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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到 暑
假，对于80后、
90后来说，不
断重播“霸屏”
的《西游记》《新
白娘子传奇》
承包了暑期大
部分记忆。

95后成都
小伙陶子，不
仅是个《西游
记》迷，还自己
动手做了10多
个人物造型，
孙悟空、普贤
菩萨、文殊菩
萨 、白 象 精
…… 高 度 还
原，堪称“一个
人就能出演半
部《西游记》”，
视频上传网络
后，引发了不
少关注。

95后成都小伙做西游人物造型，戏称——

“一个人能出演半部《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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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温江区，有一名
退休老人，天天早上6点多就
起床，在小区里逛一个多小
时。原来，77岁何毓庆是温江
区人民医院的退休职工。差
不多两年前，住在医院家属
区的何毓庆发现，老小区停
车位有限，医院职工早上7点
过交班查房，需要提前把车
停进小区，而家属院里的车
大部分要8点半以后才开出
去，正好形成“拥堵”。

因此，何毓庆主动把疏
导交通的工作揽了过来，义
务指挥驾龄不长的年轻人

“见缝插针”地停车。在小区
暂时没有停车位的时候，医
生、护士直接将钥匙交给何
毓庆；有车位了，何大爷停好
车，再把钥匙给他们送回去。

两三年风雨无阻

“何大爷，你在屋头没
有？我把车放你门口了哈！”
何毓庆知道，又有年轻人赶
着去交班，找不到停车位
了。他告诉记者，医院家属
区除了要停放医院职工和
家属的车，上班时间，也是
不在家属区居住的医院职
工的停车点。由于医院的医
生护士必须在早上7点40分
交班，而在外工作的职工家
属一般“朝九晚五”，所以原
本就不富余的停车位就更

“打挤”了。
“职工的车不能停外面

（住院部）停车位，那是留给
看病的病人的，有时候就堵
在门口了。”何毓庆见状，主
动招呼年轻人暂时把车停放
在通道上，等到车位空出来，
自己再帮忙停好，停好车后，
何毓庆还一个一个科室地把
钥匙给他们送回去。

从2、3年前开始，何毓庆
就把这份工作主动揽了过

来，风雨无阻。每天早上7点
多，何毓庆就在小区里逛，看
到年轻人停不好车，他就帮
忙指挥一下。何毓庆说，每天
早上7点多到9点前，是小区
停车位最紧张的时候，也是
自己最忙的时候。

提起何大爷帮年轻人停
车，小区保安王永忠竖起大
拇指。他告诉记者，小区里能
停放大约130多辆车，但是一
进一出的时间差，让早上的

“停车时分”尤为拥挤，有了
何大爷帮着忙指挥交通、帮
年轻人停好车，解决了一件
大事。

曾是救护车司机

何大爷年龄大，驾龄也
长。1966年，从成都到河南工
作的何毓庆就考了驾照，开
过运输车、小轿车，1980年调
回老家的温江区人民医院，
又开了22年救护车。

温江人民医院神经内
科医生张登义受过何大爷
的帮助。“一周至少有3、4天
都是何大爷帮我义务停的
车，很感谢他。”张登义说，
因为自己早上要照顾孩子，
到院区停车场时常常都没
有位置了，每当那时，她都
会放心地把钥匙交给何大
爷帮忙挪车。

现在，热心的何毓庆能
准确地记得各个科室年轻
人的车牌号，走到医院里，
年轻人都会亲昵地喊他一
声“何大爷”。说起帮年轻人
停车，何大爷连说，这只是
一件小事，举手之劳，“真的
没得什么。”

何毓庆的老伴也告诉记
者：“他喜欢，就让他去，本来
也是小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向姗

老小区停车位有限
77岁大爷，53年驾龄
义务帮人停车

陶子做的西游人物 陶子和朋友都喜欢西游记

一个业余爱好
他做出“半部西游记人物”

从看《西游记》到“参与”《西游记》，陶子
说，最早是从2016年开始的。那年是农历猴
年，但作为孙悟空的经典扮演者六小龄童未
出现在春晚舞台，网友纷纷表示怀念。恰好，
有一个临时活动，需要陶子出一个节目，“我
说那我就演一下美猴王吧！”

陶子在网上购买了一套猴王的造型服
装，但质量差得不得了，“美猴王一点都不
美。”陶子慢慢搜寻，最后找到了一家专业店
铺，花4000多元买了猴王的造型服装。演出的
成功，也让陶子结识了几个有相同爱好的朋
友，大家平时会聚在一起，拍一拍视频、照片，
有的是还原《西游记》经典画面，有的是自己
编写的虚构剧本。

