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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健康无害”

“身边很多朋友都在抽，据说电
子烟比较健康，所以我也试了试。”
17岁的高中生梓寰 （化名），第一次
接触电子烟是因为朋友的强烈推荐，
原本对香烟比较抗拒的他，如今也成
了 （电子） 烟不离手的小烟民。

电子烟是一种特殊的烟草产品，
一般由烟具和烟油组成。目前我国主
流的电子烟，其烟油主要由烟碱（尼古
丁）制成，并通过电子烟具将尼古丁以
及各类添加剂雾化后供消费者吸食。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电子烟的使
用者都表示，自己是看到广告中“可
以帮助戒烟”“健康无害”等宣传后
才“入的手”。清华大学公共健康与
技术监管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电子烟
产业监管状况报告》（2019） 也指
出，电子烟零售网站的营销话术中，
有95%的比重将电子烟与健康、干净
联系到一起，89%的网店会宣传和健
康有关的益处。

事实却并非如此。世界卫生组织
最新发布的 《2019 年全球烟草流行
报告》 指出，电子烟“无疑有害”，

不仅有尼古丁，还有其他一些有害物
质，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尚不明确；没
有充足证据表明电子烟有助于戒烟。

国家烟草专卖局有关负责人也表
示，很多电子烟企业用“帮助戒烟”

“健康无害”等违背客观事实的宣传
误导消费者，但多数电子烟在原材料
选择、添加剂使用、工艺设计、质量
控制等方面随意性很强，存在不安全
成分添加、烟油泄漏、劣质电池等严
重质量安全隐患。

专家指出，尼古丁会严重危害青
少年的神经系统，而电子烟“穿上漂
亮的外衣”，引诱青少年吸食，导致
他们不知不觉染上烟瘾，甚至有极大
的可能接触传统卷烟。这一趋势无疑
令人担忧。

瞄准年轻群体

尽管通告已发布多日，但记者在
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
仍有多个品牌的电子烟正常销售。虽
然商品明确标示“未成年人禁止使用
电子烟”，但购买过程并无验证，未
成年人可以轻易买到。

与此同时，在上述电商平台的电

子烟广告中，频繁出现年轻人手持和
吸食电子烟的画面，并配以“就是好
抽”“天然减害”等文字描述。此
外，这些广告中还较为隐晦地透露出
电子烟没有二手烟危害、能够提高年
轻人搭讪次数等信息。

对此，前述清华大学的研究报告
也指出，在广告营销中，电子烟被符
号化为上层社会的消费品，并代表了
独立个性和生活方式。在文化产品尤
其是电视剧、MV 中，电子烟与欢
快、轻松、享受的氛围相联系。

相关数据值得警惕。2019 年 5
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调查
结果显示，使用电子烟的人群主要以
年轻人为主，15—24 岁年龄组人群
电子烟使用率为 1.5%；获得电子烟
最主要的途径是互联网；听说过电子
烟、曾经使用过电子烟以及现在使用
的比例均有所提高。

记者在哔哩哔哩 （bilibili） 等视
频平台上发现，其中有不少电子烟产
品评测和花式烟雾教学视频，很多网
友在视频评论中交流使用电子烟的经
验和感受。

除了宣传和推广方面的问题，
由于缺乏标准，电子烟的质量问题

同样突出。
国家卫健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

说，许多电子烟产品所含的尼古丁
浓度标识模糊，容易导致使用者吸
食过量，同时电子烟的器具还存在
着电池爆炸、烟液渗透、高温烫伤
等安全风险。

加强监管举措

去年8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和国家烟草专卖局曾联合发布通
告，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
烟。而此次最新推出的举措，更加突
出了对互联网销售和宣传电子烟的严
格要求。

通告要求，各类市场主体不得
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敦促电子
烟生产、销售企业或个人及时关闭
电子烟互联网销售网站或客户端，
电商平台及时关闭电子烟店铺并将
电 子 烟 产 品 及 时 下 架 ， 电 子 烟 生
产、销售企业或个人撤回通过互联
网发布的电子烟广告。

