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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香烟警察”上街执法
在法国，贯彻禁烟令的权力落在“香烟警

察”、宪兵、交警和纠察队的手里。他们有权向
违令者开类似于违规停车的罚单。与此同时，
法国政府也希望所有非吸烟者向烟民施加
“道德压力”。

为落实禁烟条例， 法国在全国范围布下
17.5万名“香烟警察”。 这些“香烟警察”被派上
街头巡逻，一旦发现有人违反禁烟令，他们有权
对违反者处以最高 450 欧元（约合人民币

3704 元）的罚款，而对于允许烟民
在禁烟范围内吞云吐雾的物业主
人，最高可面临 750欧元的重罚。

法国从 2003 年开始着力采取措
施控烟，当时的政府下令把香烟价格提
高两成。 2008年 1月 1日起，法国的博物
馆、学校、火车站、机场、办公室和公共场
所以及密封空间等列入严禁吸烟的地点。

� 英国：让孩子劝父母戒烟
自 2006年起， 英国各地陆续

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但这并没有
让所有英国烟民放下手中的香烟，
至少有 20%的英国人承认自己仍
然是“瘾君子”。为让更多的烟民放
弃这一不良嗜好，英国卫生部门及
非政府组织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
比戒烟糖或是精神疗法等方式更

有效的戒烟法，那就是让孩子们监
督自己的父母少抽烟甚至是不抽
烟。

为配合禁烟令，宣传禁烟的好
处，位于伦敦的民间组织“北富勒
姆社区新主张” 赴伦敦数所小学，
向孩子们宣传被动吸烟的害处，呼
吁孩子们回家后监督父母不要在

家中或当着孩子的面
吸烟。

在英国， 从小学到中
学都有定期的个人健康课，
告诉学生吸烟害人害己。 近
年， 随着孩子劝说戒烟等方
式，英国已有四成烟民表示愿意
尽快戒烟。

� 新西兰：恐怖图片轮流上烟盒
提高税收和让零售商柜台内销

售， 使新西兰成为全球控烟最严格
的国家之一。 殊不知，新西兰政府
对此还有一个妙招：在烟盒上印刷
系列警示图片及警示语。

在烟盒上印制健康警示性语句和
图片， 被认为是减少吸烟人数的有效
手段之一。2008年起，所有在新西兰生
产并销售的烟盒外包装上， 必须用英

文和土著人的毛利语两种语言， 印刷
13款健康警示性图片及警示语， 内容
有让人毛骨悚然的死人尸体； 看起来
令人作呕的腐烂牙齿和牙龈； 熏黑的
肺部等。

2010 年， 新西兰政府在此基础
上特意针对女性烟民增加了一个
举措，要求增加警示孕妇吸烟有害
健康的图片：画面为一个孕妇和一

个可怕的畸形儿， 上面醒
目地写着：“你不是一个人
在吸这根香烟！ ”这 14 款警
示图片， 其中 7 张图片为一
组，使用一年，另外 7 张图片
第二年使用，两组轮换交替。 政
府明确要求健康警示性图片和
语句在烟盒正面占有 30%的空
间，反面占据 90%。

� 日本：走路时也禁止吸烟
这些年，戒烟似乎成为日本的

风尚， 吸烟族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公共场所到处都是禁烟区，烟民想
抽烟只能到窄小的吸烟区，即使在
家里也只能去阳台抽烟，或者站在
换气扇下面。 在日本，人们普遍认
为二手烟对人体的伤害比直接吸
烟还严重，因此特别注重减少二手

烟对人们造成的伤害。
目前，日本很多地区都实施一

项特殊的规定———步行时禁止吸
烟， 违者将被处以 2000 日元到 1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123 元到 617
元）不等的罚金。同时，在很多车站
都设有小型吸烟区，烟民如果想吸
烟只能挤在这里，这项规定主要是

为避免吸烟的步行者将二手烟扩
散，让无辜路人被迫吸烟，同时也
能有效减少火灾发生。

为帮国民戒烟，日本还把戒烟
纳入医疗保险。在日本的电视广告
里， 常有大牌明星出演的戒烟广
告，告诉人们可以去医院让专业医
生协助戒烟。

� 俄罗斯：全面禁止烟草广告
俄罗斯的烟民比例也相当高， 早前

的统计数据显示，俄拥有 4400 万烟民，
这意味着每 3 名俄罗斯人中就有 1 人
抽烟，因而俄政府对于禁烟问题也不
敢怠慢。

2013 年时， 总统普京便签署
了“史上最严禁烟法”，新法要求
分阶段在公共场所禁烟、全面禁
止烟草广告等。

新法规定 ， 全面禁 止
烟草广告 、 不得展示香

烟 、 只能在收银台出示香烟
价目表 。 另外 ，烟草公司被禁
止赞助包括体育赛事在内的
各项活动 ， 与政府机构的来
往信件将被公布。

另外，俄罗斯颁布的禁烟法案
还规定， 禁烟范围涉及公共汽车、
有轨电车等交通工具， 公交车站、
地铁站、机场等公交枢纽，电梯、办
公大楼、教育和卫生场所等公共场
所。

� 韩国：让你买不起烟
2015 年初，韩国政府

上调烟价， 让不少“烟
民” 无奈之下选择戒
烟。

据韩报道，2015
年 1月起， 一盒烟
价 格 上 涨 2000
韩元 (约合人民
币 11.4 元)，从
此前的一盒
2500 韩元、
2700 韩元
分别涨至

4500韩元、4700 韩元。 因承受
不起烟价， 到戒烟学校报名的
人数大幅增加，在 15 天的时间
里，报名人数已超过 10万。

韩国保健福祉部认为，新
年伊始韩国每包香烟价格上涨
2000 韩元和禁烟区域扩大等
都是戒烟人数剧增的主要原
因。

另外， 韩国政府还将继续
开设短期戒烟课程， 并向在全
国各地医院接受戒烟教育培训
的人提供经费支援等优惠。

� � 根 据

世界卫生组织

发布的报告称 ，全

球每年因吸烟死亡的

人数已经突破 600 万大
关， 照此倾向发展下去，预

测 2030 年吸烟死亡人数将
达 800 万。 因此，许多国家都出

台严厉的禁烟措施。

现实中， 颁布禁烟令不难，难

在如何贯彻和执行。 很多国家在禁

烟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增

加了禁烟令的执行难度。 鉴于此，一

些国家在禁烟方面挖空心思、出台妙

招狠招，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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