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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陶子 俞水白） 5 月 31 日是第 30
个 世 界 无 烟 日 。 据 市 疾 控 中 心
2016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宁波市
居民总体吸烟率为 20.9%，这意味
着，每 100个宁波人，抽烟的就有
20 个。记者从几家医院了解到，
戒烟门诊并不热，主动求助戒烟门
诊的烟民很少。

100个宁波人，20个
抽烟

2016 年，在一项覆盖宁波市
3300 余 名 居 民 的 健 康 调 查 中 发
现 ： 宁 波 市 居 民 总 体 吸 烟 率 为
20.9% 。 其 中 男 性 吸 烟 率 为
37.8%，女性吸烟率为 1.1%。男性
吸烟率居高不下。

从调查看，宁波市 45 岁至 54
岁年龄组是吸烟率最高的，其次为
55 岁至 64 岁年龄组；不同婚姻状
况中，离婚者吸烟率远高于不吸烟
者；农民、企业员工的吸烟率较
高，硕士及以上学历者吸烟率较
低，为 7.5%；吸烟者中，平均每
周吸烟达到 1.2 包，其中男性吸烟
者平均每周吸烟达 2.1 包，女性吸
烟者平均每周吸烟0.1包。

引人关注的是，在甬大学生的
吸烟率还挺高。为了解大学生抽烟

情况，浙江医药高专组织大学生开
展了在校大学生吸烟现状调查，调
查结果显示，24.4%的在校大学生
有过抽烟史，而且 31.5%的学生认
为大学生吸烟正常。

戒烟门诊受冷落
尽管吸烟危害健康已是众所周

知的事实，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我市各医院的戒烟门诊却受冷
落，主动求助戒烟门诊的很少。

宁波市第一医院于 2008 年设
立戒烟门诊，曹超医生介绍，尽管
跟最初几年相比，门诊量有了提
高，但同庞大的烟民队伍相比，戒
烟的实在是少之又少。据统计，市
一院戒烟门诊每周开放半天，每年
接诊的戒烟者在 300人左右，虽然
每个门诊日限号 10 人，但很多时
候前来就诊的还不到10个人。

同样，李惠利医院于去年下半
年开设心理戒烟门诊，去年半年的
门诊量为 163 例，今年 1 至 5 月门
诊量 114 例，平均每月 20 例左右。
而宁大医学院附属医院戒烟门诊的
年门诊量也就大约360例。

宁大医学院附属医院戒烟门诊
曾针对 1000 名戒烟者开展调查，
从调查看，戒烟者中80%是四五十
岁的中年男士，戒烟主要有两方面
原因：一方面，许多人生理上已

经 出 现 烟 草 成 瘾 的 一 些 不 良 反
应，比如气急、记忆力下降、抵
抗力较差等；另一方面，心理上
对于吸烟也存在一些恐慌，担心
再不戒烟会诱发一些大病重病。
余下的 20%，主要是二三十岁年
轻男士和 60 岁以上男士。前者多
是出于优生优育的考虑，后者则
往往被查出一些疾病，医生严令
不准再吸烟。

曹超医生告诉记者，通过戒烟

门诊戒烟的成功率很高，一般三个
月戒烟成功的有一半左右。曹超认
为，戒烟门诊受冷落最根本的原
因，在于公众对戒烟认识不足。绝大
多数人知道吸烟的危害，但是没有
认识到吸烟成瘾是一种病，而戒烟
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就国际
社会的经验而言，以戒烟门诊为主
要服务方式的临床戒烟干预是最主
要和最有效的戒烟手段，据介绍，
靠自身毅力戒烟的成功率仅3%。

我市医院戒烟门诊受冷落
100个宁波人20个抽烟，控烟之路依旧漫漫

昨天下午，市第一医院的专家来到白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世界
无烟日宣传并为市民义诊。 （刘波 摄）

本报讯 （记者张燕） 7 月 1
日起，全国铁路列车运行图将进
行调整，6月28日及以后始发的
旅客列车车票定于 6 月 6 日起发
售。

按照铁路 12306、手机客户
端及电话 30 天的车票预售期，
原本从今天起，铁路部门将发售
6月30日的火车票。不过今天铁
路 12306客户端显示，只能购买
到 6 月 27 日及以前的车票。据

