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6

槟榔属国际公认一类致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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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槟榔广告只是开始
不久前，湖南的一则消息传遍网络，“湖南槟榔行业协会”发布通知，要求全面停止槟
榔广告。
据了解，这是因为湖南省市场监管局进行了强力干预。作为科普作者，我是很开心的。
那么，为什么要禁止槟榔广告？有必要这么大动干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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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属于
国际公认的一类致癌物

在国际癌症研究中心的致癌
物名单中， 槟榔属于一类致癌物，
即对人类致癌证据明确。 槟榔鲜
果、槟榔嚼块和带烟叶的槟榔嚼块
都是致癌的，主要是导致口腔癌。
在欧美不少地方， 槟榔都是
按有害物质处置， 比如美国很早
就发布法律， 禁止槟榔的跨州贸
易。在东南亚地区，槟榔导致口腔
癌十分常见， 也是当地的重要公
共卫生问题。
槟榔致癌主要是两方面的因
素， 一个是粗纤维长期磨损口腔
黏膜，形成溃疡和病变，久而久之
会发展成癌症。 如果听到一个人
说话大舌头， 你不妨问他 / 她是
不是吃槟榔，十有八九是。这是口
腔黏膜纤维化的征兆， 下一阶段
就是癌症。
另一个是槟榔中的槟榔碱，
在口腔中可以被细菌分解出一些
亚硝胺类物质，具有潜在致癌性。
东南亚有些国家是把槟榔和
烟叶一起嚼，致癌性更强。此外，
很多嚼槟榔的人还有吸烟和饮酒
等不良嗜好， 这也是重要的癌症
诱发因素。

林西县供电公司团委

组织召开
专题学习会议

晨报官方微信

本报讯 3 月 1 日，林西公司
团委组织召开专题学习会议，该
公司 34 名团员青年参与学习，活
动由 该 公 司 团 委 书 记 李 高田 主
持。
活动中， 李高田首先传达了
国家电网公司团委 《关于学习宣
传贯彻 公 司 三 届四 次 职 代 会 暨
2019 年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和
国网赤峰供电公司团委关于学习
“两会” 精神的相关工作部署，并
就分组学习、 集中研讨的优势和
用意作了简要说明。随后，公司四
名团委委员分别代表预定学习小
组汇报了各自学习情况，郭玥、颜
翔宇、李文赫、刘思尧分别汇报了
国网公司、蒙东公司、赤峰公司和
林西公司“两会”精神实质和学习
成果， 汇报以 PPT 课件的形式进
行，集中研讨现场图文并茂、四组
争鸣，学习研讨氛围浓厚、成效突
出， 使参与学习的青年员工清楚
了电网企业面临的严峻内外部形
势变化，明确了 2019 年度重点工
作任务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目
标， 知道了团委工作重心和自身
的努力方向。
找准开展团青工作的着力
点，加强团员青年的思想引领。
（李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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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湖南省的口腔癌发病率位于前列

有网友为槟榔鸣不平，说“凭
什么禁槟榔广告？香烟都没有禁！”
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广告法里面
对香烟广告有明确规定！
《广告法》第二十二条：禁止在
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公共
交通工具、 户外发布烟草广告。禁
止向未成年人发送任何形式的烟
草广告。禁止利用其他商品或者服
务的广告、公益广告，宣传烟草制
品名称、商标、包装、装潢以及类似
内容。烟草制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
发布的迁址、更名、招聘等启事中，
不得含有烟草制品名称、 商标、包
装、装潢以及类似内容。
当然，中国控烟力度与发达国
家和地区相比还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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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的香烟还只是在包装上
写了“吸烟有害健康”，境外的香烟
包装让你看了就没有抽烟的欲望。
如果有一天，槟榔的包装上印着口
腔癌患者的图片，你还会去嚼槟榔
吗？
有人说：“那谁谁吃一辈子槟
榔也没癌症，是为什么呢？”这个问
题很可笑，就像有人抽烟一辈子也
没有肺癌， 有人从不抽烟也肺癌。
癌症是一个概率问题，嚼槟榔并不
一定得口腔癌，但嚼的人比不嚼的
人更容易得癌。
比较直观的是，口腔癌患者绝
大多数是嚼槟榔的，湖南省的口腔
癌发病率已经排到所有癌症的第
七位，而其他省份没这种情况。

长期咀嚼槟榔对口腔健康有严重影响

此外，嚼槟榔的人大多数都有
牙龈、牙周方面的问题，这会影响
咀嚼功能。由于长期的溃疡，吃东
西也有很多忌讳，进而影响营养的
摄入。
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实施《健
康口腔行动 方 案（2019-2025）》，
其中明确指出，在有咀嚼槟榔习惯

