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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去年上海法定场所内人群吸烟率降至 0.96%，违规吸烟劝阻率提高到 49.3%。

与此同时，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的控烟相关诉求超过 2万件，主要涉及商场、餐厅、医院、学校、网吧、棋牌室等场所。

创建“无烟上海”，还有多少“燃点”？连日来，本报记者走访多个控烟“重灾区”，通过以点带面，查找薄弱环节，提出应对之策。

临界区域是否要“一刀切”

解放周一：“天花板下” 全面禁
烟，不可谓不严密。请问，为何要大力
推行这一政策？

高晶蓉（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副
主任）：众所周知，吸烟有害健康。统
计显示，全球范围内平均每四秒钟就
有一个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

二手烟与吸烟一样，可以对公众
特别是孕妇、 儿童带来很多健康危
害。唯一能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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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健康上海 2030 规划纲要》均
对推进无烟环境建设、推行室内全面
禁烟等提出具体目标。

解放周一：在“禁”与“不禁”之
间，似乎还存在一些模糊地带。比如，

室内和室外的临界区域是否要“一刀
切”禁烟？

高晶蓉：《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
吸烟条例》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室内
工作场所、 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
烟”，明确了室内禁烟的范围和区域。

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这一标准和要
求是符合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也是
有效和可行的。

对于室内外的临界区域，尤其是
室内外的主通道入口，国内外有不同
的控烟方案。例如，在深圳，公共交通
运输站的行人出入口外侧 5 米范围
内、公共交通工具室外站台和等候队
伍所在区域， 均纳入禁止吸烟范围。

又如，俄罗斯把距离火车站、巴士站、

机场、港口、地铁站入口处 15米的区
域，都定为禁止吸烟区。

新加坡的禁烟范围更加广泛，室
外的停车场、街头、公园等悉数禁烟；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梅萨市禁止吸烟
者在人们经常出现的建筑物外的大
街上吸烟。

可见，在对待室内和室外临界区
域的禁烟问题上，应根据实际情况来
进一步制订规则。这是一个不断完善
的过程。

解放周一：公园是否有必要全面
禁烟？

高晶蓉：公园大体属于室外场所，

但也是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根据相
关规定，公园室内区域及列入文物保
护单位的公园室外区域禁止吸烟。同
时，动物观赏区、健身区等人群聚集
的室外区域，亭、廊、棚架等公园集中
休息区域，公园游览车、游览船及其
等候区域，儿童游乐区等以未成年人
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室外区域，也属于
控烟范围。

在这些区域，公园应组织管理人
员、志愿者劝阻吸烟行为，在醒目位
置设置统一的禁烟标识和监管电话，

并不得设置任何与吸烟有关的器具。

可否推广安装烟雾报警器

解放周一：一些场所兼具私人性
和公共性， 如单人使用的办公室，是
否可从禁烟名单中剔除？

高晶蓉：研究显示，即便吸烟房
具有独立通风系统、有两层自动关闭
推拉门且保持一定的负压状态，当有
人进出时，仍然无法防止烟草烟雾泄
露到其他房间。单人办公室属于室内
工作场所， 不时有其他人员进入，因
此同样需要严格禁烟。

解放周一：除此之外，还有哪些
控烟重点区域？

高晶蓉：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6月的控烟投诉举报工单统计数据显
示，工作场所和餐饮业场所的投诉总
数最多，分别达 14726条和 9573条；

文化、体育、娱乐和旅馆、居民居住地
等场所的工单数量相近，分别有 4868

条和 4851条； 网吧产生的工单数量

为 1979条。

总的来看，休闲娱乐场所和餐饮场
所依然是违法吸烟现象发生的 “重灾
区”；体育健身场所、个别政府机关事业
单位、公共交通工具和机场、客运站内
的吸烟发生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有的
甚至出现明显“回潮”。

解放周一：商务楼宇里大多是公司
白领，为何面临“控烟难”？

高晶蓉：申城不少商务楼宇的商户
结构数量多、规模小，人员进出频繁，实
时举证和监管较为困难。同时，物业人
员认为自己没有执法权， 对法规的尺
度拿捏不准，难免存在底气不足；部分
烟民又错误地以为室内控烟是 “一阵
风”“走过场”，没有真正认识到室内吸
烟的违规性质， 从而对相关劝阻和管
理存在侥幸心理乃至抵触情绪。 加之
部分商务楼宇缺少可以设置吸烟点的
空中平台等设施，给控烟管理带来了更
大挑战。

