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年老烟民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 �“戒烟成功后，有老朋友开玩笑‘来
抽一根吧’都被我拒绝了，我自己把持得
住。 ”有 20 多年烟龄的本市新闻工作者
张升（化名）在 2014 年生日当天送了自
己一份独特的生日礼物———“戒烟”。 在
接受采访时他一再表示， 要改掉多年的
习惯不是件简单的事，但只要有毅力，戒
烟，没想象中的那么难。

曾经的“爷们儿味道”

1992 年， 还在读大学的张升在舍友
带领下加入了烟民行列。 在他当时看来，
自步入大学校园， 自己便已成为一个真
正的“爷们儿”，做为一个“爷们儿”如果
不吸烟总感觉少了点味道。

“那时感觉吞云吐雾有一种独特的
颓废感，就像当时流行的摇滚乐一样。 ”
张升说，起初吸烟并不是因为有烟瘾，而
是觉得很酷，但在不知不觉的耍酷中，每
天的吸烟量由最初的一天几支变成了十
几支。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后的
张升如愿成为一名媒体工作者， 每天都
要花大量时间采访写作。 虽然这一切让
他感到充实， 但同样也因为牺牲了规律
的生活而感到疲惫。

“有时写稿到很晚，很费神，为了提
神，烟自然就抽得多了。 ”张升说，同时，
同事朋友间相互递烟也是当时的一种礼
仪， 他每天一包烟的习惯就是在那个时
期形成的，并一直延续 20年。

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虽然香烟常常因“提神”功效让张升
写稿时灵光乍现， 但也给他的身体造成
了伤害。

“牙齿变黄、嗓子不舒服、肺活量下

降，一些因抽烟而引起的身体不适在步入
中年后渐渐显现。 ”张升说，2014 年 4 月
份，因看不过自己的一口“烟色”牙齿，他
到牙科诊所进行了洗牙，面对洗过后重新
亮白的牙齿，他首次产生了戒烟的念头。

“为了这口小白牙和身体健康， 戒了
吧！ ”在心里经历了一番天人争斗后，张升
最终决定戒烟， 并在同月他的生日宴上当
众宣布，将“戒烟”做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

“戒什么烟， 抽吧”、“你肯定戒不
了”……“烟友”们得知消息，纷纷质疑或
拉后腿，想将他重新拽回“正途”。 对此他
总笑而不语， 对递来的烟也一概委婉拒
绝。

涅槃重生，妙不可言

就在人们对张升戒烟或质疑或敬佩
时，他也在用毅力与烟瘾做艰苦斗争。 戒
烟后的 3 天里，见别人抽烟，他感到难受
且心神不安，就连夹惯了香烟的食指和中
指都会感到莫名空虚。 有心想抽一支缓
解，但做人硬气的他又不愿食言。

“第 4 天，早上起来我的肺部突然感
到很清爽。 ”张升说，这一感觉让他体会
到了戒烟的好处， 更加坚定了戒烟的决
心。此后两个月，他感觉到身体一点点变
化，味觉比吸烟前更敏感，口腔开始变得
清爽……每一点变化都让他欣喜不已。

“以前在家中抽烟，总会受到妻儿嫌
弃，不得已总要到阳台或楼道‘过瘾’，犹
如‘二等公民’。”时光飞逝，转眼张升已戒
烟年余，回想当初抽烟的日子，他用了“惨
不忍睹”4个字形容。 如今，他不仅没有因
为离开香烟而感到不适，相反通过到健身
房健身、 踢足球使得自己重新精神焕发，
以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正如
他所说：“戒烟后的生活， 犹如涅槃重生，
妙不可言。 ” （本报记者 刘东甲）

在苦涩中开始，在甘甜中结束
戒烟人：裴计祥
年龄：57 岁
吸烟史：27 年，从 19 岁到 46 岁
戒烟时间：11 年，2004 年至今
吸烟量：每天 3 包烟
成功戒烟时间：两周
戒烟心得：要有决心，选对办法

