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新闻
02/03
11

2021 . 1 . 14
编辑

程

亮

星期四
倪卫文

《刺杀小说家》发布角色特辑

老僧和盔甲人，都是郭京飞
晨报记者 陆乙尔
昨天 ， 将在春节档大年初一和
观众见面的电影 《 刺杀小说家 》 发
布角色特辑 ， 展现了郭京飞在片中
一人分饰两角 ， 饰演老僧和盔甲人
两个角色的拍摄经历 。 郭京飞在片
中的老僧角色 ， 秃头加上满脸皱纹
的造型需要上妆六七个小时 ， 而为
了保持特效妆的完整度 ， 他无法吃
东西 ， 只能靠喝水补充体力 。 盔甲
人则是郭京飞第一次扮演数字角
色 ， 需要穿着绿衣拍打戏等场景 ，
虽然是第一次 ， 不过郭京飞睁眼 、
抬头的节奏还是被夸完美适配特
效系统 。
其实 ， 这部由雷佳音 、 杨幂 、 董
子健 、 于和伟等主演的 《 刺杀小
说家 》 还有更多有趣的幕后
故事 ， 在电影的内部茶话
会上 ， 导演路阳和几位
主演开启互怼模式 ， 边
吐槽边讲述许多幕后
趣事 。

虽然《刺杀小说家》是一部奇幻电影，但因
为片名的原因，让不少观众误以为是悬疑片。为
此，电影曾想过改名“干掉大魔王”，把异世界中
雷佳音、董子健、郭京飞组团打怪的故事线讲清
楚。
不料这个片名让雷佳音有点“懵圈”，他调侃
说：
“谁都不想简历里有一部作品叫 ‘干掉大魔
王’吧？”。此前采访中他也曾示，作为双雪涛粉
丝，
还是希望片名能有文字的美感。
作为一部奇幻电影，
《刺杀小说家》 也是一
个大特效片，制作难度之大，
让《流浪地球》特效
团队 MOREVFX 也“犯了愁”。MOREVFX 创
始人徐建直言：
“这次比《流浪地球》特效难很
多很多。有很多技术是完全没碰过的，以前向往
做但没有机会做，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次绝对是

巅峰级的挑战。”尤其是大 boss 赤发鬼，
作为片
酬最贵的“演员”，
特效团队花了 3 年时间狠抠后
期，
连毛孔都要有动态感，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雷佳音还透露，一开始自己看完剧本，对董
子健的角色一见钟情，但因为这个角色需要有很
强的少年感，被路阳以年纪太大而拒绝。现场聊
起这个，雷佳音感慨，
“有一句名话叫，能演茶花
女的演员都过了茶花女的年纪。我们一直在寻
找符合这个年龄段的演员，直到小董站出来。”
路阳也补充，
“跟小董第一次聊，当时他没看剧
本，只看了小说，但是对人物已经有了非常有趣
的理解，眼神放电就电到我了。”

小说异世界中，雷佳音化身红甲武士，听起
来是酷炫的形象，没想到被脑洞大开的网友带
偏了画风，评价红甲撞脸小龙虾，还做了一张对
比图，把雷佳音也逗乐了，
“拍摄的时候，他们
就给我起了个名，叫小龙侠。”打斗起来的红甲
十分帅气，让一旁的于和伟忍不住夸赞，
“真的
很帅”，不过话锋一转，
“一下从锅里跳出来
了。”
这是董子健第一次拍动作戏。为此，他提前
进组封闭训练，
3 个月瘦了 40 斤。看着董子健为
角色如此下功夫，一旁的路阳先是大赞非常拼
命，继而吐槽道：
“他虽然减了 40 斤，腹肌还是
没出来。”董子健立刻机灵回应，
“我一直都是一
块腹肌风格的。”
片中，杨幂饰演的反派屠灵气场强大，受老
板于和伟指示，
她雇佣雷佳音去刺杀小说家董子
健，
一路“监工”雷佳音，
多次“暴揍”他。回忆起
两人的打斗戏，杨幂调皮地说，
：
“（打起来）手感不错，很绵软，有
弹性。”但其实，拍摄时杨幂也
很有心理负担，
“会害怕掌握
不好分寸和力道，真打到雷佳
音，
如果打到了就赶快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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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
脊柱侧凸—
脊柱侧凸——
—
古老而常见的脊柱畸形疾病