悉，这种情况将持续至6月5日。6
月6日起恢复30天预售票，乘客可
购买 6 月 28 日及以后(列车始发日
期)的车票。

7月1日起，随着列车运行图的
调整，全国将有一批新的高铁线路开
通运行，很可能包括此前备受关注的
宝兰高铁。届时，长三角地区将首次
开通至兰州的高铁列车，上海、杭州
至兰州的全程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
1天左右，缩短到10小时以内。

7月1日起
全国列车运行图调整
6月28日及以后车票将在6月6日起售

本报讯（记者陈敏）在“助残
日”和“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宁波
市红十字会筹备了价值166万元的
书包、铅笔、运动服等各类儿童用
品，慰问了市达敏学校、市特殊教育
中心、江东阳光驿站及全市各地民
工子弟学校的13000多名贫困儿童。

此外，宁波市红十字会还为远
在千里之外的贵州黔西南州孩子送
去了价值 125万多元的儿童生活用
品和文具。贵州省黔西南州是市红
十字会对口帮扶地区，从 2015 年
起市红十字会每年援助 125万元物
资和15万元资金。

市红十字会300万元爱心礼包
关爱贫困儿童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北仑
记者站支鸣飞 通讯员陈红） 近
日，北仑城市书房开馆仪式在读
者公园举行，吸引不少市民慕名
而来。据悉，这间主题阅览室，
可供 200多人同时读书休憩，向
市民免费开放。

近年来，北仑区投资 1300万
元把地处闹市区的海韵公园改建
成“读者公园”。作为国内首个人
文阅读主题公园，以文化性、社会
性、公益性为运作宗旨的北仑读
者公园，占地 2.2 万多平方米，不
仅有文化气息浓厚的文化景石和

名人墙，还布置了一间雅致的主题
阅览室，名为城市书房，有 2000 多
册藏书供市民免费阅读和交流探
讨，堪称集阅读、休闲、交流为一体
的城市“文化客厅”。

省委讲师团办公室主任王均寅
认为，北仑设立城市书房很有创新
意义，是提升城市品位和市民文明
素质、建设学习型城市的一个非常
好的载体和平台。希望通过城市书
房的运行，推动市民群众“好读
书、读好书、读书好”，并学以致
用，真正把读书心得用到实际工作
中去。

北仑城市书房开馆
可供200多人读书休憩，向市民免费开放

本报讯（记者王博 鄞州记
者站杨磊 通讯员张舒雯）“要
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
息；维护校园网络文明，从小争
做‘中国好网民’……”5月 26
日下午，鄞州区实验小学报告厅
里，百名学生庄严宣誓文明上网
公约。至此，由鄞州区委宣传部

（区网信办）、区教育局、团区委
联合推进的鄞州区绿色网络文明
进校园活动全面展开。

去年 11月，宁波市绿色网络
文明进校园活动在鄞州区新城第
一实验学校启动后，鄞州举全区
之力推进此项活动，16 名来自网
信、教育、公安的专业人士组成

“绿色网络文明讲师团”，采用菜
单式课程，让各学校根据实际需

求“点单”。这些以辨别网络诈骗、区
分网络谣言、远离网络暴力为主题
的课程，吸引了广大中小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绿色网络文明
进校园活动也吸引了家长们的广泛
参与。鄞州区实验小学家长讲师团
成员胡亚曙表示：“作为家长，我
更希望也愿意助推这股清朗之风吹
进各个家庭，家校携手共同为孩子
打造健康的学习环境。”

据悉，鄞州区的家长讲师团将
重点承担起网络文明家庭教育方面
的工作，配合校园巡讲，把课程内
容落实到家庭教育中，并倡导更多
家长不仅要教会孩子正确使用网
络、文明绿色上网，同时开展丰富
多彩的亲子活动，让孩子更好地融
入自然，减少对网络的依赖。

帮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鄞州全面推进
网络文明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姚敏明） 从酷潮的帽子、水
杯，到精美的笔记本、钥匙扣，
再到手绘地图和明信片……昨
天，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告
设计与制作专业 14 级毕业生设
计展览的 9 大系列 300 余件原创
设计作品颇受业内人士青睐。这
些毕业作品在将来很可能变成真
正的商品走向市场。

原来，去年5月26日，浙江
工商职院与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
区管理委员会达成了战略合作协
议，在今年的毕业设计中，把为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开发文创产品
作为一个方向。该专业 70 名学
生中有 10 名选择这个方向，共
完成 9 个系列、近 300 件相关作
品的设计。

