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然失声是常见的嗓音问题。

广东省人民医院咽喉头颈颌面外

科主任葛平江建议，市民在日常生

活中要注意用嗓卫生。“用嗓不要

过量、音量不要过高，常用嗓子的

职业如教师、歌唱演员，要经过嗓

音的专业训练；在饮食上，应多饮

水，少吃酸性的东西。 ”葛平江解

释， 每个人都会有打嗝的时候，此

时会返流胃酸， 胃酸中的酶在PH

值太低时会被激活，酶被激活后会

损伤喉的上皮细胞，这是慢性咽喉

炎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在生活习惯上，应该尽量减少

清嗓子的行为，有上呼吸道感染时

应尽早治疗。 此外，尽量不在嘈杂

的环境中大声说话，用嗓量太大时

不要继续“加码”。 即便出现失声，

也不要焦急。 葛平江指出，失声分

为器质性、功能性、心理性失声三

种类别。 应对不同的失声，有不同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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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嘶别轻视 或是大病“警示灯”

□

信息时报记者 黄艳 廖温勃

通讯员 靳婷 彭福祥 梁嘉韵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嗓音。

记者了解到，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

压力加大，销售、教师等用嗓较多的群体

容易发生失声等嗓音疾病。 有咽喉科医

生指出，很多市民对于声音嘶哑、喉咙痛

并不重视。但实际上，这有可能是身体出

现大病亮起的“警示灯”。 专家建议，对于

经常频繁用嗓的群体， 要注意嗓子的休

息，平时可以采取嘴唇“打嘟”、发气泡

音、救护车音来方式来舒缓嗓子，缓解嗓

部疲劳。

声嘶是癌前病变表现之一

中山一院副院长、 耳鼻咽喉科医院

院长、教授文卫平介绍介绍，从接诊情况

来看， 嗓音疾病患者具有一定的职业特

点。 例如，教师、销售、音乐工作者等平时

用嗓多且用嗓声音大是属于高发群体。

在生活习惯方面， 抽烟喝酒也容易带来

嗓音问题。 但空气污染与嗓音疾病有一

定相关性，却没有必然性。“来医院寻求

帮助的， 教师群体患者大多数是存在良

性病变。而生活习惯有抽烟喝酒的男性，

部分就存在癌前病变情况。 ”

文卫平表示， 不少市民在自己嗓音

刚刚出现变化时并不重视， 直到出现呼

吸困难才就医。“出现音调音色变化、声

音嘶哑，这个过程是比较缓慢的，很多人

觉得能扛就扛， 等到咽喉呼吸困难才来

看病， 这个时候就进入到分期较晚的阶

段了。 ”文卫平说，“嗓音是表象问题，其

实一些威胁健康的疾病正在发生， 例如

喉癌、下咽癌、胸部心脑血管等。 ”

中山一院耳鼻咽喉科医院喉专科主

任、教授雷文斌表示，一些甲状腺肿瘤、

食管疾病、肺部疾病、脑神经疾病等都会

以声音嘶哑为直观表现。“一开始只是声

音嘶哑，间歇到渐进性。 因此，建议年龄

超过四十岁，有吸烟史的人群，发现超过

一个月嘶哑就一定要引起注意。 早期治

疗效果好，进入晚期的话，可能说话功能

都保不住。 ”

急性喉炎严重时会阻塞呼吸道

中山一院耳鼻咽喉科医院喉专科教

授蒋爱云介绍， 成人尤其是小孩出现咳

嗽、 声音沙哑， 容易导致呼吸困难， 如

果不及时治疗， 一旦是急性喉炎， 将引

起喉阻塞， 容易发生严重的后果。 据

悉，“犬吠样”“空空样” 咳嗽等， 都是急

性喉炎表现。

“很多人出现声音沙哑、 讲话含糊，

一开始以为是感冒、劳累受凉，但很可能

会是急性会厌炎，该病会引起喉部阻塞，

建议尽快就医。 ”蒋爱云告诉记者，“曾经

有一个病人刚从德国回来， 因为喉咙痛

前来就诊，我们发现就是急性会厌炎，喉

部肿大得跟一个小球似的， 这会阻塞呼

吸道，需要立刻进入病房住院手术。 紧急

情况下，要进行气管切开治疗”。

中山一院喉科博士吴杏梅介绍，细

菌感染、过敏、刺激性气体等各种原因都

可能引起急性会厌炎， 但其直观的表现

就好像喉咙里含着糖一样， 需要立刻到

大医院专科就医。“该疾病发生快，二十

四小时内起病， 三天不救治就会有严重

后果。 ”