目前，世界范围内已有很多国家
全面禁止或严格限制电子烟销售，有
明确立法或正式宣布禁止销售电子烟
的国家或地区已超过40个。

而在我国，自今年以来，深圳、
成都等地也修改了控烟条例，将电子
烟列入控烟范围：深圳明确将“吸
烟”概念扩大为使用电子烟、持有点
燃或者加热不燃烧的其他烟草制品；
成都也将吸电子烟明确纳入吸烟行
为，并明确规定烟草制品经营者禁止
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北京在其
轨道交通乘客守则中，补充了禁止吸
电子烟的规定……

经过了没有束缚的野蛮成长，
电子烟正在逐渐褪去“电子”的噱
头，凸显了其“烟”的本性。浙江
大学医学院控烟研究中心主任、教
授杨廷忠认为，电子烟不应该有特
殊身份，要纳入普通烟草的限制之
列，在广告、营销以及消费场所等
方面都应有所限制。

对此，不少业内专家呼吁，国家
应加大对电子烟的研究力度，出台更
加全面、细化的监管措施，加强对未
成年人保护。

中国电子烟监管举措升级

严禁网络推销 阻断“第一口烟”
本报记者 刘 峣

■美国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近日报告，病因不明、可能关联电

子烟的肺病致死病例累计增加至34个。目前，该国马萨诸塞州已
经宣布暂停销售所有电子烟产品和电子烟装置，纽约州禁止销售
香味电子烟。

■印度
印度政府认定电子烟在年轻人中已经达到“流行程度”，于今

年9月发布电子烟禁令。首次违反该禁令者将可能被处以约1400
美元罚款或1年监禁，或同时被处以这两项处罚，多次违反者可
能面临最高3年的监禁和将近7000美元罚款。印度政府认为，电
子烟有害健康，可能损害政府的控烟努力。

■日本
东京202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方今年2月宣布，这一届奥

运会和残疾人奥运会将彻底告别烟草制品和它的衍生替代品“电
子烟”。从今年夏天起，东京的学校、医院和政府机构等场所室内
一律禁烟；明年4月起，餐厅、酒吧、酒店等营业性场所总体禁
烟，仍可指定吸烟区。

■韩国
韩国保健福祉部日前建议民众停止使用雾化电子烟，承诺尽快确

定是否应禁止电子烟销售。该国卫生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儿童、青少
年、孕妇和肺部疾病患者永远不要使用雾化电子烟。”韩国政府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6月，电子烟占韩国烟草市场销售额的13％。

■土耳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前表示，不允许电子烟企业在土耳其

生产，呼吁土耳其人“以茶代烟”。土耳其政府2013年禁止所有
酒类和烟草产品打广告、搞促销和拉赞助。

老年人的锻炼方式都有什么？很
多人可能会回答广场舞、散步、打太
极拳等。但近日笔者发现，不少健身
房里开始出现老年人的身影。

在传统印象里，在健身房里挥汗
如雨似乎是年轻人的专利，但是如今
有越来越多的“银发族”乐于走进健
身房跟年轻人“较较劲”。

老年人走入健身房是一项相对安
全的选择。笔者调查了解到，在健身房
内，最受老年人青睐的是健美操、瑜伽
等课程。此外，还有一些老年人会选择
跑步机、椭圆仪等相对温和的运动器
械。值得一提的是，不少老人还自发地
形成了健身团体，通过微信群约定时
间一起锻炼，既相互督促，又能有效地
缓解老年人社交不足的问题。

事实上，除了传统健身方式之

外，老年人如今能够选择的户外运动
越来越多，老年人徒步、骑行、登山
等运动团体层出不穷。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如何保
障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丰富老年人的
退休生活，是社会所面临的重要问
题。运动健身不应只是年轻人的“专
利”，老年人也可以找到更多元、更
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其实，老年人对健康的需求一直
是强烈的。只不过，这个庞大的需求群
体此前一直被市场所忽略。近几年，在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针对中老年人
的健身项目已经取得了成功。例如，位
于日本的健身机构 Curves 将目标人
群定位在中老年女性身上，为其定制
科学的健身计划，并定制专门的器械。
由于填补了老年人健身市场的空白，

