生育才能证明自身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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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美国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朱
莉通过《纽约时报》宣布，由于担心罹患卵
巢癌，她已经切除了卵巢和输卵管。

朱莉透露，经血液检测后，发现卵
巢长有良性肿瘤，疑有罹癌征兆，“我
告诉我自己要冷静、坚强，我没有理
由去想‘我将见不到我的小孩长
大，与看到我的孙子’”，她
自曝摘掉卵巢对她而言，
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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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媒体透
露，在《新闻联播》
播音岗位上工作了
25载的李修平，将
告别《新闻联播》，并
有可能到央视播音
员主持人业务指导委
员会从事幕后工作。
李修平与已于去年告
别《新闻联播》的主播
李瑞英、张宏民一样，
都可以堪称是“国脸”。
她于 1989年就就进入
央视，担任《新闻联播》的
播音员，伴随着一代人的
成长。
今年3月以来，不少

细心的观众发现，李修平
已连续近20天未出镜，只
是近几日偶尔参与了幕后
的配音工作，这难免让人猜
测其个人的工作动向。随后
媒体通过多方渠道证实，与
2014年 5月李瑞英和张宏
民退居二线一样，李修平也已
退居到二线从事幕后工作。这
样一来，《新闻联播》播音组剩
下7位主持人，分别是：王宁、
康辉、郭志坚、郎永淳、海霞、欧
阳夏丹、李梓萌，他们的平均年
龄为42岁。
52岁的李修平 1989年进

入央视，在《新闻联播》的播音岗
位上工作。当年李修平凭借清纯

的语质成为央视的实习生。其主持
风格平稳大气，业务素养高，形象
恬静大方，十分亲民。在去年《新闻
联播》的一次直播中，她零失误口
播一篇长达16分钟的稿件，引发
观众的广泛好评；在业界人士看
来，李修平本人专业的播音功底和
业务素养一直是业界标杆，她本人
也曾获得过主持界最高奖项———
金话筒奖。

24日下午，央视新闻主持人
郎永淳微博谈到李修平告别《新闻
联播》，是因为主播满52周岁要
退到幕后。“真的很难舍！规则很硬
性！……和她合作匆匆几年，还未
细致研究和掌握她的亲切、平实、
庄重、从容，我们会继续努力！”《新
闻联播》的另一位主播康辉也向记
者证实了这一消息，并说出了她退
居幕后的原因，“修平工作确有调
整，不再出镜，因为台里去年出台
规定，《新闻联播》主播满52周岁
要转幕后工作。修平今年已满52
周岁。”
至于退居后担任什么工作？康

辉表示，李修平的声音并不会在节
目中消失，“她提出转做幕后配音
工作，工作关系还在我们新闻播音
部，也就是说，她标志性的声音不
会消失。”不仅如此，康辉还表示，
李修平同时还会兼任中央电视台
播音员主持人业务指导委员会副
秘书长，“负责部分业务管理和培
训工作。”

去年春节李修平和康辉拱手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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