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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是生活中 不 可或 缺的
一部分，我们通过嗓音进行交
流、沟通，而嗓音疾病也是生活
中的常见问题，但很多人未引起
重视。因为用嗓过度、
发音不当、
身体疾病以及空气质量不佳等
原因，嗓音疾病逐年增加，教师、
歌手、播音主持人等职业群体和
处于变声期的青少年更是嗓音
问题高发人群。
今 天 是 第 17个 世 界 嗓 音
日 ，和 晨 报 一 起 重 视 嗓 音 ，让
“声”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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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林先生是一名歌手，
此前 曾参 加 过 2017年 《中 国
新歌 声 》，擅 长 高 音 。去 年 年
底，他觉得喉咙有异物感，唱歌
时音高上不去，原本可以唱的
海豚音更是无法达成，后来连
说话都费劲。经人介绍，他来到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耳鼻喉
科嗓音门诊就诊。
据接诊的嗓音 医 学亚 专科
负责人、主任医师庄佩耘教授描
述，林先生双侧声带轻度充血水
肿，闭合时有一沙漏状缝隙，同
时披裂黏膜见充血和水肿，最后
诊断为左侧声带息肉。庄教授对
其进行了显微镜下的声带息肉

切除术。术后 20天，
林先生便可
重新唱出高音，不过距离彻底恢
复还需要一段时间。庄教授表
示，声带息肉手术是常见手术，
但如果患者是艺术嗓音从业人
员，手术精准度的要求就比正常
人高。
庄教授介绍，嗓音医学可以
提供嗓音功能的评估及养护、艺
术嗓音的评估（歌唱者声部的鉴
定等）和嗓音疾病的诊治等。除
了很多现代高科技设备可以进
行嗓音评估诊断外，用耳听声诊
断也是他们的一大 “绝活”，嗓
音门诊的医生可以通过就诊患
者说话的声音，发现其存在的发
音问题，评判嗓音疾病的病因，
从而制订相应的嗓音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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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正确的 发 声方 式会
导致嗓音疾病外，身体其他部位
出现问题，例如早期肿瘤、神经
疾病、内分泌疾病等，也可能导
致嗓音发生变化，因此嗓音问题
不可掉以轻心。
两周前，庄佩耘教授接诊了
一名六十多岁的男性患者。他来
看诊时声音嘶哑，音调偏高，庄
教授观察到其声带一侧的震动
频率较高、运动较差，判断为其
他部位的病变在喉部的表现，让
患者做了头颅、
颈部、胸部 CT检
查，均未发现异常，倾向认为是
神经炎引起的嗓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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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庄教授正要开药时，仍
觉得不放心，又让患者做了食道
钡透检查，检查结果令人大吃一
惊。该患者食道中上段存在很小
的肿瘤，后确诊为食道癌。目前
该患者正在接受相关治疗。
激素变化或者内分泌疾病

也会引起嗓音问题，例如经期
女性的声带容易水肿，这时如
果用嗓过度或用嗓不当，声带
会因持续碰撞而损伤，导致声
带小结的产生。不过，只要激素
水平回归正常，大部分问题可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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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是一种声带运动，
不科学
的大量声带运动也同样会带来声
带的“运动伤”。如果通过声带保
养、训练正确的发声方式，就能预
防和治疗。记者采访了全国艺术
特长生认证考官、拥有 10年媒体
主持经验的黄满满老师，她介绍，
正确的发声主要从气沉丹田和口
腔控制两方面进行训练。
把发声位置放在丹田，
声音更
有穿透力，
嗓子也更不会累。把三
个指头横放在肚脐眼下就是丹田
的位置。黄满满介绍，
拖地、
上厕所
时那种腹部紧绷的状态，
其实就是
气沉丹田的感觉，
平时可以采用推
墙的方法找到感觉。两只手推墙，
两肋打开，腹壁站定，感受腹部紧
绷用力；把手放下，保持腹部紧绷
的状态说话，
就是气沉丹田。
同时，
说话时尽量放松喉部，
找到说话最
舒适的状态，声带轻巧地震动，嘴
巴和腹部同时使力。
而口 腔控 制则 把 握四 个字 ：
提、
打、
挺、
松。提笑肌，
学会微笑说
话；打开牙关，说话张嘴；挺软腭，
想象咬苹果、
把鸡蛋放进嘴里的感
觉；
松下巴，
把手放在下巴下方，
说
话时下巴碰手而非手碰下巴。用
以上的方法训练，
说出的话更加清
楚而不费力，
同时能更好地保护嗓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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