的地区，以长期咀嚼槟榔对口腔健
康的危害为重点，针对性地开展宣
传教育和口腔健康检查。
国家部委将槟榔写入文件，而
且是和烟草并列，说明官方层面对
于“槟榔有害健康”已经是共识，这
对于湖南禁止槟榔广告也起到了
重要推动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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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口腔癌的发生率
禁槟榔广告只是个开始

禁广告后，口腔癌会变少吗？
我觉得不乐观。
第一，槟榔有成瘾性，已经吃
上的人，很可能
“
不见棺材不落泪”，
还是会继续吃，无需广告推广。
第二，即使没有广告，槟榔业
这些年凭借暴利打造 的深 入 农
村、街巷的供应体系已经形成，现
在只不过重新回到“闷声发大财”
的道路上来。
第三， 看起来禁广告只是湖
南省市场监管部门的举措， 能否
管住经销商在外地投放的广告，
还得看“疗效”。
第四， 槟榔致癌不是一两天，
通常是 10 年之后才会转变为癌症，
因此槟榔的疯狂广告营销的恶果
还没有出现，癌症高峰还没有到来。
总之， 目前槟榔行业的行动
更像断臂求生，而不是痛定思痛。
面对致癌槟榔，禁止广告是非
常给力的措施，但这只控制住了它
野蛮扩张的势头，并不能阻止它继
续渗透发展。因此，希望国家有关
部门能打出组合拳。比如大幅提高
槟榔产品的税率，像香烟一样征税。
同时加强槟榔与口腔癌的相关健
康教育，让一部分人迷途知返。此
外， 帮助海南等地种植槟榔的农
户转产高附加值果蔬。 希望通过
5-10 年的努力，彻底清除槟榔业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的毒害！

敖汉旗供电分公司

元宝山区供电公司

严防线下焚烧确保通信线路安全

开展安全生产
主题活动

本报讯 近日， 国网敖汉旗供
电分公司针对通信线路通道内烧
荒问题开展专项巡视工作，加强对
通信线下焚烧宣传和巡查，切实保
障电力设施可靠运行。
进入冬季后期，针对线下烧荒
特点，该公司组织基层供电所员工
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民发放电力设
施保护知识宣传资料，深入讲解电
力通信线路下烧荒的危害与危险。
在乡、村人员密集区域张贴警示标
语，提高村民线下防火意识，保证

辖区内不发生因焚烧引发的各类
通信中断事故。同时，对辖区内通
信线路划分出重点防火区域，制定
具体的防范预案。加强对所辖区域
线路通道的巡视工作，责任落实到
人， 严防线下烧荒情况的发生。截
至目前，该公司已累计发放宣传资
料 100 余份， 及时处理线下焚烧
险情 2 起， 全面强化线下焚烧管
控， 筑牢电力通信运行的安全屏
障。
（王建伟）

喀喇沁旗供电公司

举办新版《安规》工作票培训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工作票
的标准化，提升工作票的填写正确
率，确保冬训达到实效。国网喀喇
沁旗供电公司信息通信专业举办
了一期工作票填写培训，重点讲解
信息、 通信工作票的填写规范。该
公司工作负责人和工作票签发人
参与了培训学习。
此次培训邀请了安质部人员
进行集中授课，从工作票填写的规
范，填写、签发、许可、执行、终结整
个工作票的全过程入手，安规理论
内容和实际相结合，进行了细致的
讲解。针对公司日常运维作业中填

写的 " 两票 " 内容和标准，查找工
作票填写不正确地方，纠正安规工
作票填写不规范的行为，改正工作
票填写错误。培训结束后，结合工
作现场实例进行了一次模拟工作
模拟工作票的填写，确保培训时效
性。
下一步，该公司信息通信专业
加大“两票”培训力度，规范工作票
的合格率， 杜绝工作票填写的错
误， 禁止触碰信息通信安全红线，
提高检修流程标准化，为强化信息
通信基础建设不断努力。
（王杰）

本报讯 为进一步落实安全
生产精神， 突出安全生产基础地
位，强化安全红线意识，确保供电
企业人员、电网、设备安全，国网
元宝山区供电公司开展了安全生
产大讨论大反思主题“安全生产”
活动。
此次活动该公司采取自身反
思和互相批评的方式， 以人身事
故通报和近期安全生产工作要求
为背景， 重点讨论了安全生产存
在的薄弱环节、 作业现场的安全
隐患、安全工器具管理存在问题、
现场作业标准化作业执行效果和
变电站巡视等 8 项问题。 与会人
员一致认为， 要在今后工作中积
极开展事故反思和警示学习，要
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严格落实好生产现场作业“十不
干”的要求，坚决杜绝不走流程、
不做安全措施和私自抢修的行为
发生， 同时要加强安全工器具和
用具的配置、保管和使用，确保现
场施工的工具合格完备， 对容易
忽视的交通安全要予以重视。
通过开展本次安全生产活
动， 在思想认识上得到了明显提
高， 为该公司安全生产夯实了基
础。
（刘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