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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少少年年初初次次吸吸烟烟多多在在1100岁岁前前
专家提醒，一成未成年哮喘病由吸烟引起

从5月10日起，中国卷烟商业批
发环节的消费税率将从目前的5%

上调至11%，每支烟还将加征0 . 005

元的从量税，即每包烟从量税上涨
0 . 1元。

中国烟草专卖局消息显示，卷
烟批发环节的消费税率上调后，全
部卷烟批发价格将统一提高6%，同
时按照零售毛利率不低于10%的原
则，同步提高零售指导价。

时隔半月多，中国多地价格监
测部门的公开数据表明，卷烟涨价
已然落地。在多数地区的销售终端，
20元以内的卷烟价格每包普遍上涨
0 . 5至1元，20元以上的每包上涨1至2

元或2元以上不等。
在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有成本

效应的控烟措施是提高烟草的税收
和价格。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显示，
烟草价格每增长10%，放弃吸烟的
成年烟民增加3 . 7%，放弃吸烟的青
少年烟民增加9 . 3%，而这一数字在
发展中国家则要翻一番。

烟草价格每增一成

青少年戒烟增9.3%

中美联合研究表明，中国初中
学生暴露于烟草广告和促销的现状
相当严重 ,暴露使学生更容易对烟
草使用持正向态度。

研究者们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
随机抽样的方法 ,在全国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初中在校学生中选取
调查样本。采用学生自填问卷方式
收集数据,内容主要包括烟草使用、
二手烟暴露、烟草制品获得与价格、
控烟宣传、烟草广告和促销、对烟草
的认知和态度等。

结果显示，在过去的3 0天内 ,
48 . 5%的初中生见过烟草广告或促
销 。其 中 通 过 电 视 的 比 例 最 高
(21 . 3%),其次为户外广告牌(20 . 1%)、
烟 草 零 售 点 ( 1 7 . 5 % ) 和 互 联 网
(15 . 6%)。此外,4 . 6%的学生报告自己
有印着烟草产品品牌的物品 ;2 . 0%

的学生得到过烟草公司工作人员提
供的免费烟草产品;25 . 2%的吸烟学
生最近一次购买卷烟是按“支”购买
的;69 . 7%的学生报告在电视/录像/

电影中看到吸烟镜头。从未使用过
烟草产品的学生中 ,暴露于烟草广
告和促销者认为吸烟更有吸引力、
好朋友给烟可能会或肯定会吸、未
来12个月可能会或肯定会吸烟、吸
烟令人感到更舒服、自己可能会喜
欢吸烟的比例均高于非暴露组。

半数初中生遇到过

烟草宣传促销

“根据2014年的数据，我国目
前吸烟人数大约有3亿，吸烟低龄
化的趋势日益严峻，青少年中尝
试吸烟者已不下4000万。”漱玉平
民大药房工作人员姜宁介绍说。

事实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青少年到医院或者药店购买呼吸
道感染等方面的药物。“我们发
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吸烟
而引发或者加重的。”姜宁分析
说，由于身体正处于发育阶段，烟
草对未成年人的危害比对成年人
更大。“有数据显示，未成年哮喘
病人中，吸烟引起的占10%以上，
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低龄化的趋势也蔓延至小
学。根据2013年，山东省所做的一
次调查，小学生的尝试吸烟率为
6%，初次吸烟的平均年龄7 . 8±
2 . 1岁，统计显示7-8岁是尝试吸
烟的高峰期，占38 . 4%。“这个数字
与国外统计的数据，即8岁前后产
生尝试吸烟的冲动基本吻合。”姜
宁说。

综合来看，青少年吸烟的发
生受个人、家庭及环境的影响。

“年轻人爱冒险、自控力不强、易
受周围环境影响的特征，很容易
让他们染上烟草。”姜宁说，家庭
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家长吸烟，孩
子吸烟的可能性要比不吸烟的家
庭高2-4倍。同时，青少年看重与
同伴的关系，出于从众及相互认
可的心理，烟草便会从一个孩子
传染给另一个孩子。

爱模仿及环境

致吸烟低龄化

齐鲁晚报大篷车本期主讲吸烟危害及戒烟常识

市市民民多多知知吸吸烟烟伤伤肺肺不不知知伤伤心心脑脑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刘

光斌 ) 3 1日是世界无烟日，
“根据一项调查，吸烟会引起肺
癌的知晓率已经超过八成，但
是吸烟引起中风、心脏病的知
晓率却只有45%。”本期齐鲁晚
报大篷车活动走进漱玉平民大
药房张店兴学街店，在市民健
康体检的同时，也普及吸烟危
害及戒烟常识。