第一口香烟苦涩呛人

裴计祥自小就随村里的老师傅学得一
手木工活，年轻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木匠。
乡亲们打家具做门窗，都是找他。中国人来
客敬烟，很多地方都当做是迎宾的礼仪。干
活的时候， 主家不仅管饭还管烟抽。 一开
始，还是毛头小伙的裴计祥还推辞，后来被
长者说得多了，也开始试着抽两口。 至今，
裴计祥仍记得第一口香烟，官厅牌，涩苦，
呛得他咳了好几声才缓过来。

随着接到的烟越来越多， 品牌也开始
多样，没多长时光，他的烟瘾也越来越大。
有时干起活来犯困， 裴计祥一天得抽掉将
近三包烟。

患病让他下决心戒烟

刨木花，锛木面，运凿榫卯，干木匠活
时裴计祥耳朵上除了铅笔，还少不了根烟。
烟雾中木屑飞扬，渐渐地，裴计祥身体也大
不如前，咽炎、支气管炎都得上了。 回到家
仍带的一屋子乌烟瘴气， 惹得媳妇和儿女
意见很大。

各方压力下，裴计祥开始想法戒烟。抽

烟容易戒烟难，每个烟民都知道这个理儿。
媳妇让嚼茶叶梗、邻居想的是喝凉水、儿子
给买的电子烟，各种方法都试过，但却只能
坚持三天热度。反反复复戒了一段，裴计祥
抽得反而更厉害。

2004 年， 裴计祥因支气管炎住了院。
“说什么都不能再抽了。”裴计祥打定主意，
戒烟最重要的是有决心，还要有办法，办法
因人而异，只有选对了方法，才能真正戒烟
瘾。

糖球帮我戒掉香烟瘾

抽烟时间长了， 就会时不时下意识地
摸兜掏烟，裴计祥尤为厉害，就连平时穿衣
服都喜欢口袋多的能装烟。 有一次媳妇给
裴计祥洗衣服， 居然从一件外套里收拾出
五包烟。为了斩断摸烟这一毛病，裴计祥把
口袋里放上糖球， 想抽时就摸出糖球嚼一
嘴。

吃糖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口腔干
燥、喉咙干涩，没想到挺对路，裴计祥坚
持了两个星期一支烟都没抽。 媳妇一看
这方法有效，二话没说，又去给裴计祥买
了十斤糖。 儿女怕吃多了得糖尿病，又买
来了瓜子、花生豆，从此，裴计祥的口袋
成了零食仓库。

坚持下来， 裴计祥的烟瘾再也没有犯
过。 有了孙子后，裴计祥含饴弄孙，精神也
好了。 就连邻居都羡慕打趣。“老裴这烟也
戒了，人也返老还童啦，口袋里的零食都比
孙子的还多。 ”

（本报记者 周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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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烟人：陈国庆 年龄：65 岁
吸烟史：39 年，从 14 岁到 53 岁

戒烟时间：12 年，2003 年至今
吸烟量：每天一包烟

成功戒烟时间：一周
戒烟心得： 戒烟成功靠的是毅

力
陈国庆今年 65 岁，

已有近 39 年的烟
龄。他告诉记者，

小时候生长
在农村 ，

受 当
时

环境的影响，自己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抽烟。 从那以
后，烟就成了他的生活必需品。

陈国庆曾经跟亲朋开玩笑，自己这辈子是不可能戒
烟的。只要一会儿不抽烟，陈国庆就浑身不自在。有时候
熬夜工作，还需要烟来提提神！

陈国庆曾经戒过两次烟，第一次坚持了 18 天，后来
在一次同学聚会时，在一起的人都吸烟，他抵不住诱惑，
又开始吸了。 第二次更不彻底，他要求自己每天吸一两
支，可没坚持几天，又开始一盒盒地吸了。

终让陈国庆下决心戒烟， 还是由于 2003 年晚报上
一篇关于戒烟的文章，他至今还清晰地记着，文章中认
为戒烟关键在于从思想上放下，同时还阐述了男人戒烟
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家人健康的观点。 看完这篇
文章的陈国庆深受启发，戒烟的念头也从此开始萌发。

刚开始戒烟的头几天，陈国庆感觉浑身乏力，但一
想到文章中的观点，他还是硬挺了过来。“现在即使
桌子上摆着烟我也不想抽了。”陈国庆坚定地表

示，戒烟就是要从思想上彻底放下，并加
以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

心理上的依赖。
后 来 慢 慢

地，陈国

庆就习惯了没有烟的日子。 他说：“戒烟后，明显感觉
到身体和精神都变好了。 戒烟能否成功，主要还
是靠个人的意志力。 ”

