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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之后，综合内科李霞副
院长建议唐婆婆转入ICU继续治
疗，待病情稳定，再转回普通病
房。老年骨科和综合内科医务人
员又制订了治疗方案，通过抗感
染、抗凝、功能锻炼，让唐婆婆扛
过了这场手术。

据医院医生称，通过院里的
快速康复体系，老人原则上在手
术第二天就能下地走路。考虑到
老人年龄太大，唐婆婆在整个手
术后的第三天，才开始扶着助行
器慢慢行走。

“我们也在鼓励她要‘破胆’，
没想到她还真的站了起来。”老人
的大女儿看到母亲站了起来，反而
有些纳闷儿，“都说伤筋动骨一百
天，这是不是太快了点儿？”家里人

也都有些不可思议，看到医生来查
房，总要问个明白。

2015年10月，BBC曾经报道过
一名来自怀特岛的112岁妇女，被
认为是世界上做髋关节置换手术
年龄最大的人，但那次手术只替换
了一半的右髋关节，没有进行全髋
关节置换，当地医生表示，髋关节
置换是一种常见的手术，通常在60
岁至80岁之间的老年人中进行，但
超过100岁的病人是不常见的。

唐婆婆在112岁所经历的这
场手术，也同样堪称奇迹，她也是
目前国内实施全髋关节置换术最
高龄的女性。国内媒体曾在2018年
报道过广东省连州市一位114岁的
老人完成了一次股骨头置换手术，
同样也不是全髋关节置换。

这是这支鼓乐队第一次走上
正规比赛舞台。事实上，这支鼓乐
队早在三四年前便已成立。

2015年开始，新都区特殊教育
学校从全校31个聋哑孩子中陆续
挑选出12个孩子，组建了这支鼓乐
队，大班孩子成了乐队的主要力
量，他们智力水平与普通孩子没有
任何差别。

组建鼓乐队是学校对特殊儿
童实行“艺术治疗”的方式之一
——学校希望孩子们通过艺术的
形式走出去，消除自卑感。

在众多专业乐队面前，这支
特殊队伍的表现可能并不出众，

但在新都区特殊教育学校政教处
陈主任看来，“今天孩子们表现得
非常棒。”

此次比赛如果拿到每组二等
奖以上的成绩，便可晋级新加坡总
决赛。但陈主任并不在意名次，“重
在参与，今天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
专业赛事，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国打
击乐带来的震撼，也希望树立更多
自信。”

“看来目的也达到了。”陈主任
看着胡海涛和其他队员兴奋的脸，
笑着补充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彭
祥萍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摄影报道

成功换了新关节
术后第三天下地走路

抓住病床上方的拉环，唐婆婆
使劲挪动身体，刚走了两圈，显然还
不过瘾儿。今年112岁的唐婆婆刚动
了骨科手术，如果不是年过八旬的
大女儿劝说，她还不肯回到床上休
息。“让我出院嘛！我都可以下地走路
了。”看到医生巡查，唐婆婆抓住拉
环，坐起身子，请求医生。

成都一环路西一段，四川省骨
科医院住院大楼里，唐婆婆算是里
头最年长的病人。今年3月10日，因
为坐椅子时不慎滑倒，老人髋部骨
折。老人能否再次站起来？经过医院
一系列风险评估，医生决定给老人
做右髋关节置换手术。最终通过一
场25分钟的手术，老人渐渐苏醒过
来，术后第三天，唐婆婆开始扶着助
行器，在病房外走廊自由行走。

百岁老人
能吃能睡

刚能走路就嚷着要回家

“我最怕吃药了！医生，给我
少开点儿药。”看到医生来查房，
前一秒还在闭目养神的唐婆婆努
力坐起来，央求着医生，“我现在
已经可以出院了。”

“今天走路没得？”医生话音
刚落，旁边的女儿赶紧回答，“才
走了两圈。”一百多岁，老人还是
头一回手术住院，刚能走路就嚷
着要回家。

在医院，老人想吃凉粉了，女
儿跑到楼下四处找，找来了，她嫌
味道不好。“她要吃重孙子做的凉
粉，有味道！”女儿在一旁说，别看
老人刚刚手术，胃口还很不错，吃
得比她还要多。唐婆婆喜欢吃红
萝卜稀饭，家里人就做好了送到
医院来，很多人认为大油大肉不
能吃，老人偏偏喜欢吃蒸烧白，吃
面还要往里面加猪肉。