“打开车窗，湖上风吹入，
带来一缕缕清甜的味道……”这
段文字出自一份“趣玩东钱湖”
的手绘地图，地图的设计者是广

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两位女生：吴
美琳和陈俞瑜，除了手绘地图，她
们还设计了带有东钱湖元素的文化
衫、明信片、手机壳、纪念徽章等
一系列旅游文创用品。

这次为东钱湖旅游打造“私人
定制”，不是这届毕业生首次接触
的实践项目。该学院一直注重通过
特长生工作室等方式来培养学生的
实战能力。最近五年每年从优秀学
生中选拔一批特长生，在工作室里
真题真做。工作室除了完成学生手
册、招生简章等校内设计任务，还
以师徒结对的方式承接了部分社会

“订单”。浙江工商职院 13 级毕业
生孔璐 6幅表现宁波地方特色的作
品《搞七捻三——宁波小谈》就被
宁波轨道交通购买作为下一批地铁
月卡图案。

浙江工商职院将全程参与文创
产品研发的全产业链，学校、企
业、地方政府多方合作，打通旅游
文创产品的产业链。

浙江工商职院毕业生
为东钱湖旅游定向设计文创产品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李宁） 近年来，随着宁波教育国际
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教师、
学生走向海外，开展学习、实习、
游学等活动，其间如果遇到政治动
乱、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意外伤
害该怎样寻求合法保护？在昨天由
市外办、市教育局主办的海外领保
校园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宁波 14
所高校外事处正式授牌设立海外领
事保护联络站，师生集体签订海外
教学活动安全承诺书。

记者了解到，这 14 个高校海
外领事保护联络站的职责有：组织

开展国际安全形势、对外开放政策
以及出国境文明的宣传、教育和培
训，加强海外领保基本常识在校园
的推广和普及，有针对性地开展危
机管理和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处置基
本技能的专题培训；制订完善师生
海外突发安全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及
操作规程，适时组织开展预案模拟
演练；就交流项目的可行性、可操
作性、安全性提出工作要求，对安
全可控性较差的合作项目、交流计
划有权予以否决；负责与海外师生
的动态联络等，为宁波教育国际化
和师生海外交流提供服务和保障。

眼下，宁波院校与世界各国千
余所院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和姐妹学
校关系，开展 600多个师生交流项
目，每年有近 6000 名师生赴海外
交流学习、援外培训、科研合作、
汉语推广、参加会议等。

市外办主任叶荣钟说，目前国
际形势复杂多变，涉及海外师生的
突发安全事件屡有发生，因此宁波
启动“海外领保校园宣传周”活
动，以加强海外师生的安全保护工
作。

“宁波每年赴海外交流学习的
师生人数逐年增长，加强师生海外

安全已成为教育部门的一项重要工
作，强化师生赴海外交流的安全教
育更是当务之急。”市教育局局长
黄志明说，海外领事保护最好的办
法是事先预防，而非事后补救，学
校必须加大海外领事保护工作的宣
传力度，通过专题讲座、图片展
览、派发宣传资料等形式增强教师
和学生的海外安全意识。

活动期间，宁波还将举办海外
领保知识巡回展，首展在宁波大学
启动。此次宁波“海外领保校园宣
传周”活动还将覆盖各区县 （市）
的中小学。

宁波14所高校新建海外领事保护联络机构

昨天上午，“宁波记忆”藏品展在鄞州区江东外国语小学开展。琳琅满目的 3000 多件粮票、糖票、车船
票、旅游门票等生活票证和房契、地图、校徽、证件、唱片、地图等各种实物，记录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宁波城
乡发展和进步的点点印迹，叙述着普通民众并不遥远的一段段平凡的生活，处处散发着浓浓的乡愁气息。

此次参展的数千件藏品，是由鄞州区家庭档案联谊会会员郁松林、李本挺、周盛仪等人提供，像上百枚宁
波各地校徽、出生证明等藏品还是第一次展出。

该展览下一站将于 6月上旬移师华泰小学。鄞州区档案局负责人表示，对这一展览有兴趣的学校、社区，
可以与他们联系。 （严龙 文/摄）

家庭档案
记录并未远去的生活

图为1973年的鄞县航运公司船票。

图为首次展出的 1972 年出
生证。

图为首次展出的宁波中学历
年校徽。

图为张扬先生向鄞州区江东外国语小学学生讲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上客运票证的种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