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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名医

6大常见动作，毁腰、毁膝、毁全身！

樊效鸿：骨科医生眼中的最佳运动是…
在骨科门

诊上，最常见的
就是颈肩腰腿
痛的患者。腰疼
似针扎，脖子一
扭天旋地转，膝
盖比“天气预
报”还准……它
虽不像癌症那
样吓人，但却时
时困扰大家的
生活。

据世界卫
生组织数据显
示，颈肩腰腿痛
已成为困扰全世
界约10亿人的
常见病，是世界
上除感冒以外的
第二大流行病。

如果你也
深受颈肩腰腿
痛的困扰，那这
篇文章你一定
要看！本期《名
医大讲堂》邀请
到成都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
副院长、骨科主
任樊效鸿，他是
脊柱微创手术
的领路人，在骨
科疾病领域工
作了20余年，
有深厚的骨科
学理论基础和
丰富的临床经
验，让我们一起
来听一听他的
科普。

告别“钢铁侠”迎接新起点

小罗伯特·唐尼：
我想过把导演瘾

文娱·四川名医

在《复联4》中，“钢铁侠”
会有怎样的经历？小罗伯特·
唐尼本人对于这个系列的结
点有何看法？近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特约马丝佳面
对面独家专访到小罗伯特·唐
尼，听他一一道来。

很多漫威迷都说，没有
《钢铁侠》就没有漫威，更没有
以号称布局整个漫威宇宙的
《复仇者联盟》系列。2008年，
小罗伯特·唐尼主演的《钢铁
侠》一炮而红，从此开启了风
靡全球的漫威电影宇宙系列。

最近的电影市
场被好莱坞大片
《复仇者联盟4：终
局之战》（以下简称
“《复联4》”）搅热
了！4月12日，《复
联4》国内预售正
式开启，号称“全球
最早零点场”。《复
联 4》国内定档 4
月 24 日，影片时
长将达到 182 分
钟，有 IMAX、杜
比、Real3D等版
本。根据猫眼专业
版票房平台显示，
在 12日 22点 04
分，《复联4》的内
地预售票房已破1
亿元，创造了中国
影史预售票房最快
破亿的新纪录。

记者：《钢铁侠》是漫威宇宙的
开篇，你作为“钢铁侠”本尊，也是当
之无愧的 C 位代表。现在《复联》系
列即将进入尾声，可以说是一个时
代的终结。我们对于这个宇宙未来
的发展，对于各位超级英雄的何去
何从也充满期待。那么你对于这个
系列的结点有何看法？面对这即将
到来的别离，你是否已经做好了准
备？

小罗伯特·唐尼：我们作为从事
演艺行业的人早就明白了一个道

理，我们会终其一生来习惯相聚别
离再相聚这件事情。漫威系列的总
制片人凯文·费奇，为我们带来了这
样的缘分，就好像是话剧团或是流
动表演团队一样，隔三差五就有机
会聚在一起，拍几个月的戏或是做
几场宣传活动。回头看看，我今年已
经年过半百，当年刚进组时我才 40
多岁。想必与我年龄相仿的人，都能
体会从40到50这个巨变的过程 。

在《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全
球记者见面会上，乔恩·费儒（《钢铁

侠》第一、二部导演）作为主持人出
现。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看到他在
我左右，他是个很独特有才的人，还
非常幽默。现在这种感觉有点像看
着自己的孩子长大离家去上大学，
只不过我们都还是童心未泯的大儿
童。我看到乔恩这些年在导演事业
上的成就，特别感慨。另外还有一点
令我最感动的，就是我们这些演员
之间亲密无间的情谊。我特别高兴
在今天见到了所有人，这一部大结
局也让我们之间变得更为亲近。

““我们会终其一生来习惯相聚我们会终其一生来习惯相聚
别离再相聚这件事情别离再相聚这件事情””谈完

结

““或许可以集合一些自己喜欢的或许可以集合一些自己喜欢的
演员演员，，由我来做导演拍部电影由我来做导演拍部电影””谈计

划

““他宁可牺牲掉我们所有人他宁可牺牲掉我们所有人
也要留下也要留下‘‘银河护卫队银河护卫队’”’”谈儿

子

记者：你在开拍前是否已经知
道会有这样的结局？有人和你提过
这个走向吗？

小罗伯特·唐尼：以我对漫威的
了解，所有的故事都没有所谓的结
局，这个结局也是我们自己创造出
来的。在整个系列的创作过程中，导
演与我们也有保持沟通，所以今天
这个结果也是大家预料之中的。漫
威的世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结束，
因为漫画本身和其他媒介中，还有
太多可挖掘的素材，所以“终结”这
个概念在漫威宇宙中并不适用。

记者：据我了解这将是“钢铁

侠”的告别之作，事实的确如此吗？
往后如果有机会，你还会希望再拍
摄“钢铁侠”相关电影吗？

小罗伯特·唐尼：每个人对自己
想做的事情都有规划，我也一样。不
过我是真心喜欢这一群朋友。何况
现在的娱乐产业，已经不再局限于
穿着戏服站在镜头前演戏那么单一
了。前段时间我带儿子去迪士尼庆
祝他 7 岁生日，那里正在兴建一个

