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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山东省一所小学学生展示用废弃饮料瓶和挂历纸等制成的戒烟宣传模型"

世界无烟日前夕!各地学校纷纷开展禁烟主题宣传活动!呼吁人们远离烟草!给孩子们一个无

烟的成长环境" 新华社发#赵东山 摄$

6

月
37

日!在第二十五个世

界无烟日到来之际! 卫生部首次

发布 "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

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吸烟危

害健康的权威报告$

对于吸烟的危害等! 这个报

告有哪些权威的事实和分析%"报

告& 对广大吸烟人群提出哪些警

示% 请看记者报道$

我国吸烟人群逾
"

亿! 公众

对吸烟危害认识严重不足

根据!报告"#我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吸

烟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影响尤为严

重$

调查表明# 我国吸烟人群逾

3

亿#另有约
8/9

亿不吸烟人群遭

受二手烟的危害% 每年因吸烟相

关疾病所致死亡人数超过
!77

万# 如对吸烟流行状况不加以控

制#至
"767

年每年死亡人数将突

破
377

万# 成为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堪承受之

重$

!报告"认为#我国公众对吸

烟和二手烟暴露危害的认识严重

不足&

3:9

以上的人群不能全面了

解吸烟对健康的危害 %

":3

以上

的人群不了解二手烟暴露的危

害%大部分公众对'低焦油不等于

低危害(的观点缺乏正确的认识#

且受教育程度高者有此错误认识

的比例也很高# 反映出公众普遍

对这一问题存在严重认识误区$

烟草烟雾中含有
$%

种致癌

物

!报告"指出#烟草烟雾中含

有
#;

种已知的致癌物#这些致癌

物会引发机体内关键基因突变#

正常生长控制机制失调# 最终导

致细胞癌变和恶性肿瘤的发生$

比如#吸烟可以导致肺癌)口

腔和鼻咽部恶性肿瘤等疾病%吸

烟还可以导致结肠直肠癌) 乳腺

癌和急性白血病% 对呼吸道免疫

功能) 肺部结构和肺功能均会产

生不良影响# 引起多种呼吸系统

疾病%会损伤血管内皮功能#可以

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使动

脉血管腔变窄#动脉血流受阻#引

发多种心脑血管疾病% 可以导致

!

型糖尿病# 并且可以增加糖尿

病患者发生大血管和微血管并发

症的风险% 烟草烟雾中含有多种

可以影响人体生殖及发育功能的

有害物质**

二手烟暴露没有%安全水平&

!报告"还认为#二手烟中含

有大量有害物质及致癌物# 不吸

烟者暴露于二手烟之中同样会增

加多种吸烟相关疾病的发病风

险+

比如# 二手烟暴露可以导致

肺癌)烟味反感)鼻部刺激症状和

冠心病%导致乳腺癌)鼻窦癌)成

人呼吸道症状)肺功能下降)支气

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脑卒

中和动脉粥样硬化% 对孕妇及儿

童健康的危害尤为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 二手烟暴露

没有所谓安全水平# 即使短时间

暴露于二手烟之中也会对人体的

健康造成危害-在室内环境中#无

论是加装排风扇) 空调还是其他

装置# 都无法避免非吸烟者遭受

二手烟危害$ 唯一能够有效地避

免非吸烟者暴露于二手烟的方

法#就是在室内环境中完全禁烟$

%新型卷烟&并未降低疾病风

险

!报告"认为#不存在无害的烟

草制品#只要吸烟即有害健康$ 有

充分证据说明# 相比吸普通卷烟#

吸.低焦油卷烟(并不会降低吸烟

带来的危害-.中草药卷烟(与普通

卷烟一样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大量证据表明#.新型卷烟(

并未降低吸烟者的疾病风险- 烟

草业设计和推出.低焦油(/.低危

害(卷烟#并加入中草药等添加物

的目的在于提高卷烟的吸引力#

从而诱导吸烟或削弱吸烟者戒烟

的意愿&

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可能因

认为吸.新型卷烟(的健康风险降

低而继续吸烟% 已戒烟的吸烟者

可能因认为吸.新型卷烟(的健康

风险降低而重新开始吸烟% 不吸

烟者#尤其是青少年#可能因认为

.新型卷烟( 安全无害而开始吸

烟$

吸烟成瘾是一种慢性疾病

对于吸烟对平均寿命的影

响#!报告"指出#吸烟者与不吸烟

者相比# 平均寿命约减少
!7

年#

#7

)

67

)

97

或
37

岁时戒烟可分别

赢得约
3

)

#

)

;

或
!7

年的预期寿

命$ 戒烟后所增加的寿命年数为

.健康的生命年数(# 与持续吸烟

者相比# 戒烟者更少伴有疾病和

残疾$

因此#戒比不戒好#早戒比晚

戒好$ 戒烟越早#健康获益越大#

寿命延长越多$无论何时戒烟#均

可获得更长的预期寿命$

!报告"还认为#在尝试吸烟

的人中约有
!:3

可发展为每日吸

烟者$ 虽然不是所有吸烟者都会

产生烟草依赖# 但吸烟者一旦发

展为烟草依赖者则很难戒除#而

长期吸烟会带来巨大的健康危

害$

吸烟成瘾是一种慢性疾病#

称为烟草依赖# 常表现为躯体依

赖和精神依赖两个方面$

躯体依赖表现为# 在停止吸

烟或减少吸烟量后# 吸烟者会产

生一系列不易忍受的戒断症状#

包括对吸烟的渴求)焦虑)抑郁)

不安)唾液腺分泌增加)注意力难

以集中)睡眠障碍等#部分戒烟者

还会出现体重增加$ 精神依赖又

称心理依赖#俗称.心瘾(#表现为

主观上强烈渴求吸烟$

许多吸烟者知道吸烟的危

害#并有意愿戒烟#但因烟草依赖

而不能控制吸烟行为$ 对于没有

成瘾或者烟草依赖程度较低的吸

烟者可以凭毅力自行戒烟$ 对于

烟草依赖程度较高者# 则需要使

用戒烟药物进行治疗$

&##

多位专家完成权威控烟

报告'新闻背景$

6

月
3!