突然失声怎么办？

器质性失声

往往因唱歌、 说话用嗓太多随即又突然大声喊叫， 引起声带水

肿、出血，导致失声。

应对方法：

不建议继续大量说话，甚至禁声。 用药物保守治疗的

同时，也要让嗓子经过一段时间恢复，一般需要一周左右；当有出现

息肉且保守治疗无效时，需要用手术治疗；在饮食方面，需要减少食

用刺激性的食物，尤其不要吃酸。

中山一院世界嗓音日系列活动

义诊地点：

中山一院1号楼1楼

门诊大厅

健康讲座：

中山一院1号楼5楼

健康教育中心

时间：

今天下午三点至五点

广东省人民医院世界嗓音日义诊

主题：

珍爱嗓音 从我做起 世

界因你而动听

时间：

4月16日9：30至11：00

地点：

门诊一楼大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谢菁菁 通讯员

伍晓丹 郑兴）

本周六是全国爱鼻日。 记

者从珠江医院耳鼻咽喉科了解到，严重

的过敏性鼻炎不仅影响生活质量，还会

引发如哮喘、皮肤炎等疾病。 该院耳鼻

咽喉科主任邱前辉表示，目前对于尘螨

过敏的患者， 是可以进行对因脱敏治

疗，以类似“以毒攻毒”的方式，让身体

建立免疫力。

脱敏治疗提高患者耐受性

邱前辉介绍， 大量国内外临床实

践已经证实， 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完成

的脱敏治疗可以使得过敏症状明显减

轻甚至消失， 对症药物用量减少甚至

停用， 治疗后免疫系统趋于正常， 减

少新增过敏原等。 对尘螨过敏的过敏

性鼻炎患者、 过敏性结膜炎患者、 过

敏性哮喘患者， 如果经医生检查没有

其他禁忌症， 由专业医生进行相应检

查后， 就可以结合临床症状判断是否

能进行尘螨脱敏。

目前，珠江医院耳鼻咽喉科开展的

尘螨脱敏治疗，是通过逐渐增加剂量与

浓度的尘螨提取物，对尘螨过敏患者进

行反复接触， 提高患者对尘螨的耐受

性， 逐步改善患者全身免疫失衡状况，

从而控制或减轻过敏症状的一种治疗

方法。

不过邱前辉特别提醒，尘螨脱敏治

疗有相应的禁忌症， 如妊娠期患者，伴

有严重的或未控制的哮喘以及不可逆

的呼吸道阻塞性疾病的患者等，都不能

进行免疫治疗。

新疗法可缩短疗程

据悉， 目前国内的尘螨脱敏治疗

主要有皮下注射法

（皮下免疫治疗 ）

和舌下含服法

（舌下免疫治疗）

两种。

皮下免疫治疗通常在 ５ 岁以上、 60 岁

以下的患者中进行， 舌下免疫治疗的

最小年龄可以放宽到 3 至 4 岁。

一般皮下注射的治疗分为两个阶

段，初始治疗阶段为期四 个月，每周要

注射一次药剂。 维持治疗阶段则维持

32 个月， 每个月要到医院注射一次药

剂。 整个疗程的注射次数将达到 40 次。

由于存在治疗过程中可能诱发过敏反

应发作的风险，皮下注射需要在专科门

诊由专业医护人员进行对症处理。

邱前辉表示， 由于疗程时间长达

三年， 且不能间断治疗， 容易影响女

性妊娠或其他疾病治疗等。 因此， 很

多患者， 尤其是异地就医的患者往往

难以坚持。 “不过目前医学界已经可

以把初始阶段的 4 个月治疗缩短至 7

周甚至 1 周， 这对患者来说是很有意

义的。” 邱前辉说。

春夏交替鼻敏感频频发作如何是好？

脱敏治疗可“以毒攻毒”，让身体建立免疫力

记者帮你问

功能性失声

嗓子已经很“疲劳”了，但有更繁重的说话任务，导致嗓子用力不

均衡、发音疲劳，以致说不出话。

应对方法：

需要医生诱导正确发声方式，即进行嗓音治疗。

心理性失声

因突发事件，如脖子被人暴力卡住、遇到大悲之事，明明嗓子可

以发音，但内心却认为无法说话而说不出来。

应对方法：

需要采用暗示诱导病人克服矛盾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