“以前她住在巴中老家，从来
没有生疮害病过，后来也是考虑到
年龄太大，才送到了成都。”老人的
女儿说，老人能吃、能睡，每天早上
6点起床，平时就喜欢和大家摆龙
门阵，几十年前的事情都记得清
楚，中午吃了饭要午睡，“每天瞌睡
还是比较多。”看到老人重新站起
来，他们也对医生表示了感谢。

112岁高龄，还有慢性肺炎，这
场手术胜算几何？病房里，老人的8
个子女讨论治疗方案，拿不定主意；
病房外，医院派出了精兵强将，老年
骨科科室主任陈经勇找来了麻醉
科、综合内科商讨方案。

心电图的监测仪器，在老人身
上挂了一天，胸片、彩超、血液系统
等检测报告也纷纷出炉，48小时之
后，医生们拿到了老人的各项检测
数据。

“她的肺部有炎症，如果肺部抗

炎处理不好，很有可能在手术过程
中失去生命。”老年骨科医生杨磊
介绍，这只是老人手术的第一颗

“雷”，老人心脏房颤，同样容易造成
血栓，导致死亡。

唐婆婆的家里人也担心她承受
不了麻醉和手术，更倾向保守治疗。
四川省骨科医院的医生们却认为，
髋部骨折是老年患者骨质疏松常见
的三大骨折之一，如果保守治疗，可
能导致褥疮、肺部感染、泌尿系统感
染、下肢深静脉血栓及心脑血管意

外等严重并发症。
“手术治疗能够及早恢复行走

功能，改变老人身体状况。”经过
医生们一致评估，虽然老人心脏、
肺部等器官存在一定基础疾病，
但不是手术绝对禁忌症，具备手
术条件，院方为唐婆婆制订周详
的麻醉、手术方案及快速康复计
划。而在此前，医院曾为一位103
岁的老人进行了髋关节翻修术。
老人的家属最终被医生们说服，
同意手术。

3月18日，唐婆婆被推进了手
术室，医生们严阵以待。手术之前，
针对采用内固定的方式还是使用
人工关节置换，也让陈经勇和其他
科室的同事们考虑再三。从X光片
来看，老人髋关节完全错位，属于
最严重的4型。

“如果采用内固定治疗方案，
愈合时间是三到六个月，老人卧床
时间在一个月以上。”陈经勇告诉
记者，这期间，未知的并发症很有
可能造成生命危险。“如果换关节，
第二天就可以下地走路。”从上世
纪90年代开始，四川省骨科医院就
开始做人工关节置换的手术，在这
方面已经积攒了30多年的经验。

手术中，麻醉科医生给老人做

了全身麻醉，麻醉科张兰主任介绍，
全身麻醉是比较安全的一种麻醉方
案，术中便于管理，同时结合区域阻
滞麻醉，能更长时间地缓解患者术
后疼痛，这也是为快速康复做准备。

主刀医生陈经勇准确操作，争
分夺秒，他知道，时间越短，对老人
软组织的破坏就会越少，止血也会
更充分，这对老人术后康复、下地
走路最为关键。

默契、配合，在陈经勇及麻醉
医师医疗团队的通力合作下，从切
开到缝合，只花了25分钟时间，唐
婆婆完成了右髋关节置换手术，通
常这样的手术需要一个多小时。这
场干净利落的手术，为老人重新下
地走路，赢得了时间。

保守治疗还是手术？
多科室一起商讨方案

手术一气呵成
老人换上了新关节

借助快速康复体系
老人术后不久下床走路

病房侧写病房侧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韩金雨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在无声世界里挥洒喧嚣
成都版“爆裂鼓手”

“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小天使。欢
迎来自成都市新都区特殊教育学校
的孩子们。”

