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无烟日 说说烟与健康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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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把每年的
&

月
$

日

定为世界无烟日!并从
%"''

年开始执行" 从
%"'"

年开始!

世界无烟日改为每年的
(

月
)%

日" 选择
(

月
*+

日作为世

界无烟日!是因为第二天是国际儿童节!希望下一代免受

烟草危害" 今年
(

月
,%

日!是第
-'

个世界无烟日!记者与

您一起认识烟与健康那些事儿"

禁烟宣传!吸烟除了致癌还能导致"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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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烟草含有的化学成分高

达几千种吗" #!您知道烟草中的致癌

物有多少种吗" $%您知道吸烟能 &毁

容'吗" #

(

月
,.

日和
(

月
,!

日(由市

卫生局)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

称市疾控中心+牵头(市中心医院)市

中医院) 市妇幼保健院等单位组织工

作人员(在周口市区五一文化广场开

展世界无烟日宣传活动, 据了解(此

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烟草危害知

识的宣传普及(引导广大群众摒弃不

良习惯(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

月
,!

日上午(记者在宣传活动

现场看到(控烟宣传展板)宣传画吸

引了不少过往市民驻足观看,市疾控

中心工作人员耐心向过往市民讲述

吸烟的危害-!近日媒体报道说(一名

!,

岁孩子的血管如
'.

岁老人( 收缩

期血压高达
!'.

, 即使用了高血压

药(还是无法解决血压的异常, 原来

孩子的父亲十几年来一直在家里抽

烟(而且烟瘾颇大(每天
,!(

包烟(可

怜的孩子从娘胎里开始(就一直吸食

二手烟, $!吸烟容易导致人们出现早

衰)皮肤老化)色素沉积等现象(严重

的还会引起黄牙)口臭)黄手指等, $

另一名工作人员在向一对夫妇介绍(

!吸烟和吸二手烟会造成人体细胞缺

失(减少体内有修复能力的蛋白质含

量(从而导致.毁容', $

!为了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请

在无烟生活签名墙上写下自己的决

心吧/ $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不少市

民都挥笔签名,市民孙先生郑重地签

下自己的名字后说-!我从不吸烟(我

会劝自己的亲朋好友戒烟的, $

劝阻吸烟!慢慢戒烟 你能做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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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张热情洋溢的年轻面孔(一

句句暖人心脾的真诚劝告000

(

月

,.

日和
(

月
,!

日( 来自团市委)周

口师范学院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

手持宣传牌(沿着七一路)中州大道

等主干道(积极劝阻市民吸烟)宣传

无烟理念,

!师傅( 您可以把手中的香烟掐

灭吗" $

(

月
,.

日上午(来自周口师

范学院的青年志愿者宋利佳笑着对

市民张先生说(!

(

月
,!

日是世界无

烟日(吸烟有害健康(香烟的烟雾中

有
&...

多种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

质(其中
/"

种能致癌11#

张先生笑着回应-%听着怪吓人

的(不过吸烟确实有害健康(得了(这

支烟不吸了(以后也尽量少抽些, #张

先生边说边掐灭烟头(把烟头丢到宋

利佳递过来的矿泉水瓶中,

(

月
,.

日和
(

月
,!

日这两天(

在宋利佳这些志愿者的真诚劝诫

下( 不少烟民主动掐灭了手中的香

烟,

,.

多岁的王先生是名老烟民 (

看到志愿者前来劝阻(他笑着掐灭烟

头说-%这烟抽了很多年了( 说实在

的(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戒得掉

的(只能说今后少抽些/ #

%我以前也吸烟( 两年前戒了(

刚开始戒烟时很难受 (现在感觉身

体好多了, #市民杨先生介绍(他曾

经有七八年的烟龄 (家里有了小孩

后 (他下定决心戒烟 (他认为这样

不仅对自己负责 ( 更是对家人负

责,

志愿者张如梦说-%希望通过我

们的努力(唤起大家对吸烟和吸二手

烟危害的认识,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

义)有价值的事, #

无烟单位!监督很到位 市民很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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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记者在市中心医院

门诊部和住院部走访发现 ( %禁止

吸烟 #标语随处可见 (几栋大楼内

未见吸烟者 (即使有个别市民烟瘾

上来 (也只是拿着烟闻一闻 (并未

点燃,

市中心医院宣传科负责人东晓

杰告诉记者(他们是无烟单位(医院

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工作期间不吸烟(

倡议就诊的患者及其家属不在医院

范围内吸烟, 为了禁烟(他们医院成

立了无烟办公室(物业公司人员是专

业的禁烟宣传员和监督员(医护人员

是禁烟宣传志愿者(见到有人在医院

吸烟(他们都会主动上前制止, %市民

来医院就是为了看病)求健康(大家

都知道吸烟的危害(都很自觉(在医

院里(极少见到吸烟者(即使有极个

别人偷偷吸烟( 医护人员上前劝阻

后(他们都会立即掐灭烟头, #东晓杰

说(%你看(那位站在窗前的男子手里

一直夹着烟(时不时地闻一闻(但一

直没有点燃, #

记者上前采访该男子(他有点不

好意思地说-%今天是无烟日吗"我还

真不知道, 我知道医院是不能吸烟

的(可烟瘾上来了(会拿出烟闻一闻(

我是不会点燃的,为了自己和家人的

健康(也为了别人的健康(我以后会

少吸烟的, #

公共场所!禁烟有难度 市民应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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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0&

日(国务院法制

办公布了我国首部2公共场所控制吸

烟条例 *送审稿+3 征求社会各界意

见, 送审稿首先对!所有室内公共场

所一律禁止吸烟$ 作出了明确规定(

还有学校)大型活动现场等一些室外

场所也被提出禁止吸烟, 那么(市区

的一些公共场所内(市民吸烟的情况

如何"

(

月
,%

日(记者来到网吧)车站

等公共场所(发现吸烟者大有人在,

在建设大道的一家网吧内(记者

一进门就能闻到一股烟味(虽然显眼

位置张贴着禁止吸烟的标志(但是每

台电脑前却都摆放有烟灰缸(不少人

一边叼着烟一边上网, 工作人员说(

网吧内是不允许吸烟的(但是为了不

影响生意(他们对吸烟者也没辙,

记者在几家汽车站的候车室及

停车场内都能够见到吸烟的市民(但

这些市民在上车前都会习惯性地把

烟掐灭,一位候车的市民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等车很心焦( 如果不抽支

烟(心里更难受, 我也知道吸烟危害

健康(可是这几十年的老烟瘾哪能说

戒就能戒的, 不过(我会尽量不在公

共场所吸烟, $

像公园)广场这些公众休闲娱乐

场所也属于禁止吸烟的范围, 但是(

这些场所似乎成了禁烟盲区(许多市

民一边游玩一边!吞云吐雾$(毫无顾

忌, 记者上前提醒!公共场所一律禁

止吸烟$时(大部分市民会立即掐灭

烟头( 并表示不会再在公园吸烟了(

但个别市民则一脸不屑地说-!公园

这么大的地方(吸支烟有啥关系" 熏

不到别人的, $

对此(市卫生局和市疾控中心工

作人员呼吁(所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

员应该尽职尽责(宣传到位)劝阻到

位4广大市民身处公共场所(应该考

虑别人的感受(为了自己健康(也为

了别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

志愿者劝阻市民吸烟

不少市民在无烟生活签名墙上签名

医院难觅吸烟者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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