解放周一：可否考虑推广安装烟雾
报警器、监控探头，以破解“举证难”？

高晶蓉：确实，吸烟违法行为的时
间较短， 违法证据不易收集和固定，对
执法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考验。在这方
面， 黄浦区卫生监督所作出了积极探
索。例如，采取巡查人员配备巡查记录
仪、卫生间安装烟雾报警器、消防通道
安装监控设备等手段，有力地遏制了楼
宇内吸烟现象。

在松江区， 有三家医院在门卫室、

卫生间、会议室、住院部楼梯间、手术室
家属等候区尝试安装烟雾探测器，杜
绝了室内吸烟的情况。 但是， 试运行
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特别是，烟
雾探测器的安装成本、运行成本、维护
成本相对较高，不利于短期内、大范围
的推广。

如何鼓励更多的人说“不”

解放周一：下一步，如何进一步形
成创建“无烟上海”的合力？

高晶蓉：2010年， 上海在全国率先
通过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经过 9年
来的努力，控烟成效逐渐凸显。一个宝
贵的经验是， 除了法律的约束作用、政
府的积极作为之外，还要始终强调“社
会共治、全民参与”，形成无所不在的控
烟共识和监督力量。

下一阶段，我们将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切实加强对“重灾区”和“回潮”现象
较为明显的行业、 场所的针对性执法，

提高检查频次和处罚力度，督促完善内
部奖惩制度和问责机制。

各级健促办还将充分利用暗访和
通报机制， 将检查和监管、 执法相衔
接， 促使机关事业单位和卫生健康相
关单位起到控烟模范带头作用； 联合
控烟监管部门加大宣传投入， 以有效
的传播方式“刺激”公众的注意力，提
醒公众绷紧室内禁烟这根弦， 并让越
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吸烟和二手烟、三手
烟的危害。

同时， 控烟志愿者参与控烟巡查、

劝导并反馈执法建议，是上海控烟工作
的一个创新举措。下一阶段，要进一步
发挥控烟志愿者的监督作用，通过聚焦
问题场所、锁定违法线索、畅通反馈渠
道， 把有限的执法力量向控烟重点、难
点领域倾斜。

解放周一：但有调查显示，看到公
共场所有人吸烟，七成人会选择默默离
开而不是上前劝阻。请问，怎样才能鼓
励更多的人对违规吸烟说“不”？

高晶蓉：市民发现公共场所内有人
违规吸烟，不仅可以自己主动依法对其
劝阻，还可以要求该场所的管理人员对
违规吸烟者进行及时劝阻和制止。如果
违规吸烟人不听劝阻或场所管理方不
作为， 可直接拨打 12345市民热线，对
违法吸烟行为和场所监管不力的情况
进行投诉举报。

北京

在北京，当市民发现违法吸烟行为后，可直
接在“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号中进行投诉举报。

进入 “无烟北京” 微信公众号页面可以看
到，下方设有“控烟行动”选项，点击“投诉举报”

页面，即可输入被投诉单位、详细地址、违法行
为等信息，还能对违法行为拍照上传。

在最新的公共场所控烟标示上， 已经加入
了“无烟北京”的微信二维码。市民可直接扫码
进入，并进行投诉。

投诉信息上传之后，“控烟一张图” 上的相

应位置将闪烁蓝灯进行提示；控烟志愿者看到后，

需赶往投诉单位进行处理。被投诉一次的单位，并
不一定会永远“挂灯”。据介绍，志愿者会对被投诉
单位进行二次复查， 如果整改较好且复查期间未
出现第二次违法现象，将为其“灭灯”。

新加坡

2019年，新加坡迎来史上最严的禁烟令。

第一，随处可见“禁止抽烟”标志。新加坡的
400 个公园里面都不可以抽烟， 违者最高罚款
2000元新币。而且，著名的旅游购物街乌节路也全

面禁烟， 新加坡国立大学也在全校区实施禁烟。

2018年， 新加坡国会甚至讨论过 “禁止在家里抽
烟”，获得不少议员的支持。

第二，从“娃娃”抓起。新加坡国会 2017 年 11

月通过修正法案， 计划三年内把合法购买香烟和
抽烟的最低年龄，从 18岁逐年调高至 21岁。

第三，涨烟税。新加坡的烟有多贵？目前，一包
普通香烟的零售价介于 9元至 13元新币之间，相
当于 45元至 65元人民币。

第四，罚款严：抓到就罚，最高 2000 元新币，

即 10000元人民币。除了不能在非指定区域抽烟之
外，随意丢弃烟头也会面临罚款甚至监禁。

对 标

如何面对“重灾区”和“回潮”现象

“你爬上去就知道了”