“中国每年因吸烟死亡100

万人，超过结核、艾滋和疟疾死
亡人数总和，吸烟者平均寿命缩
短10年。”漱玉平民大药房工作
人员孙振海介绍说，长期以来，

市民对于吸烟的危害大多集中
在肺部疾病上，事实上，中风、心
脏病等疾病的诱因也大多与吸
烟有关。

据了解，吸烟可以使血管痉
挛，血压升高，还能加速动脉硬
化、促使血板聚集，从而导致血
液粘稠，血流缓慢，为中风创造
了条件。“根据国外一项调查，吸
烟者发生中风的危险是非吸烟
者的3倍，而且中风发作危险比
非吸烟者早10年。小中风患者吸
烟发生中风的危险会增加10

倍。”孙振海说，吸烟者戒烟之后
一年半至两年，其中风危险可降

低至非吸烟者中风发病率水平。
“吸烟引发心脏病的原因与

中风类似，都是造成心血管壁损
伤，血液粘稠。烟草中的尼古丁
会导致身体肾上腺素和甲状腺
素的分泌增多，使心跳加快、血
压升高，从而提高了心脏病发作
的风险。”孙振海说，根据国外的
一项统计数据，发现男性每天吸
6～9支香烟或l～2支雪茄，心脏
病发作的危险就会增加l倍。女
性每天吸烟3～6支，就会使心脏
病危险增加l倍。

然而事实上，在目前吸烟所
造成的诸多危害中，对于中风和

心脏病的知晓率却偏低。“对吸
烟危害的认识不够全面，其危害
程度便无法达到警醒烟民的程
度。”孙振海表示。

“戒烟是否成功，与吸烟者
的戒烟意愿是否强烈有着极其
重要的关系。其次，没有认识到
烟草成瘾的科学戒除方法，很少
求助专业医生；医院戒烟门诊不
健全，经过专业培训的医生少。
戒烟药物较贵，且不能进入医保
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戒烟成
功率。”孙振海表示，国人有相互
敬烟的习惯，该习惯往往会成为
某些人复吸的重要因素。

近几年来，青少年人群中吸烟的比例不断增加。2014年的数据显示，我国19 . 9%的学生尝试过使
用烟草制品，初中学生吸烟率达到了6 . 4%，每10个初中男生就有1人吸烟。专家介绍，控制吸烟已经越
来越向控制青少年吸烟发展，而旅游、运动等多个途径是帮助青少年戒烟的有效途径。

戒烟前五天最难熬，须咨询科学戒烟法

青少年“烟民”如何戒烟
呢？“今年，国家提高了烟草税，
这本身便是加强对中低收入
者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控烟的
措施。”漱玉平民大药房工作
人员贾丽说。

“无论是哪种戒烟方法，
让青少年了解烟草的危害及
产生戒烟的意识是首位的。”
贾丽建议家长，每年可适当带
着孩子参与一些宣传控烟的
的展览，让孩子了解更多这方
面的常识。

青少年的身心特征区别
于成年人，“无论是否形成烟
瘾，都有必要到医院咨询医
生，采用科学合理的戒烟方
法。”贾丽说。青少年活泼好动，
可以从加强体育锻炼、户外旅
行等途径，来开拓其身心，隔
绝烟草的影响。

“旅行是通过身边环境的
转换，让青少年在该过程中逐
渐强化戒烟信念。适当的运动
能够调节情绪，能够代替人在
紧张、焦虑等情绪下吸烟的行

为模式，是一种既能锻炼身体
又能戒烟的双赢选择。”贾丽
说。

“戒烟或控烟的最初5天
比较难熬，比较好的方法是，
两餐之间喝6-8杯水，促使尼
古丁排出体外。使用温水淋
浴、充分休息、经常做深呼
吸、不喝刺激性饮料、不吃油
炸类食物等。”贾丽说，维生
素B有安定神经除掉尼古丁
的作用，青少年可在戒烟过
程中定期服用。

吃糖不帮助戒烟

反利于加重烟瘾

本报记者 刘光斌

对于目前流行的多种吸烟口头禅，专家表示，目前比较流行的戒烟使人发胖、生病以及吃糖可
以戒烟等，都是误区。

首先，不是所有人戒烟都发胖。孙振海介绍说，一些烟民在停止吸烟后确实会体重增加，因戒烟
发胖的人，一段时间内平均体重增加不过2-5kg，这是因为烟雾对身体的刺激消失，各个器官的状态
逐渐转好，食欲增加，如果不加强身体锻炼，体重会有所增加。

有些人选择通过含糖果来戒烟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可能会加重烟瘾。孙振海解释，实验证明酸
性体液能促进尼古丁排泄，当尼古丁排泄完了以后，会迫切地想抽第二支烟。而糖是一种生理酸性
食品，可能会加重烟瘾，不利于戒烟。

吸烟者一旦成瘾，当停止吸烟后，会出现烦躁不安、易怒、焦虑、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失眠、
心率减慢、食欲增加等戒断症状，这就是吸烟人戒烟后的不适感觉。孙振海说，有些人吸了很多年的
烟，戒烟后反而得病，这并不是因为戒烟才得的病，而是戒烟之前已经有了基础疾病。

友情提示

工作人员正在为市民量血压。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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