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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骨折专家团队
成竹在胸

正在这时，老人女儿打电
话，说骨科沙宇主任查房，让
大家等一下，沙主任和主管医
生李茂山下楼和大家商讨对
策。

病房里，沙主任带领着李
茂山以及老年骨折团队的成
员查房，对孙奶奶的情况进行
了详细了解。沙主任看着老
人，一脸微笑，显然已经胸有
成竹：“给您做个微创的小手
术，明天就起来走路了，您觉
得可以吗？”

谁知老人转过脸去，叹了
口气：你们别骗我了，我都94

了，也活够本儿了，哪儿还有
这样的奢望，我也不想给孩子
们添麻烦。

看到老人情绪低落，沙主
任耐心给老人讲解了骨折治
疗的微创技术，还给老人看了
一些老年人摔骨折以后重新
站起来的例子，苦口婆心，老
人的眉头才慢慢舒展开来。

随后在医院的院子里，沙
主任带领专家团队给家属仔
细讲解了治疗的可行性，告诉
他们，省直三院有专门治疗老
年人骨折的团队，有治疗老年
人骨折专门的麻醉师以及康
复医生，而且还有国家级的胸
痛中心和卒中中心保驾护航，
一家人这才觉得希望又从心

里重新燃起来了。于是一家
人紧急召开家庭会议，决定按
照沙主任的意见进行微创治
疗。

一个下午，工作在紧张并
且有序地进行，从麻醉师术前
访视，到心血管专家会诊评
估，到神经内科医生的会诊评
估，以及康复团队积极介入，
一切都有条不紊，可喜的是，
评估结果很不错，手术可以如
期进行。

intertan微创固定
快速康复

次日上午，在沙主任的指
导下，老年骨折团队全副武

装，从手术医生到麻醉师，全
部穿着防护服上阵，采用第四
代全新的髓内钉系统inter-
tan进行固定，以期望获得更
加牢固坚强的固定，达到术后
尽早下地活动的目标。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正是由于经验的
累积和周密的规划，手术顺利
完成。

手术后的第二天，奇迹如
期而来。

94岁高龄，摔倒后的第
三天，有麻醉科神经阻滞镇痛
技术作保障，老人顺利下地走
路。不得不说，这的确是快速
康复的最佳诠释！

94岁老人，髋部骨折，三天下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刘艳丽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老年骨折病房是针对老年骨
折患者特设的标准化病房，聚
焦老年骨折治疗中的难点、要
点，这在河南省是少有的。有
专业治疗老年骨折团队，是河
南省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副主
委单位，理念先进、微创技术
前沿；有强大的内科支持系统
和重症监护病房，我院有国家
级的胸痛中心，省内首批通过
的卒中中心、创伤中心，为老
年骨折合并其他内科基础疾
病的患者解除后顾之忧；有专
业老年骨折康复团队，加速患
者康复回归社会。

孙奶奶今年94岁，膝下子女孝顺，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前几天，她不小心滑倒，导致左侧髋部骨折，到河
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就诊住院。躺在病床上，她想到以自己的年龄，这一摔估计以后再难站起来，心情十分低落。
由于疫情期间病房管制陪护人数，子女们不能进入病房，一家人围在一起，商议着该怎么办？有的说还是得做手
术，有的说这么大年纪了，手术怎么承受得了？商量来商量去，愁云密布，最终也没有个结论。

从1月23日开始，国
内各大电影院线因疫情
全面停工，在告别观众两
个多月后，电影公司的今
年一季度业绩报告也陆
续出炉。遭受重创在意
料之中，以万达电影为
例，业绩报告显示，今年
一季度预亏 5.5 亿 -6.5
亿，同比下降超过200%。

近日，有消息称，受
疫情影响，万达旗下美国
最大的连锁影院AMC院
线的业务已经关闭，随着
现金储备的减少，AMC
院线申请破产的可能性
变大。4月14日，万达集
团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
表示网上个别自媒体炒
作“ 万 达 控 股 的 美 国
AMC院线申请破产”纯
属谣言。

虽然辟谣了 AMC，
但万达影业的日子并不
好过。作为国内民营电
影院线老大，据猫眼专业
版数据统计，2019年不计
服务费总票房为 594.02
亿，万达院线不计服务费
总票房为 79.46 亿元，票
房占有率为13.4%。在影
投方面，万达影投公司票
房占比 14%，远超第二
名。

然而，在4月14日万
达电影发布一季度业绩
报告显示，其预计2020年
一季度为亏损状态，亏损
规模在5.5亿元-6.5亿元
之间。

另据报道，金逸影视
在一季度预计亏损 1.45
亿元-1.6亿元，2019年同
期盈利3231万元；幸福蓝

海一季度预计亏损 1 亿
元-1.05亿元，2019年盈
利1321.80万元。华谊兄
弟 一 季 度 预 损 1.38 亿
元-1.4亿元；北京文化一
季 度 预 亏 2000 万
元-3000万元；光线传媒
一季度预计盈利2000万
元-4000万元。