“漫威”主题乐园，还有一个巨大的
“星球大战”乐园。我希望未来还能
与迪士尼和漫威保持亲密的合作。

记者：这么多年我们都只在超

级英雄电影里看到你，什么时候会
开始演一些别的电影？

小罗伯特·唐尼：这些年很多人
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和夫人之前
制作拍摄了一部令我很骄傲的电影

《法官老爹》。除此以外，我还拍了几
部福尔摩斯系列影片和其他几部电
影。我其实是个兴趣爱好十分广泛
的人，我本身也是个音乐人，同时也
热衷于其他艺术形式。现在的我特
别期待接下来可以重启的很多事
情。我在想，或许可以集合一些自己
喜欢的演员，由我来做导演拍部电
影，过一把导演瘾。

记者：你现在年过50，有没有
哪些更年长的演员是你所欣赏的？

小罗伯特·唐尼：说实在话，反
而越来越多。我今天才看见一张阿
尔·帕西诺的剧照，他好像在准备
拍一个新剧，貌似是关于猎杀战争
罪犯的故事。我看着照片里穿着戏
服头发略微凌乱的帕西诺，当时内
心的感受就是，“他咋还这么有范
儿呢！”

记者：演了这么多年的“钢铁
侠”，他身上有没有哪些习惯或特
质是来自于你本身的呢？

小罗伯特·唐尼：把我和一个
段位这么高的人相提并论实在有
失公平啊。如果非要说的话，我觉
得是他在变得越来越成熟的路上，
逐渐淡薄了对名利地位的重视，而
是加深了对亲人挚友的关注。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我自己心路历
程的改变吧。当托尼首次在《复仇
者联盟 1》中出现的时候，他还是

那种很爱出风头，愿意自己独当一
面的人。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他
开始变得更加柔和，不再把自己当
成世界的中心。

记者：你的孩子有没有“钢铁
侠”的乐高小人或者别的类似的玩
具？除了你的人物之外，他最喜欢
的还有谁？

小罗伯特·唐尼：有的，这些做
市场营销的人能想出这些点子真
是厉害。刚开始我儿子特别喜欢

“鹰眼”，后来是“美国队长”，再后
来变成了“黑寡妇”。紧接着他喜欢
了好长一段时间尼克·弗瑞，因为
他是“复联”老大。“钢铁侠”他也玩
过一段时间。现在的话，他宁可牺
牲掉我们所有人也要留下“银河护
卫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撰
稿人 马丝佳 发自洛杉矶洲际酒
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
宏伟 张世豪 策划

小康妹儿身边的很多人，身体
有时会莫名出现一些“摸不到头脑”
的症状，针灸科、理疗科、疼痛科跑
个不停，然而症状却没有得到改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颈椎病

有些人在某段时间内会突然出
现不明原因的颈部疼痛、上肢疼痛、
麻木、行走不稳、头晕、恶心、呕吐、视
线模糊等症状，一低头就感觉整个世
界天旋地转。以为自己得了什么不治
之症，于是去查血常规、打B超，照x
光、做脑部ct检查……1000多块钱花

出去了，然而还是检查不出病因。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

遭了颈椎病。因为人的颈椎和大脑
是紧紧相连的，颈椎出现任何问题，
都会影响头部。严重的还会引起胃
肠道反应，导致呕吐等症状。

●肩袖损伤

经常半夜被痛醒，肩膀抬到一
定高度还剧痛难忍。很多人遂病急
乱投医，误以为是“肩周炎”，拔火
罐、打针灸、做理疗，使劲锻炼肩关
节，肩痛症状却越来越严重。

其实，引发肩关节疼痛的病因，

“肩周炎”只占了15%，临床上最常见
的还是肩袖损伤。误做“肩周炎”的
康复训练，反而有可能造成肩袖撕
裂，恶化病情。

●腰肌劳损

坐久了感觉腰部酸胀还刺痛，
活动后加剧、休息时缓解？症状时轻
时重，随气候变化或劳累程度而变
化……这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痛，
极有可能是腰肌劳损。临床上60%的
腰痛都是由于腰肌劳损引起的。

看到这里，大家肯定要问了；
“我一天到黑都在办公室坐起，腰肌

怎么可能劳损？”。这你就错了，长期
保持一个姿势的人，由于腰部肌肉
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最容易出现腰
肌劳损！

●骨关节炎

不知道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的
人，平时活泼乱跳的，只要气温下降
就喊膝盖疼，甚至走都走不得，预知
天气的能力比天气预报还灵。

