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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图形上烟包还不够
读者
来论

必须多管齐下，定会促进人们不去买烟、不作礼品送烟、让吸烟者戒烟、让青少年远离烟草，
同时降低医疗负担，减少疾病发生。

5月 15日，中国控制吸烟协
会发布对北京、天津、郑州和唐
山 4个城市共 5230名公众对烟
盒包装使用警示图形态度的调
查结果。调查显示，近八成受访
者支持在烟盒包装上印制烟草
危害警示图形，近七成受访者明
确表示不愿将印有警示图形的
卷烟作为礼品赠送他人。（《健康
报》5月 16日）
烟草危害已成为当今世界
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也
是人类健康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吸烟者吞云吐雾，不但会影响自
己的健康，而且会累及周围人的
健康。据统计，目前我国约有 3.5
亿吸烟者，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

病的人数近 100万，每年死于被
动吸烟的人数超过 10万。这些可
怕的数字对于相当一部分吸烟者
来说，仍然无动于衷。
此次调查显示，77.0%的受访
者认为，与没有警示图形的烟盒
相比，有图形警示的烟盒对告知
吸烟危害更有效；77.2%的受访者
支持在烟盒包装印上警示图形，
这一呼声在 18岁至 29岁的年轻
人中更为强烈，超 84%的年轻人
认为中国应该在烟盒包上使用警
示图形；69.3%的受访者表示不会
将印有警示图形的卷烟产品作为
礼品赠与他人，而 65.5%的受访
者也不愿接受这样的礼品。
警示图形上烟包，让烟草危

害更直接化、形象化、更恐惧化，
无疑能有效减少买烟、送烟、吸烟
现象，值得期待。但光警示图形上
烟包还不够。
作为各级医院，包括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
卫生室都有责任、有义务利用特
殊的就诊环境这一阵地，利用警
示图形上烟包、利用吸烟者患病
这个特殊时期针对性地进行健康
教育、劝解指导、戒烟诊疗。
但据调查了解，目前很少有
医院开设戒烟门诊，即使开设，也
不能每天有医生接诊，并对外设
立咨询电话。另外，门诊各科诊疗
医生也不注重对就诊者进行吸烟
有害健康的宣传，也缺乏戒烟劝

导技术，不能利用诊疗机会进行
有效戒烟劝导，不能把戒烟劝导
纳入门诊日志就诊记录内容，不
能对吸烟者针对性地开出劝导的
健康教育处方，对不吸烟者发放
“吸烟有害健康”宣传单。
为了更好地发挥控烟、禁烟
效果，让更多的人走出吸烟的“围
城”，在警示图形上烟包的基础
上，还要做到：一是要广泛通过报
纸、电视、公益网络、微信等新媒
体加大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力
度，不断提高居民对戒烟问题重
要性的认识。除了医院正规开设
戒烟门诊，强化戒烟门诊引导、宣
传外，还要在每个社区有明显的
禁烟标志，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宣

传画板。二是要每年对各级医院
每个门诊医生开展戒烟劝导技术
培训，把戒烟劝导纳入门诊日志
每个就诊记录的一项必记内容。
三是各科门诊医生要对吸烟就
诊者针对性地开出劝导的健康
教育处方，对不吸烟者发放“吸
烟有害健康”宣传单。四是各地
卫生计生部门要定期、不定期对
各级医院进行“禁烟就诊环境”
检查，把对患者戒烟劝导纳入医
院绩效考核的一项内容。五是加
强技术创新和顶层设计。不断开
发国产戒烟药物，调控过高的药
价，同时把戒烟咨询和药物纳入
医保、新农合。
严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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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评论

道德修养别“下班”

日前，甘肃兰州“大学教授闹机
场”的视频热传，机场公安称，自称
教授的女子系误机后与女地勤起口
角。有网友称女子确为教师，对此相
关高校未回应，称在配合民航核实。
大学教授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广
泛尊重，首先是因为大学教授属于
高知阶层，在一般意义上说，他们的
知识水平要远远高于普通民众，而
且，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目标，就是教
育并培养出社会需要的高水准人
才，同时，教书育人本身就是一个高
尚的职业，因此，对于教授们的“三
高”身份，社会给予了格外的尊重。
但是，这位大学教授却没有表
现出这样的修养，首先，因个人时间
安排问题而误机，这完全是自己的
问题，而对于机场地勤人员来说，有
着明确的规定，在截止时间之后，绝
对不能网开一面，事实上，机场地勤
人员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对于这样
的基本规则，即使是一般乘客也可
以完全理解，而对于大学教授来说，
理解起来更不该产生心理不适感，
因为社会规则的效力，不能也不该
因乘客的身份而发生改变，否则，就
是一种特权的规则，这是一个最基
本的理性认识。
其次，这位教授在争吵中说要
扇女地勤人员，这样的口出不逊，更
是错上加错，这不仅是对这位女地
勤人员的不尊重，也是对整个地勤
职业的不尊重，更是对社会广普规
则的不尊重。因而，对于这位教授来
说，头上虽然有着耀眼的“三高”光
环，但显然，在这个光环之下，还缺
少着个人修养的内涵支撑。
作为教授来说，传道授业解惑
是社会角色的天职，但这一切并不
仅仅表现在三尺讲台上，还应当表
现在更广阔的现实生活场景中，否
则，如果只是表现在三尺讲台上，那
么，表现也就变成了“表演”，而这种
人格的分裂，本身也是在肢解社会
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业已获得的社
会尊重，而这，不但是对自己的不尊
重，更是对教授职业群体名声上的
污损。
马进彪

