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控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可持续了多年的禁烟宣传

并没有彻底改变人们烟雾缭绕的生活。“供肺被拒”短视频

意外走红给禁烟宣传提了醒，自媒体也是一个宣传禁烟的

有效平台，或许更能让吸烟者触动。

营造无烟环境要先培养无烟意识。我省在禁烟宣传

上作出不少新的尝试，今年世界无烟日发布的控烟公益宣

传片就获得了上百万网友关注，对全省控烟工作起到了良

好的宣传效果。

进一步创新禁烟宣传形式，多尝试通过网络平台发布

此类“硬核”戒烟广告，在网络空间吹响“控烟集结号”，才

能唤醒吸烟者的心，挽救吸烟者的肺。②25（郭北晨）

@好儿郎：我当初就是去检查说有肺气肿才把烟戒了，我 30 多

岁，现在已经戒烟两年了，检查一切正常。

@相濡以沫：看完这个视频简直太震惊了！我要把视频保存

下来，想抽烟时看看！警醒自己要戒烟！戒烟！

@揽月而归：为了我的老婆孩子，下定决心要戒烟，这个视频

的警示意义很大，一定要引以为戒！

@柴小贱：吸烟有害健康，吸二手

烟更害人。控烟行动应该更为严

厉才行，还给大家一片可以自由

呼吸的天空。

@魔术牙医：应该多让年轻人看

看，让这种视频成为高校的教育

警示片，为他们普及吸烟的严重

危害，现在有太多年轻人吸烟了。

@小麻瓜：这是最好的戒烟广告，

不要吸烟，至少不要在公共场合

吸烟，为了有一天在手术台上需

要换肺的不是你。②43

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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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烟后肺癌发病的几率逐年减少

戒烟1-5年后可减半

戒烟10-15年后，肺癌的发病率相当于终生不吸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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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海峰 陈曦

11月 17日，外出吃喜宴的 106岁老人吴杨氏回
家后，第一时间就去找自己84岁的女儿杨贵兰，她从
兜里掏出喜宴上带来的一颗糖果递给了女儿，女儿看
到母亲递来的糖果，笑得像个孩子。这暖心的一幕被
邻居杨根生拍下发到网上后，引发大量网友点赞，不
少网友大呼：“这闺女应该是全网最幸福的孩子了。”

11月 19日，大河报记者联系上了视频拍摄者杨
根生，他介绍，106岁的老太太吴杨氏家住民权县，是
他的邻居，当天他去参加喜宴，知道老太太喜欢吃
肉，就带她一起去了。老太太吃完饭就拿了几颗糖
果装在兜里回家了，在家门口，她从兜里掏出一颗糖
果递给了 84岁的女儿，这暖心的一幕正好被杨根生
拍了下来。

“别看老太太106岁了，在她心里80多岁的女儿
就是个小孩子，去年我们一起去北京旅游，回来的路
上老人一直念叨着忘了给闺女买点糖果带回家了。”
杨根生说。

记者来到这位网红“糖果奶奶”家中发现，这位
106岁的老人能穿针引线，腿脚麻利。作为“全网最
幸福的孩子”，杨贵兰告诉记者：“心态好就是母亲最
大的特点，对谁都是乐呵呵的，有事也不往心里搁。
平时，红烧肉是她的最爱。”③5

舆情暖焦点

融媒工作室 出品

“106 岁妈妈给 84 岁女
儿捎糖吃”的视频上传网络
后，迅速引起众多网友点赞
评论，人民日报、央视新闻、
头条新闻等媒体的抖音号、
微博纷纷转发，截至 11月 20
日 18时，视频播放量超2550
万次。

传播数据：

2550 万

抖音扫一扫
带你看“糖果
奶奶”的日常

视频截图

网友评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华峰

2020年，您希望省政府做好哪些工作？现在，省政
府面向全省人民和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意见和建议。

11 月 20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网发布《政府工作报
告》起草组的公告：为广泛听取民声、了解民意、汇聚民
智，起草好 2020 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即日起至
12月 20日，面向全省人民和社会各界公开征集对省政
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请广大网友围绕经济发展、社
会建设、城市建管、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生态环保、风
险化解、改革开放、创新创业、民生改善、营商环境、政
府建设等方面，积极为政府工作
建言献策。

对于2020年省政府工作，你
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立即扫
码参与，没准儿河南省《政府工作
报告》中的一部分，就是你的“金
点子”。③6