主持人报幕完毕，第103组参赛
队伍上台。楚静走上指挥台，背对观
众，站定，双手轻抬，在空中停顿几
秒后重重往下挥。

“咚……”第一声鼓点落下，随
后是一连串密集的鼓点。争先恐后
的鼓点被逼到无路可走时，又渐汇
成一片，归于沉寂。

鼓乐队共有12个孩子，每个孩子
都紧盯着楚静的手势和嘴型，鼓声随
着她的节奏高低起伏，层叠错落。

3分30秒后，表演结束，楚静做
完最后一个手势，转身，带着孩子们
一起对台下观众鞠躬行礼。

这是3月24日欧曼蒂斯国际艺
术大赛成都赛区比赛现场，台上刚
刚表演的，是中国打击乐重奏组别
的参赛队伍。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
在当日参赛的109支队伍中，他们是
唯一一支有听力障碍的队伍。

你感受过“寂静的喧嚣”吗？
打鼓，是这群孩子在无声世界

中感受喧嚣的唯一方式。
那是一种类似于黄沙扑窗的厚

重声响：身体力量通过鼓槌释放，与
牛皮制成的鼓面撞击，力道向下渗
透到地面，最后通过击鼓者的脚掌
再传回全身。

对听力障碍者而言，打鼓是为
数不多的可以通过地面震动感知到
的音乐形式。“他们靠身体感知形成
记忆，‘音乐’对这群孩子而言，只是
想象出来的东西。”楚静是新都区特
殊教育学校的音乐老师，她所说的

这12个孩子，年龄在11-16岁之间，
“有的什么都听不到，有的可以依靠
助听器听到一点声音。”

因为无法具体感知音乐节奏，
普通人可能听过几遍就有印象、半
天就能学会的节奏，他们要花十天
半个月才能练好。而要想熟练掌握
一个节奏，只能通过大量时间练习，
形成肢体记忆。

“我会挨个告诉他们这个节奏
是怎样的，但每个人的想象都不一
样，所以节奏很难统一。”但这并不
是最大的阻碍。楚静告诉记者，训练
过程中最难的是孩子们互相听不

到，只能靠音乐老师的指挥和队友
的相互观察来配合。

与普通的音乐指挥不一样，听
力障碍乐队的音乐老师不能用过多
复杂的手势，“这样会干扰孩子识
别”，还要配合嘴型对多个声部同时
进行指挥。除此之外，音乐老师还要
密切关注每个孩子的状态，对没跟
上大部队节奏的孩子，用夸张的嘴
型和手势提醒。

即便日复一日的训练枯燥重
复，但在楚静眼中，这群孩子除了听
不到声音外，和普通孩子没有任何
区别。

只是想象出来的东西

比赛结束，孩子们褪去舞台上
严肃认真的表情，打闹着奔向后
台。交流时他们双手上下灵巧翻
飞，嘴里时不时蹦出简单的音节。
如楚静所言，除了不能说出一句完
整的话，他们看上去和普通孩子没
有任何区别。

12岁的胡海涛是乐队成员之
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还未从
比赛的兴奋劲中缓过来，他红着
脸，边用手比划边努力表达一句完
整的话。即便如此，记者也听得甚
为艰难，旁边的老师时不时充当起

“翻译”的角色。
“我们每个人都会琢磨适合自

己的方法，打鼓只能靠自己，自信
最重要。”

胡 海 涛 学 习 打 鼓 的 方 法 ，

是记住两张乐谱：一张是演奏
曲目本身的乐谱，另一张是音
乐老师通过手势嘴型展现出来
的乐谱。两张乐谱结合，就变成
了他敲出来的节奏。这样的方
法对他而言“很难，但也很有成
就感”。

“我们需要音乐老师指挥，而
他们不需要。”这是胡海涛认为的
和其他参赛队伍的唯一区别。但他
认为自己和普通人并无二致，某些
方面可能做得更好。

就在1月10日，刚刚结束的全
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迷你滑雪比
赛中，胡海涛拿到了“男子听力组
100米”铜牌。而这还是失误后的
成绩。

音乐

记住两张乐谱 自信最重要

训练秘诀

让特殊儿童走出去 消除自卑感

艺术治疗

112岁老人

术后第三天老年骨科科室主任陈经勇（右一）和112岁的唐婆婆在一起

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演奏鼓乐

陈经勇指导唐婆婆站起来

老师用嘴型和手势提醒学生

术中

术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