器结构，脊柱畸形的矫正手术通常有着极高
的难度和风险，且易出现灾难性并发症。因
此，在骨科业内，脊柱侧凸的矫形手术一直
被称为“皇冠手术”！

脊柱侧凸是指脊柱在冠状面偏离了中轴
线，发生弯曲，也可以理解为老百姓平时所说
的“罗锅”、
“驼背”。患者常常在体检时、或
是在生活中发现自己的身体歪向了一边，同
时出现两侧肩部、腰背部的不对称，并且这种
外观畸形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
在门诊时，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患者：
还在读中学的妙龄少年体检时被发现两侧肩
胛骨不对称，一侧突起严重，在之后的两年
中，这种不对称持续加重，来医院就诊时，一
侧背部已如罗锅般凸起；
40 多岁的患者一次
腰部受伤后自觉人越来越歪，同时还出现了
严重的驼背，不仅上半身没法站直，行走后还
会出现严重的腰痛，必需要借助外力如助步
器才能行走；
60 多岁的阿姨在绝经期后，身
体越来越歪向一边，走在路上总会招来异样
的眼光，不仅如此，严重的腰背部疼痛还会伴
随下肢的跛行，走不了 5 分钟就要原地休息。
她们所得的疾病，
正是“脊柱侧凸”。
脊柱侧凸是一种古老而常见的脊柱畸形
性疾病，
一旦发病，
可导致外观畸形，
若不及时
诊治，
还会使患者丧失劳动能力。脊柱侧凸的
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被他人议论嘲笑，给
患者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导致生理和
心理的双重残疾。严重的脊柱侧凸甚至可因
内脏功能障碍、
神经功能损害等危及生命。虽
然在最早的医学典籍中就有对于脊柱侧凸的
相关记载，但因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国内外对
于该疾病的认知和治疗研究进展仍有不足。
由于病因不明，病理改变复杂，脊柱侧凸
的诊治一直是医学领域的一个难题。由于临
近心脏、主动脉、肺脏、脊髓、神经根等重要脏

复杂严重脊柱侧凸的矫形手术目前存在
一大难题：由于脊柱侧凸患者的脊柱骨性结
构本身存在畸形，用于术中矫形的内固定系
统置入具有极高的难度和风险。文献报道胸
椎椎弓根螺钉的误置率高达 6%-57.4%。脊
柱比邻脊髓、神经根、心脏、肺脏以及胸腹主
动脉等重要脏器，
内固定误置极易导致瘫痪、
大出血甚至死亡。因此，
矫形内固定的置入现
在已成为脊柱畸形矫正手术的瓶颈问题。
既往脊柱侧凸的矫正手术都是通过主
刀医生的经验及术中反复 X 光透视来确认
内固定准确性，但仍不可避免存在误差，并
且术中辐射也会加重损伤。近年来，我们通
过引进一系列的外科手术“新科技”，已经
走在了攻克这些外科难题的前列。这些科技
装备中首当其冲的，便是骨科手术机器人的
使用。骨科手术机器人完完全全为了骨科手
术服务，在术中充当骨科医生的 “第三只
手”。
骨科手术机器人由机械臂主机、光学跟
踪系统、主控台组成，拥有精准至 0.1 毫米
的精确度。在术中，机器人通过三维影像扫
描进行三维空间精准定位，接着手术医生通
过三维图像设计虚拟手术计划，主控电脑系
统作为机器人的大脑，智能地将医生的虚拟
手术计划传达给机械臂，最后再由机器人将
手术计划落实到实际，从而达到精确无误的
手术操作。有了手术机器人的辅助，对于畸
形程度高、椎弓根变异复杂的患者，我们可

以自豪地说：
“内固定误置？不存在的！”
除此之外，骨科手术导航系统也越来越多
的被用到严重脊柱侧凸患者的矫形手术中。有
了这些科技手段加持，在术中可以迅速扫描患
者手术节段的三维 CT 图像，并将数据传输给
导航系统。在脊柱微创手术、复杂畸形矫正手
术等操作过程中，这些设备的运用能帮助外科
医生将手术精确性提升到毫米级的程度，有效
避免了神经损伤、内固定误置等并发症。

对于一些症状较轻，畸形程度不严重的病
例，往往通过药物、理疗、支具等治疗手段即可
获得满意疗效。而对于一些畸形程度严重、神
经压迫症状明显、日常生活严重受困扰的患者
来说，尽早接收手术治疗才是正确的选择。
对于手术患者，
何提高手术矫正率、
减少术
中及术后并发症的发证。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优化患者的健康相关生存质量一直是脊柱外
科领域的研究热点。随着三维矫形理论和脊
柱手术系统的不断发展，目前我们在这方面
已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术前，
我们通过精
确的角度测量和畸形评估为患者制定最优化
的手术方案；术中，我们根据患者个体情况选
择合适的手术矫形系统，并且应用实时神经
监测将神经并发症降至最低；术后，我们通过
外科、护理及康复多个团队的合作，优化患者
的康复流程，
使患者尽早回复到社会生活中。
我们不难想象，在过去，很多复杂的脊柱
畸形往往都是外科手术“禁区”，术中的灾难
性并发症无法想象，从而也导致了这些严重
的患者不能得到有效的手术矫正，致使大量
复杂、严重的脊柱畸形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
疗。有了医疗“新科技”手术技术的加持，脊
柱外科的“皇冠手术”已不再令人高不可攀，
以往的手术“禁区”也不再令人遥不可及。通
过合理运用现代手术技术，复杂脊柱疾病患
者将得到更好的治疗，也将进一步提升这一
类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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