期待你的“金点子”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邀网友建言献策

□新华社记者 邵鲁文 杨文

转账缴费、处理罚单、买火车票……随着移

动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手机APP

处理各种事务。记者调查发现，在手机应用市场

中，一些通过相近名称、类似图标制作的高仿

APP令人难辨真假，给不少用户造成财产损失。

高仿APP陷阱重重

济南市民成栋前不久为网上处理汽车交通罚单，试图
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公安部推出的“交管 12123”APP。
搜索结果第一位的为一款名为“12123”的软件，且APP图
标为一个“违”字。下载使用后才发现，这款APP是一款
高仿APP，不仅无法处理违章，还含有大量广告。

记者在多个应用商店检索发现，此类APP“李鬼”并不
少见。例如，北京公交集团推出的“北京公交”APP，可用来
刷码乘公交。但在安智网、酷安网等应用市场中检索“北京
公交”，排名前几位的应用多为“北京实时公交”“北京公交在
线”等APP，界面简单，也不具备刷码乘车功能。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高仿APP还通过伪装成官方软件
窃取用户个人信息。济南市民罗腾告诉记者，他此前为在济
南一家医院挂号，在应用市场中下载了这家医院的APP，并
填写了个人信息。但之后发现，所下载的并不是官方APP。

5万元即可开发高仿APP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高仿 APP 开发者为第三方公
司。以“北京实时公交”为例，开发者为江苏一家商贸有
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该公司经营范
围为“化妆品、服装、日用百货销售”。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高仿APP盈利主要靠应用内的
大量广告赚取广告费，这类APP开发难度并不高。记者
联系了一个APP开发团队，并向对方提出想开发图标和
名字都模仿一款学习类应用的高仿APP。对方表示，费
用在5万元左右，开发周期大约一个月。

业内人士表示，开发一款高仿 APP，花费数万元可
以长期赚取广告收益。应用市场在对上架的APP进行
审核时，机器审核只进行病毒和兼容性测试，人工审核一
般只审核名称、内容是否存在违规，对APP名称、图标、
宣传语等内容是否存在模仿，多数应用市场都疏于甄别。

高仿APP已形成产业链

360发布的《2018年双十一购物安全生态报告》显
示，一个月时间内虚假仿冒主流购物 APP的数量接近
4000个，覆盖设备超过30万个，高仿APP已形成危害用
户网络安全的产业链。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沈括说，高仿APP对
于正版应用的模仿，已经涉嫌侵权，同时对用户产生了实
质性危害。但是，目前在打击高仿APP的过程中，存在多
方协调难、举报下架过程漫长、相关法律政策不完善等因
素。各大应用市场作为平台方，应进一步完善自身内部审
核机制，对入驻应用软件提交的信息尽到法定和约定的审
查、登记、检查监控义务，从源头治理高仿APP问题。

多位专家提醒，用户在使用APP过程中，尤其遇到要求
转账汇款等情况时，应仔细分辨应用真伪，APP中要求点击
的不明链接，用户也要谨慎甄别，尽量不在不明链接里输入
个人信息，以免信息遭泄露。（据新华社济南11月19日电）

这个“李鬼”很危险！

小心高仿APP

新华社发

＠大棚里的狗尾巴草：人，即使活到八九十

岁，有母亲便还可以有点孩子气。

＠Mr-Biscuit：门口有车不算富，家中有人

才是福。

＠靳怼怼：84岁还能接到妈妈递的糖，简直太

幸福了，愿天下所有的妈妈都能长命百岁。

＠Mommytofcc：在妈妈眼中，我们永远

都是孩子。

＠居居的小笼包：回到家喊一声妈有人答应

那才是家，愿天下的妈妈们健康平安！

＠惊呆了的饭团儿：希望我 80 岁的时候也

能吃到妈妈给的糖！③5

暖哭！106岁妈妈吃喜宴给84岁女儿捎糖

在妈妈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孩子

□本报记者 曹萍

11月 20日，是世界慢阻肺日。对于常
人来说，呼吸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对
于慢阻肺患者来说，顺畅呼吸有时都很奢
侈。慢阻肺不仅损害肺功能，还会引起全
身症状，是一种致死率较高的慢性病。专
家提醒，慢阻肺早期症状跟支气管炎相似，
容易被忽视，定期进行肺功能检查能够将
慢阻肺及早扼杀。