日是世界卫生组织

发起的第二十五个世界无烟日$

今年无烟日的主题是 .烟草业干

扰控烟(#口号是.生命与烟草的

对抗($

卫生部首次发布的 !中国吸

烟危害健康报告"#是我国第一部

系统阐述吸烟危害健康的权威报

告$ !报告"充分采集了国内外科

学研究证据# 系统阐述了吸烟及

二手烟对健康的危害# 科学分析

了烟草依赖的原因# 介绍了戒烟

策略与措施$ !报告"由国内外著

名医学专家
!77

多人合作撰写和

审议完成# 内容涉及烟草及吸烟

行为)烟草依赖)吸烟及二手烟暴

露的流行情况) 吸烟对健康的危

害)二手烟暴露对健康的危害等$

卫生部首次发布吸烟危害健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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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钱江晚报 &报道 !

6

月
"6

日零时起! 浙江义乌实行公立医

院改革试点!药品零差率销售$ 该

类医院的普通挂号费从原先
3

(

9

元!涨到
!7

元$ 卫生局回应称!此

次调整包括挂号费在内的服务费

上调!但降低药价!患者实际负担

减轻了$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初衷是

好的!旨在切断)以药补医*的利

益链条! 破解民众看病贵看病难

的现状+ 只不过!医院改革刚一试

点就将挂号费大幅涨价! 难免让

人对医改充满疑虑$ 对此!不少网

友发出 )越改越贵*,-看病贵加

剧*等猜测!未尝不是一种警示!

值得警醒与深思+

按照义乌卫生局方面的解

释! 此次医院改革试点通过采取

)一减二调一补* 等综合措施!统

一提高挂号费! 同时减少药品费

用!所有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通

过调价方案的对比! 可以使患者

就医成本得到降低! 从而减轻患

者的实际负担+ 如果患者的看病

费用能够降低! 涨挂号费算得上

是花小钱得大实惠+ 让人质疑的

是!这些只是卫生局的自话自说!

到底能否真的减轻患者负担!最

有资格表态的仍是患者+ 笔者以

为!患者的担忧不无道理!医改声

称实行零差率销售! 而当前药价

普遍呈虚高态势! 即使同一种药

品不同医院售价也有很大差别!

医院单方面称)零差率*!患者实

际上并不知情! 一旦挂号费上涨

而药价居高不下! 医改新政的优

越性何处体现%

让人不解的不仅在药价方

面! 其他医疗环节亦如此+ 据介

绍! 此次调整的医疗服务价格主

要涉及五个方面.调整诊查费,手

术费,治疗费,护理费!适当增加

床位费+ 检验费,检查费,大型仪

器治疗费等!不予调整+ 所谓调整

诊查费,手术费等调节幅度多少!

并未公开明细! 如果只是细微调

节! 患者能享受的实惠显然非常

有限+ 相反! 增加的不仅是挂号

费!还有床位费!而对民众普遍关

心的检验费,检查费,大型仪器治

疗费等却不予调整!由此!患者能

够享受的实惠可见一斑+

作为公立医院! 迈出医疗改

革步伐!身后有政府的支持!即便

药品等费用下降!还有财政补贴+

而作为患者!不论何种费用上涨!

都事关民生! 这其中还包括无医

保,无社会保障的人群+

公立医院改革来不得半点矫

情!各项措施的出台都不能-一言

堂*,-想当然*+ 相关部门必须广

泛听取民意! 经多方论证后制定

科学的决策! 同时拿出刮骨疗伤

的决心和勇气! 使医疗改革扎实

有效推进! 而检验医改成败的唯

一标准! 除了民众是否由衷说好

外!别无他途+ '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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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突然出现奇怪的 .不识

字( 的陇女士在北京一家脑科医院

被诊断患了巨大脑胶质瘤# 最大直

径达
8

厘米#近日#在显微镜下成功

摘除了脑肿瘤后又重新找回对文字

的完整记忆$

陇女士是一所高校的文学教

授$ 据陇女士说#她一个月前看书的

时候#突然很奇怪地发现#书上很多

熟悉的字都不认识# 而这些字连小

学三年级的学生都能认识$ 十几秒

钟后#又能重新认识那些字#就这样

反反复复# 每天这样的情形会出现

好几次$ 一个月后#这种现象越来越

明显#前往医院检查后#发现她大脑

的左顶枕叶区长了一个胶质瘤肿

瘤$ 医院专家在显微镜下为患者做

了左顶枕开颅术#全部切除肿瘤$ 术

后一周#陇女士发现#术前那种对文

字突发性失忆的现象再也没有了$

据专家介绍# 陇女士是因为肿

瘤诱发了癫痫# 导致她会出现间断

性的突发性文字失忆$

'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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