在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网站上， 位于延安西
路、江苏路路口的某大厦，曾被人投诉“满地烟头、

乌烟瘴气、屡教不改”。4 个月过去了，情况有改
善吗？

工作日的一个下午，记者来到该大厦。还没
进大门，就看到了烟雾缭绕的场景。门口两侧的
石柱旁，有四五个烟民正在“过瘾”———有人接着
电话，还不忘大口吸烟；还有位女士两手红指甲，一
边划着手机、一边捏着烟头，不时掉落的烟灰翻来
滚去……

这一区域虽然位于大堂门外，但头顶仍装有天
花板，也未设置垃圾桶和烟灰缸，且系人员进出的
主通道，是不是也属于禁烟范畴？

“装了摄像头没啥用， 我们的劝阻更是没人
听。” 大厦的一位清洁工说：“每天一上班能扫到七
八个烟头，都是前一天晚上被人随意丢弃的”。

进入大堂，在一楼扶梯口，记者拉住一人询问：

“你们这里抽烟的人多吗？” 对方意味深长地回答：

“你爬上去就知道了。”

从一楼到顶楼，记者拾级而上。在每个楼层的
拐角处，都能看到“禁止吸烟”的标志。到了 4楼，烟
味明显加重，地上还留有两个废弃烟头；6楼和 7楼
之间、9楼和 10楼之间，也有不小的烟味。

突然，记者听到了吐痰声。赶到 11 楼，没能抓
住吸烟的“现行”，却看到了刚刚抖落地上的烟灰。

到达 15楼顶层后，记者推开防火门，准备搭乘
电梯下行。不料，迎面差点撞上了一位男士。只见他
一手捧着塑料盒，里面的水已经泛黄；一手拿着半
截香烟，正往这个自制的简易“烟灰缸”里弹灰。

据了解，大厦保安每天都会巡查，一经发现违
规吸烟者即上报，“基本上两点钟报上去，控烟办的
人三点钟就赶过来了”。但是，由于物业和保安方面
没法保存相关证据，导致后续的线索追查、责任追
究常常“落空”。

“不听劝的话，也不能硬来”

“我提醒一个小伙子不要抽烟，却惹来一顿打。

后来，派出所把人抓走了。可到现在，他也没来道个
歉。”

快 60岁的叶师傅，2012年 8月起就在中山公
园附近某商场从事保洁工作。回忆起 3个月前的这
场“无妄之灾”，他感到非常委屈。

叶师傅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 除了要管好商
铺门外的公共区域，还要重点打扫厕所。

走进该商场 8 楼厕所，洗手台、小便池旁的墙
上都贴有“禁止吸烟”的醒目提示。但是，浓浓的烟
味依旧充斥整个空间。

叶师傅从不抽烟，这几年却经常咳嗽，“可能是
被二手烟熏的”。他告诉记者，单这一个厕所，一天
就可以捡到三四包香烟的烟头。

这里的厕所虽然都有排风口，但通风设备一直
没有运转。叶师傅认为，如果能安装排风设备，烟味
可能就不会那么重了。

情况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调查显示，

2018年，上海卫生、计生机构和政府机关的男厕所
吸烟发生率比上一年均有下降；但在商务楼宇和生
产型企业， 男厕所里的吸烟发生率分别较 2017年
上升了 0.4%和 3.8%。

在闵行、松江等地的汽车保养店，空调开得很
大， 但公共厕所和休息室里都能不同程度地闻到
烟味。

“有些客户会抽烟，我们看到了都会提醒和
制止。” 银都路上一家洗车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大部分人都听劝，但不听劝的话，我们也不
能硬来。”

室内空间之外，室外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
的禁烟力度也有待强化。

调查显示，申城 16.3%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所
在地周围 100米范围内，仍设有烟草零售店。

在虹桥机场打车点，记者随机询问 7位出租车
司机，其中 5人会“在没有客人的时候抽烟”。一位
司机甚至反问记者：“开车的有几个不吸烟？”