慢阻肺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简称，
它并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导致肺部气流
受限的慢性肺部疾病的总称。数据显示，
全球每分钟就有2.5人死于慢阻肺，我国慢
阻肺患者接近 1亿。“慢阻肺的症状主要是
慢性咳嗽、咳痰、气短或呼吸困难、喘息和
胸闷，还会有体重下降、食欲减退等症状。”
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呼吸内科主任王敏
介绍，慢阻肺常与其他疾病合并存在，最常
见的是心血管疾病、抑郁和骨质疏松等。

目前，慢阻肺是无法治愈的，造成的肺
功能下降无法逆转。吸烟是引起慢阻肺的
主要原因，包括被动吸烟。“戒烟是预防慢阻
肺的重要措施，能够有效延缓肺功能进行性
下降。”王敏表示，40岁以上人群存在慢阻肺
症状、接触过危险因素或者有家族史的，需
要及早进行筛查干预，肺功能检查是诊断慢
阻肺的“金标准”，建议每年做一次。③6

吸烟是肺癌头号致病因素

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全国癌症
统计数据显示，肺癌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
率和死亡率首位。

2018 年，我省首次对 15 岁及以上常
住人群烟草使用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结
果 显 示 ，我 省 15 岁 以 上 人 群 吸 烟 率 为
23.14%。在非吸烟人群中，有 57.92%的人
每天接触二手烟。

“吸烟是肺癌的头号致病因素。吸烟者
患肺癌的几率是不吸烟者的10至 15倍。烟草
造成的疾病和死亡不是即时发生的，而是在吸
烟后的10年到 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出现，所以
吸烟的危害常常被人们低估。”11月 20日，郑州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邵润
霞说。

我省打出控烟“组合拳”

到2030年，全省范围内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
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今年 9月 18日，全
省创建无烟环境高层论坛暨控烟能力提升培训班上，省
卫健委主任阚全程介绍河南控烟的具体目标。

政策干预力度加大，控烟工作循序渐进。2018年河
南省成人烟草监测数据表明：河南成人吸烟率为23.14%，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加大政策干预，计
划到 2030年，实现 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低于 20%，全面
无烟法规保护的人口比例达80%以上。

另外，通过加大互联网宣传控烟的力度，公众对烟草
危害的知晓率也大幅提高。5月 28日，河南省第 32个世
界无烟日主题宣传活动中，省卫健委、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通过网络发布河南省控烟公益宣传片，获得了上百万网
民的关注，为全省控烟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网络宣传效果。

老烟民现在戒烟来得及

权威调查显示，吸烟者比从不吸烟者死亡率高 3倍，
预期寿命短10年。但值得庆幸的是，如果在35岁以前戒
烟，还可以把这 10年“找补”回来，55岁以前戒烟还可以

“找补”回来6年。
有证据表明，戒烟后肺癌发病的几率逐年减少，戒烟

1年至 5年后可减半；戒烟10年至 15年后，肺癌的发病率
相当于终生不吸烟者。

如果不幸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后，是否戒烟还有区别吗？
在所有被诊断为肺癌的现吸烟者中，约有 25%的人

在确诊后 3个月内做到了戒烟，这些患者中，大约 70%的
人一年后仍然存活，而相比之下，这个数字在确诊后仍在
吸烟的患者中只有 50%。持续吸烟者的总体生存率也明
显比戒烟成功的患者更低。

因此，即使在诊断出肺癌后，及时戒烟仍会对健康产
生更好的影响。③5

“供肺被拒”短视频成“硬核”戒烟广告

“肺”弃烟雾缭绕 尽享健康人生

预防慢阻肺
从戒烟开始

扫码看视频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继红 见习记者 闫文瑞

“抽烟的人去世后想捐肺都不行，看了这

肺，你还有抽烟的勇气吗？”近日，河南手机

报快手账号发出的一个小视频，在网上引

起热议。

视频画面中触目惊心的“黑肺”，是江

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教授

团队获取的爱心捐献供肺。因供者有

近30年烟龄，且供肺轻度气肿，有肺大

泡和结核钙化，本着对受者健康负责

的原则，该团队决定放弃使用此供肺。

视频一经发布，两小时的播放量

就突破 118万次，被称为史上最“硬

核”的戒烟广告。多数网友看过视频

后感到震惊，并表示要引以为戒。

相关新闻

1

2

3

制图/单莉伟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焦点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