出现这种情况，多半是得了膝
骨关节炎。据数据统计，骨关节炎目
前在75岁以上的老人中，80%都会
有，它是老年人致残的首要原因。

经常这里痛那里不舒服？其实
都是身体对我们平时的不良生活习
惯的抗议！樊教授提醒：这6个动作
（运动）千万别做了！

1、直膝提重物——毁腰
这种方式极容易造成腰部肌肉

及腰椎间盘的损伤。
建议搬东西时蹲下来，将身体

向前靠，使重力分担在腿部肌肉上，

这是对身体的一种保护意识。
2、趴着午睡、低头玩手机——

毁颈椎
颈部长期维持过伸过屈的姿

势，都会导致颈椎问题。
建议平时尽量平躺睡觉。办公

族在午睡时最好在腰后垫个垫子，
身体微微向后仰即可。

3、爬楼梯、久蹲——毁膝盖

“所有人群都不推荐爬楼梯，包
括登山运动。”樊教授说，爬楼梯是
最笨的运动，膝关节周围肌肉薄弱，
而每上一级楼梯，膝关节软骨面将
承受超过体重4倍的压力，相比之
下，下楼的损伤比上楼更大。

不仅仅是针对于老年人，建议
在有电梯的情况下就不要爬楼梯
了，所有年龄层的人群都要适当避

免登山运动。
4、久坐——毁全身
久坐堪称世界上最伤身的动

作。除了上面提到的毁腰外，它还会
引发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下肢血
栓，诱发糖尿病、肺栓塞等。

建议每坐30分钟站起来抖一
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长期办
公室生活的负面影响。

“目前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人体
就像机器一样，机器越旧，运行出问
题的几率就越高，所以骨骼的保护
至关重要。很多老年人都有一颗不
服老的心，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大家，
运动锻炼要根据自己的年龄和体质
来选择。比如上了50岁网球运动就
不能做了。要说一种老少皆宜的运
动，游泳是骨科医生最推荐的。”樊
教授说。

为啥骨科医生眼中的最佳运
动是它呢？首先，游泳时后仰的动
作能够矫正脊柱前倾。此外，游泳
还能够减慢软骨组织的衰老。人在
水中的重量仅为陆地上的1/8，在
水中关节基本不负重。即便不会游
泳，在水中走路对关节也有益。水
对全身有按摩作用，能帮助肌肉去
除疲劳。

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可以进行

一些中等强度有氧活动，如乒乓球、
跑步、走路、做球类运动等。

对于年龄较大的人来说，身体
的各种机能下降，要重点锻炼心肺
功能和增强平衡性的活动，如走路、
太极拳、广播操等。

最后樊教授提醒到：“导致颈肩
腰腿痛的大多是退行化疾病，运动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防和治疗
作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该出现的

骨科疾病还是会出现。当你的颈椎、
腰椎疾患通过药物、针灸、推拿等传
统治疗方式长达3个月都没缓解时，
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微创手术
治疗。”

比起传统的开刀手术“伤筋动
骨100天”，微创手术只需小小一个

“钥匙孔”，第二天即可下床走动，安
全高效，费用还不到前者的一半。

（倪佳）

出现这些“摸不到头脑”的情况时 警惕是遭了这几种病

6大动作毁腰、毁膝、毁全身 你却天天做！

比走路、跑步还厉害 骨科医生眼中的最佳运动是它

樊教授

昨日傍晚，知名诗人、四川师
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小平（笔名“野
岸”）在该校举行了新诗集《时间之
上》作品研讨会。四川省作协副主
席、《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四川省
诗歌学会会长曹纪祖等诗人、评论
家，围绕陈小平诗集《时间之上》展
开了激烈讨论。

“陈小平是一个对诗歌有着自
己的见解的人，这种见解让诗歌真
正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这是一个众多的人把诗歌作为
手段朝外寻求价值的时代，与众不
同的是，陈小平一直在用诗歌把大
千世界朝着自己的内心引领，直到
用温暖的情感平衡自己与世界的关
系。”著名诗人、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表示，诗歌
已经成为陈小平人生的一种修炼，
仅此一点，“他就可以从容、宽敞，用
君子之风，待芸芸众生”。

两届鲁迅文学奖评委、四川省
诗歌学会会长、著名评论家曹纪祖
则认为，诗与学识无关，诗人就是诗
人。诗之感人的所在，莫过于抒写内
心的真实。“陈小平的诗多用内心独
白，喃喃自语的抒情，以及舒缓的节
奏，表现出诗美。这是接受过中西文
化熏陶的诗人常有的情态。作为文
学院教授，奇怪的是他的诗没有太
多古色古香的韵味，也没有西化的
痕迹。源于生活，基于学养，深切地
感动着自己的那些情愫，才是他诗
思的依据。旧情新爱，舐犊情深，内
心矛盾，灵魂感动，让他的诗那么真
实、自然，深入而平和。”

“梦境、阅历、沧桑、一花一木，
这都是存在的副本。而孩子、爱人、
父亲、母亲，他们在灰色的时间中，
在希望的间隙，将我们拖住在绿色
的阁楼里。桃花盛开，‘我们素面朝
天，怎配得上这般灿烂’。陈小平的
诗，真实地活着，既有萧瑟处处，也
有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彻悟与
重生。”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
张清华在翻阅诗集《时间之上》给出
了这样的评语。张清华说，死神切割
走一个又一个器官，但这一切还是
无法打败我们，因为还有陈小平的
温暖诗句“孩子，亲爱的孩子”，“这
多么像我一生中最大的惊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诗坛名家点评
陈小平新诗集
《时间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