这一机构取得了很大成功。
事实证明，老年人群体是健身市场

中的一支“潜力股”，但是目前仍存在很
多空白。在健身行业风起云涌的当下，
创业者不妨将目光锁定在“银发族”身
上，为其引进和开发更适合的健身器
械、提供更科学的运动理论指导，让更
多的健身方式成为老年人健康幸福生
活的内容。

针对电子烟的监管举措再度升级
——近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通告要求，不得
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不得通过互
联网销售电子烟，不得通过互联网发
布电子烟广告。

以“健康”面貌出现，却成为年
轻人变成烟民的“第一口烟”——一
段时间以来，风靡全球的电子烟引发
了各国警惕和严厉管控。将电子烟列
入控烟范围、阻止电子烟向未成年人
蔓延，已经迫在眉睫。

让老年人拥有更多健身选择
林嘉伟

七彩
絮语

本报电 （记者刘 峣） 由人民网
人民体育与三夫户外共同举办的“走进
绿水青山共筑健康中国”人民户外产业
平台启动仪式，近日在人民日报社新媒
体大厦举行。据介绍，“人民户外”平台

将致力于通过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
的户外运动事业，扛起中国户外运动发
展的领军旗帜，开创中国户外运动产业
的新格局，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同时，为了将户外运动取得的

各种科技成果更好地用于我国户外
劳动者的劳动保护，人民体育与三
夫户外联手，共同发起“人民户外
劳动保护科技重点实验室”，让户
外运动科技能够走出体育领域，走
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更好地
为社会服务，为广大的户外劳动者
服务。

人民户外产业平台启动人民户外产业平台启动

多国严控电子烟

本报电（沈冰清）“慢病防控做
不好，健康中国实现不了。”近日，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陇德在人民政协报·人
民政协网举办的“有事漫商量”小型双
周座谈会上这样强调。近年来，慢病逐
渐成为我国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引
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加快推进慢
病防控工作，遏制慢性病发病率的上
升势头，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
任务之一。

专家指出，当前我国的慢病防控
工作尚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

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
的工作机制尚未建立；有针对性的干
预、治疗措施尚未广泛实施；人才队
伍建设亟待加强等方面。总体来讲，
慢病防控工作任重道远。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姚树坤认
为，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是防控慢病
的两大根本途径，社区、农村是健康
教育的主阵地，全科医生是健康教育
的主力军。应加强对基层乡村医生的
培训，同时细化考核标准，与个人绩
效挂钩。

解放军总医院原副院长、中国
老年医学学会会长范利结合自己调
研时的经历表示，提高基层医生待
遇，吸引高素质人才，提高基层医
生工作积极性；同时增加国家对慢
病管理的资源投入，提升基层医疗
服务能力，使慢病防控在基层、在
社区、在家庭。

药师队伍的建设也不容忽视。“北
京协和医院主任药师、中国药典委员
会顾问委员李大魁在会上讲到。加强
慢病防控、促进合理用药，要重视药师
队伍建设，让药师与医生、护士、医院
管理者一起为患者提供团队式服务。
并探索建立药师服务付费机制。

慢病高发 重在防控

杭马开跑杭马开跑

11月3日，2019杭州马
拉松赛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
鸣枪开跑。比赛设置马拉
松、半程马拉松、迷你马拉
松、情侣跑和家庭跑五个竞
赛项目，吸引来自 58 个国
家和地区的超过3万名爱好
者及运动员参加。

图为参赛选手在比赛
中。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在美国
洛杉矶货架
上的电子烟
产品。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链接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三康庙社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三康庙社
区的老年居民使用健身器材锻炼身区的老年居民使用健身器材锻炼身
体体。。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胡晨欢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