视频上传到网络后，收到不少网友好评，
纷纷让陶子“再来个厉害的”。他想，那就来个

《西游记》中太上老君的坐骑青牛精吧，曾经
把孙悟空的金箍棒都给收了，够厉害吧！

一来二去，陶子不再满足于只是扮演《西
游记》当中的角色。今年3月，陶子开始尝试制
作《西游记》中的人物造型，到目前，他已陆续
完成了青牛精、白象精、大鹏鸟、普贤菩萨、文
殊菩萨等10多个经典人物的造型，堪称“一个
人能出演半部西游记”的豪华阵容。

参考86版经典
为一个细节反复查资料

“86版《西游记》电视剧在我们心里是最
经典的。”陶子说，所以自己所做的人物造型，
都是以86版《西游记》为资料，当做其中一个
人物时，需要反复地去看相关视频。通过观察
和思考还原细节，琢磨人物的性格、形象，说
话时的肌肉变化，哪一块是突起的、凹陷的，
都要反复去看。除了视频资料，还需要查看大
量的图文，甚至是《动物世界》以及自己在生
活中的经验。

比如做青牛精时，他就想怎么样做出来
才像牛，牛的鼻子、牛角的比例是怎么样的。

“都说牛鼻子老道嘛，我就把鼻子做得稍微大
一点，醒目一点，要做出来逼真传神，一看就
知道是什么角色。”

对于选材，陶子也尝试过很多方法。一些
节日上用来搞怪的假肢，大部分是用硅胶材
料，陶子试过，但太软了，做成面具容易被拉

扯变形。陶子后来去查了86版《西游记》道具
造型老师的相关作品，发现当时造型用的是
一种叫硫化乳胶的材料，方便定型、上色。

做人物造型的面具，需要用石膏“倒模”，
想做得形象，往往要多试几次才能成功。“做
很多面具都要做两个版本，先做一个实验版，
看看颜色、上脸位置、效果好不好；再修改做
一个成品。”陶子说，一个面具的制作时长是
由气温决定的，夏天模子干得快大概10天，冬
天制作时长就得翻倍，喷漆配色不稳定容易
掉，用油彩涂不相融，直接把颜色倒进乳胶
里，又只能是一个颜色，倒模、植毛，样样都是
精细活。

值得一提的是，陶子的工具并没有特
别高大上，而是简单的竹片、铁丝等泥雕的
工具。

连制作带表演
只想留下一些经典记忆

除了制作人物造型的面具，陶子和朋友
还会一起拍摄人物视频和静态照片，有的是
还原《西游记》电视剧中的片段，有的是自己
在原版《西游记》上创作的故事，比如白象精
是怎么成为普贤菩萨的坐骑的。

人物服装上，陶子则显得比较随性，简单
的，他会自己画手稿找人制作；工艺程序比较
复杂的，就去网上找类似的服装重组搭配。

“不能做到最好，那就力求达到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陶子虽然是95后，一口标

准的普通话，声线显得十分老成。陶子说，这大
概跟自己从小喜欢阅读朗诵有关，“像菩萨的
声线就比较高，妖怪的声音就要靠下面一些，
浑厚一些。”而这些，都是陶子自己琢磨出来的。

走红后，网络上也不乏另一种声音。陶子
坦言，在直播时，常常有人说他的模仿是“想
红想疯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会不客
气地“怼”回去，说自己做这些只是想留住人
们心里的经典。也有人说陶子是在“cosplay”，
他则觉得，一个是二次元动漫，一个是中国传
统文化，完全是两回事。

虽然戏说“能出演半部《西游记》”，但陶
子表示，《西游记》当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数
百上千，自己做的这10多个还不算什么。虽
然是业余爱好，但他会坚持，尽可能一个一
个地做下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向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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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我们以为只是普通的
贫血，但是怎么补都没有效果。”梦
梦父亲张先生说，2012年9月，孩子
出生没多久，家里亲戚跟夫妻俩闲
聊时说，觉得孩子脸色不太好，睡觉
的时候肚子比胸口还高，于是赶紧
带孩子去医院检查。

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医生
告知他们，梦梦脾肿大，进一步检
查后，最终确诊为重型β-地中海
贫血。

从那以后，张先生夫妇带着梦
梦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辛的“求生之
路”：必须靠输血才能维持生命。随
着梦梦年龄增长，输血量逐渐增多，
脾脏里沉淀的铁蛋白也越来越多，
因此除了输血，她还需长期服用药

物进行去铁治疗。
“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的治疗

是长期、系统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是
目前根治重型地中海贫血唯一的方
法，但其风险大，对供者要求高。”四
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血液科医
生杨雪讲解道，非亲缘造血干细胞
HLA（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成功的
几率只有几千分之一到几十万分之
一不等，因此一份合适的造血干细
胞显得弥足珍贵。

“2015年初，好不容易等到了中
华骨髓库里有个志愿者和梦梦配型
成功的消息，但做移植手术需要几
十万元，那时候家里根本拿不出来，
无奈之下只能放弃。”张先生想到没
能为女儿抓住机会，显得无比懊恼。