现在，陈国庆不仅自己不抽烟了，还
经常劝导身边的人戒烟。 他笑着说
道，现在自己的口头禅是：关爱
健康，远离香烟。
（本报记者 孙彩霞）

30年烟龄
晚报帮我成功戒烟

一天一包烟意味着什么？
� �“你也许觉得就抽一根烟无妨，
但事实上，它会让你少活 14分钟。 ”
英国《每日邮报》曾公布过一组“夺
命”数据，英国一家网站对吸烟者的
生命消耗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是，
每天抽 20 根烟的人会减寿 10 年。
除此之外， 一天一包烟还意味着很
多……

一天一包烟>>>
连抽 10 年，抽掉一辆轿车

按照一个有中等抽烟能力的消

费者一天抽一包烟计算， 香烟的花
费也颇有规模。 吸烟者如果一天抽
一包 10 元的香烟，10 年就可抽掉一
辆紧凑型轿车，30 年将抽掉一台家
用中型轿车。 如果抽的是 30元一包
的香烟，10 年将抽掉一套小型公寓
住宅。30年将抽掉一套小两室住房。

一天一包烟>>>
20年成肺癌的高危对象

在肿瘤学上有一个叫做勃氏吸
烟指数， 是说每个人每天抽烟的支

数，乘上吸烟的历史年数，如果大于
400，就是肺癌的高危对象。

一天抽一包烟的人， 一包烟里
20 支， 抽 20 年下来指数就是 400。
假使说从 20 岁开始抽烟，一天抽一
包，到 40 岁吸烟者已经开始成为肺
癌的高危对象。

一天一包烟>>>
连抽 30年香烟长度 18公里

一般每支香烟的长度为 8.4
厘米，一包烟的长度约 1.68 米。 假

如一个人一天抽一包烟， 一个月
（按 30 天计算） 抽的烟长度就达
50.4 米，10 年抽的烟长度为 6.048
公里， 连抽 30 年的香烟长度将高
达 18 余公里。

一天一包烟>>>
一生将浪费 600多个小时

如果一个人一天抽一包烟，
假设一支烟抽完用时 5 分钟，那
么一天就是 100 分钟。 假如将一
年的烟一次抽完， 就意味着吸烟

者 要 不 吃 不 喝 不 睡 觉 的 连 抽
25.34 天。

同时，一个人一天抽一包烟，每
次抽烟点火、 灭烟时间按平均 6 秒
计算，一天所需用时为两分钟。 一年
则需要用时 730 分钟， 这也就意味
着吸烟者每年至少要浪费约 12 个
小时。 假设一个人从 20 岁开始吸
烟，按人的寿命 70 年计算，一直抽
下去的话这个吸烟者一生将浪费
600多个小时。

（本报记者 刘东甲）

多少时光迷失烟云中

灭失声明
郑江水名下机动车冀

E1C577，车辆型号BJ150ZH-3，
车 辆 识 别 代 号
LKBCHABA95X110572， 发动
机号：DB272020。 由于本人不
了解机动车注销登记的相关
政策规定，已将此车辆自行解
体，因此产生的一切纠纷和法
律责任由本人承担，同时该车
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牌照
已丢失， 现申请办理注销登
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灭失声明
王建军名下机动车冀

EAN558，车辆型号ZS100，车辆
识 别 代 号
LZSXCGL0X31084531，发动机
号：13085563。由于本人不了解
机动车注销登记的相关政策
规定， 已将此车辆自行解体，
因此产生的一切纠纷和法律
责任由本人承担，同时该车车
辆登记证书、行驶证、牌照已
丢失， 现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
张万军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为 ：
1305020020009009098， 声
明作废。

灭失声明
丁现波名下机动车冀

EAN559， 车 辆 型 号 长 铃
CM100-4B， 车辆识别代号
LCMPCGDJ64A101114， 发动
机号：427000338。 由于本人不
了解机动车注销登记的相关
政策规定，已将此车辆自行解
体，因此产生的一切纠纷和法
律责任由本人承担，同时该车
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牌照
已丢失， 现申请办理注销登
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