室外吸烟点设置有技巧

“包间里不能吸烟，我们也没有吸烟区。”走进
龙茗路上的一家网红饭店，服务员会面带微笑地提
示顾客：如果烟瘾太大，请挪步室外。

在这家饭店，200多平方米的公共就餐区域，贴
有七八张“禁止吸烟”的标识，每个座位上也相应放
有劝告牌。

“我们还有专门的控烟监督员，来劝阻包厢里
的客人不要吸烟。”餐厅负责人告诉记者，一开始禁
烟时阻力很大，有的顾客忍不住要吸烟，吃到一半
就结账走了。

一面要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消费感受，一面又要
认真执行“天花板下”全面禁烟令，“两难”抉择怎样
才能不再纠结？

经验表明，有必要进一步发挥控烟志愿者的
作用。例如，一开始可让沟通能力、应急能力较
强的主管或领班在餐厅内巡回提醒禁烟， 并给
愿意配合的顾客以打折优惠或抵用券等。 接下
来，每个餐厅服务人员都可做控烟志愿者。从心
理学角度来讲，经过多次重复后，强制就能转变为
习惯。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工作人员提出，餐饮场
所需对场所内发生的吸烟行为积极介入、 予以劝
阻。如劝阻无效的，可以拨打投诉举报电话。

除了劝阻和投诉，设置室外吸烟点也是一个可
行之策。不过，怎样设置吸烟点，是一个颇有讲究的
技术活。

市区一家医院的大门口上， 挂有一个醒目的
“全国无烟医院”铭牌。走进门诊大厅，空气中只有
酒精味道，并无一丝烟味；过道一侧，贴有“吸烟请
至一楼小花园”的提示。原来，医院在那里专门开辟
了一个四面通风的室外吸烟点。

走到这处吸烟点， 正有一名老人在 “吞云吐
雾”。他的脚下，是满地的烟头和烟灰。仅仅一米开
外，还有一个亭子，上面挂有“病人休息区”的牌子。

由于烟味极易串场，在“病人休息区”的人也不自觉
地抽起了烟，俨然将其视作“第二吸烟区”。

专家介绍，设置室外吸烟点是为了充分保护公
众免受二手烟危害。在上海，它须远离人群聚集区
域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道，须放置收集烟灰、烟头

等的专用器具，还须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对照这一
规定，“无烟医院”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到位？

“大屏幕污染”应逐步禁止

在本市一些小区的业主论坛里，不时能看到指
责邻居吸烟的帖子：

“5楼的大叔，你在自家阳台吸烟，不知道烟味
会飘进我的书房么？”

“201房间的人，别以为晚上在走廊偷偷吸烟没
人注意。再这样下去，我会报警的。”

还有一个帖子甚至这样发问： 老爸在家吸烟，

要不要投诉？

“大义灭亲”的举动，可能没这么干脆。但投诉
邻居违规吸烟，效果值得期待。在新加坡，站在阳台
上吸烟，然后将烟头、烟灰掉落在走道、停车场等公
共区域，一旦被抓到，可能会面临最低 1000元的罚
款或者坐牢 1个星期。

如果说小区吸烟主要涉及私德领域，大屏幕上
的“烟雾污染”显然更易引爆舆论。

日前，中国控烟协会发布热播国产影视剧烟草
镜头监测报告。电影《我不是药神》《邪不压正》和电
视剧《猎毒者》因烟草镜头过多获“脏烟灰缸奖”。

测评显示，《我不是药神》 影片时长 116分钟，

出现烟草镜头的总时长达 16.8分钟，占影片总时长
的 14.5%，最长的一次吸烟镜头持续 112秒；在《邪
不压正》里，烟草镜头的个数最多，共发现 56个，平
均每 2.4分钟就出现一个烟草镜头。

“影视作品中的吸烟镜头往往与时尚、成熟相
联系，严重削弱了人们对烟草危害的认知，对青少
年有非常不好的诱惑作用。” 上海拓新健康促进中
心理事长王瑞认为，这种大屏幕上的“烟雾污染”也
应当逐步禁止。

此外，吸烟是短时间内发生的行为，数分钟就
能吸完一支烟，很难想象执法人员可以瞬间来到现
场制止。这一特点决定了“执法解决一切”的思路既
不科学也不现实。

“控烟要有堵有疏，长远之策是引导和支持烟
民戒烟。” 王瑞介绍， 传统的戒烟是烟民靠意志力
“干戒”，若由专业机构来提供帮助，成功率会大幅
提高。一句话，“无烟上海”，我们一路同行。

瞄一流 献一计
见微知著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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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无烟医院”的室外吸烟点，没有放置
收集烟灰、烟头的专用器具。

图②：两名女子在商务楼宇的室内外临界区
域抽烟。

图③：2018年，申城公共厕所里的吸烟发生率
较上一年度有所增加。    均 夏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