“
死而复生”也成生意

山东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对外公
布：我国首例人体低温保存的液氨罐运
行状态良好，平均每天消耗液氮约 40
升。被保存的展文莲女士栖身于一个巨
大的液氮保存罐，已在零下 196℃的低
温环境下保存了整整一年时间。（5月
16日《中国青年报》）
“死而复生”是一种概念的炒作和商业
的喧嚣。“死而复生”成生意，多少钟馗在装
睡？是该发声的时候了。要从科学的角度，
商德的角度，理智的角度，给个说法。
郝雪梅

“打赏”的病应该咋治
■画说新语

高待遇

一家调研机构发布的《2014~2019 中国宠物市场调查研究预测报告》称，中
国的宠物数量在 2015 年就已达到 1 亿只，一年就有 100 多万只宠物尸体需要处
理。 类似“宠物天堂”的墓地，在很多地区都有。 一块“墓地”的价格从 2000 元
~5000 元不等。 棺材、墓碑和底座的费用都另外计算，有不同档次可供选择。（5 月
16 日《中国青年报》）
漫画 / 赵顺清

■名人坊

破解儿科医生短缺难题
眼下，各地儿科门诊
都是人满为患，北京、河
北、山西、浙江、天津等多
地医院门诊病人数量突破
历史新高，为此原国家卫
计委专门下文提出，“ 元
旦”、“春节”两节期间，儿
童门急诊不得出现停诊和
拒诊情况，但是就在这个
节骨眼上，江苏连云港、天
津、上海却接连有医院儿
科停诊。
细究这些医院停诊儿
科的原因，实在是迫不得
已，因为儿科医生太过匮
乏。当前，我国的儿科医生
缺口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外
人看来充满爱心的伟大岗

位，却日渐人烟稀少？
首先儿科医生的待遇
偏低了，如果要广泛地吸
纳人才，让医生们愿意到
儿科任职，就需要给予一
定的扶持，最起码不能让
儿科医生的收入低于平均
水平线。其次，儿科医生又
是一个相对危险的职业。
如今孩子是每个家庭的掌
上明珠，就诊时，诸位家长
严格对医生监督，甚至指
手画脚，试想，在现在医闹
仍未消停的大环境下，面
对着待遇低、还要冒着风
险的儿科医生，又有谁愿
意从事呢？
要破解这一僵局，首
先各医学院校应加大儿科

医生培养力度，比如采用扩
招、定向培养等方式，为儿
科培养专向人才，同时，利
用现有政策，鼓励有意愿的
医生投身儿科，并且可以由
重点医院、专业医院乃至医
学院校开设培训基地，让各
地有志从事儿科的医生经
过培训胜任儿科工作。最重
要的是，在薪酬上予以保
障，向一线儿科医护人员倾
斜。如专家所言，对于儿科
医生来说，不能将其薪酬与
开了多少药、用了多少医疗
器械挂钩，而应客观地让其
收入与专业劳动挂钩，以此
保证儿科医生的收入和职
业尊严。
赵欧仁
（清华大学品牌营销专家）

去年，镇江一家房地产公司的会计王
强（化名）成了话题人物，他挪用公司数百
万打赏主播，因为还不上钱，尝试割腕自杀
未遂。镇江京口警方介入调查后，一个挪用
巨额资金的经济犯罪案件浮出水面。5月
15日下午，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此案。据检方依法查明，2015年至2017
年2月，王强通过多种形式将单位资金930
多万元提出予以挥霍。王强一审被判处有期
徒刑7年。（5月16日《现代快报》）
网络打赏，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化导向
问题。打赏给主播的钱，是不是该有一个
“索回的法律渠道”？“打赏女主播 930
万”，说白了就是一种社会病。 郭元鹏
遛狗中箭敲响安全警钟

市民张先生反映，住在朝阳区古塔
公园附近的父亲出门遛狗，突然腿部中
箭。弓箭持有者发现伤人后，让伤人同
伴先行离开现场。张先生报警并将父亲
送到医院治疗。目前，老人没有生命危
险，但仍需住院治疗。日前，朝阳警方通
报，两名嫌疑人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北京晨报》 5月 16日）
不仅当地警方要严肃查处这起案件，
其余各地管理部门都应该从中感受到潜
在的隐患，严格审视弓箭存在的合理性。
将对弓箭交易、使用等予以规范与明确，
至少，应该设立一定的法律红线，莫让弓
箭轻易在公园等人员密集的地带出没，
那样，诸如遛狗中箭的悲剧就有望得到
杜绝！
冯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