为何万达呈现了巨
额亏损？主要是其要承
担影院和电影投资成本
的双重任务。在公告中，
万达影业解释：“自2020
年1月23日至今，公司下
属影院受疫情影响全部
停业，同时万达影视计划
春节档上映的影片未能
如期上映。预告期内公
司电影放映收入大幅下
降，而固定成本费用支出
却较为刚性，导致公司经
营业绩出现大幅度下
滑。”

万达影业原本用《唐
人街探案3》来竞争春节
档，该片在当时首日预售
票房中位居第一，但无奈
遭遇疫情，春节档电影全
面下架。

另据报道，2020年初
至今，国内有5328家影视
公司注销或吊销，是2019
年全年注销或吊销数量
的 1.78 倍，今年前两个
月，影院类企业新增不到
8000家，与2019年同期
相 比 ，新 增 数 量 下 滑
25%，全国影院票房几乎
归零，大量剧组暂停工
作，不少已运作项目的前
期剧本创作及后期制作
也有所延缓。

有没有听过《惊雷》？这是
由网络红人“MC六道”创作的
网络洗脑神曲。“惊雷这通天修
为天塌地陷我紫金锤，紫电说
玄真火焰九天悬剑惊天变。”酷
感十足的歌词和魔性十足的音
乐成为视频平台的热门歌曲。
但歌手杨坤日前在直播中公开
评价这首歌“难听，俗气”，并且
表示自己咖啡大蒜都很爱，但
是《惊雷》就算了。这番言论惹
得网友议论纷纷，原唱MC六
道也亲自回应，认为音乐不应
该有高低贵贱之分。

杨坤在直播中直言，“《惊
雷》要旋律没旋律，要律动没律
动，恶心，太恶心了……太难听
了，一声惊雷把我劈醒了”。

杨坤还表示不理解，为什
么还有这么多人要跟风翻唱这
首“完全没有技术含量的”歌，
他还率性地说：“我不喜欢的，
我就必须要多表达两句。”

杨坤对《惊雷》的负面评价，
让很多人想起当年《老鼠爱大
米》等网络歌曲流行时，传统音
乐人对这股网络音乐风潮的口
诛笔伐。杨坤的观点得到了一
部分网友的认可，但也有人认为

他对流行文化缺乏包容心。
《惊雷》的原唱MC六道随

后在微博连续发出多条博文，
回应杨坤。他认为，音乐没有
高低贵贱之分，存在即合理，

“大俗大雅，吃喝拉撒，大家没
必要谁看不起谁”。同时，他认
为杨坤没必要贬低别人的爱
好，“有人喜欢阳春白雪，有人
喜欢下里巴人，没必要让所有
人都喜欢和您一样的音乐”。
针对杨坤指责的“没有技术含
量”，MC六道介绍说自己是根
据老子的《道德经》来创作的
《惊雷》，“我创作作品也是有故
事的，不是瞎写的”。

MC六道还邀请杨坤进他
的直播间，“如果实在不解恨，
想骂我和《惊雷》，可以来直播
间和我连麦”。

所谓“喊麦”，主要形式是
在网上下载一些伴奏，套用一
些古诗词，用伴奏带着伴奏对
着麦喊。MC 全称 Micro-
phone Controller（麦克风控
制者），也是一些RAPPER的
自称。国外从来没有喊麦这个
叫法，MC的工作就是RAP，而
MC就是RAPPER。

近年来，喊麦已经发展为
近乎独立于传统意义的说唱的
风格，成为一种新兴的表演形
式。喊麦也不再称自己为说唱
歌手，而说唱歌手也普遍不承
认喊麦是说唱。有专业人士认
为，在国内的喊麦并不属于正
式音乐，多为网络红人创作的
情感宣泄。

有乐评人认为，喊麦及各
类神曲产生的现实原因，其实
是音乐制作门槛的降低，任何
人都可以用简单的设备完成制
作作品，但这种音乐是缺乏生
命力的，随着听众的成长，他们
不会再满足于那些情绪宣泄式
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只要有
人爱听，音乐可以是任何形式，
至于好坏，可以交给市场验证，
因为好的音乐是有永恒生命力
的，歌手之间也没必要打嘴仗。

在被杨坤diss后，《惊雷》
还陷入了抄袭门。一位原创歌
手成学迅表示这首歌是自己的
作品，而《惊雷》是盗用自己的
原创歌曲《姑娘跟我走DJ》的
伴奏，并且还附上了音轨对比
图，以及《惊雷》和《姑娘跟我走
DJ》的伴奏对比。

观众两个多月没去影院
电影公司今年一季度营收成绩咋样？

万达电影预亏五六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惊雷》惊了杨坤
杨坤：要旋律没旋律，要律动没律动，太难听了
原唱：音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存在即合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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