自存脐带血移植成功
弟弟助地中海贫血姐姐重获新生

“小儿子真的是上天给我们全家的礼物，他的脐带血和姐姐
配上了，医生都说特别幸运！”张先生隔着玻璃窗守望着移植仓里的大女儿，
一想到大女儿不久就能彻底康复，嘴角挂上了久违的笑容。

7月24日上午，一份在四川脐血库保存了近4年的
脐带血，被小心护送至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6岁金
堂小女孩梦梦（化名）将在这一天，接受同胞弟弟航航
（化名）的脐带血和外周血干细胞联合移植。

这个重获新生的机会，她终于等到了。

据杨雪介绍，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遗
传性贫血疾病，不是白血病，也不是肿
瘤。因为最早发现在地中海区域的国家，
故命名为地中海贫血。目前在我国，地中
海贫血的高发地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
西、湖南、海南、四川等长江以南的地区。

地中海贫血在临床上表现多种多
样，一般分为轻型、中间型和重型：

1、轻型地中海贫血的患者就跟正常
人一样，往往通过体检偶然发现；

2、重型地中海贫血的患者，通常在
婴幼儿期就出现严重的贫血、黄疸、发育
异常、特殊面容、骨骼改变等；

3、中间型患者的症状介于轻型和
重型之间，贫血程度可轻可重。

地中海贫血的本质是基因缺失或
突变所致，所以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遗传
性疾病，而且这个遗传的过程是不分男
女性别差异的。“简单来说，如果一个宝
宝确诊为地中海贫血，那么父母双方理
论上至少有一个人是地贫基因携带
者。”杨雪医生解释说。

地中海贫血一旦确诊，目前是没
有口服或者静脉的药物可以治愈的。

“所以不论是轻型、中间型还是重型患
者，都需要长期随访。轻型地中海贫血
是不需要治疗的，也不会影响正常生
活。但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将来准备结
婚的时候，要确定自己的另一半是否也
携带有地贫基因。”杨雪说，因为两个致
病基因的携带者是有可能生出一个重
型地中海贫血的宝宝的。所以，所有确
诊或拟诊地中海贫血的患者及其配偶，
都应该在婚前、孕前接受正规的筛查。

刘韵笛 摄影 刘念

就在张先生夫妇为无奈放弃移
植机会而自责时，幸运悄无声息地
来到了他们身边。

2015年10月，小儿子航航在金
堂县第二医院出生，张先生夫妇提
前通知四川脐血库的工作人员采集
了航航的脐带血，经过一系列检测
后，保存在零下196℃的深低温液氮
罐中。

“以前听医生说过，同胞兄弟姐
妹的脐带血有25%几率全相合，是所
有来源的造血干细胞中最高的。”张
先生说。据了解，脐带血是胎儿娩
出、脐带结扎并离断后残留在胎盘
和脐带中的血液，其中含有可以重

建人体造血和免疫系统的造血干细
胞，是造血干细胞三大来源之一。十
分幸运的是，航航的脐带血与梦梦
配型成功。

不过当时航航还太小，做移
植手术还需要他再长大一些。3年
后，弟弟终于达到了移植手术的
条件。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一般控制
在2～8岁，而5～6岁应该是比较适
合的年龄，这个姐姐现在已经快7岁
了，所以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尽快为她安排了手术。”杨雪说，幸
好保存了弟弟的脐带血，让他们在
治疗的时候多了一种选择。

手术是安排上了，可张先生夫
妇又面临新的问题——术前检查，
梦梦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出
现这个情况后，我们立即和其他相
关科室为女孩进行了会诊，最后我
们决定先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等恢复后再做先天性心脏病的手
术。”杨雪说。

接二连三的打击，对于这个并
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无疑是巨大且
沉重的。这几年为了梦梦能够进
行规律治疗，夫妻俩操碎了心，孩
子 母 亲 只 能 辞 职 在 家 照 顾 姐 弟
俩，张先生则一直在外打工挣钱，
尽力支撑这个不幸的家庭，但仍负

债累累。
“这次我们为了给大女儿做移

植，把所有的东西都押上了，还借遍
了亲戚朋友，勉强凑齐手术费用。虽
然后续治疗的钱还是不够，但这一
次我们不会放弃。”张先生说，现在
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手术能够顺
利、成功。

7月24日下午，这一份等了近4
年的脐带血，带着它独特的意义输
入了梦梦体内。“整个移植的过程很
顺利，如果要完全康复的话，后期还
需要配合一些其他治疗。预计一个
月以后，女孩就能出院回家跟弟弟
一起玩耍了。”杨雪说。

幸运终于眷顾幸运终于眷顾 弟弟健康出生脐带血配型成功

以为只是普通贫血以为只是普通贫血 结果竟患上重型“地贫”

为什么会得为什么会得
地中海贫血地中海贫血？？
是不是
都需要治疗？

陶子正在做《西游记》人物造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