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自驾车回家过年的人越来越
多 ， 精神充沛 、 反应力良好是保证
驾车安全的关键 ， 任何对司机反应
能力带来负面影响的行为 ， 都属于
禁忌之列：

忌刺激性饮料 喝酒是开车的大
忌， 喝过量的咖啡也能引起反应能力
的减弱， 司机朋友最好少进食这些刺
激性饮料。

忌不喝水憋尿 部分司机为赶时间
情愿少喝水， 有尿意也不去解决。 司
机长时间不喝水会导致尿路结石的发
生， 而憋尿会使膀胱负荷加重， 亦会
分散注意力。 水大可照样喝， 现在路
途上加油站很多， 有需要完全可以解
决问题， 休息一下。

忌饿肚子开车 饥饿状态下， 人会
头晕眼花、 疲劳乏力、 注意力不集中，
直接影响到反应能力， 成为交通意外
的隐患。 司机不可以饿着肚子开车 ，
必要时在车内准备苏打饼干一类的食
品， 饿了就及时补充。

忌全程开空调 不少人有这样的经
验： 在封闭开空调的车厢内坐得久了，
会觉得头晕、 恶心， 甚至有呕吐等晕
车现象。 所以， 隔一段时间应开几分
钟窗， 让空气流通。

忌感冒时开车 有研究表明， 司机
患感冒期间反应能力会降低 75%。 同
时， 服用复方感冒药如扑尔敏会使人
反应力变差， 爱打瞌睡。

忌新手开夜车 平时少上路， 少开
长途车的新手最好不要开夜车。 按照
人体的生物钟， 到夜里身体基本上处
于休息状态， 反应能力比不上白天 ，
而且黑夜的路面状况更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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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出行 健康为先
踏入春运， 一年一次的中国人

口大迁徙正式拉开帷幕。 大家整理
毕工作， 开始陆续踏上回家的路。
回家路上的你， 需要这样一份健康
出行清单， 帮你平安到家。

一 准备预防性的医药用品

二 春运途中如何选择食物

三 过年出行要注意的事项

春节将至， 工作生活在外的
人都忙着 “赶春运”， 与家人团
聚过年， 然而， 对于有些晕车的
人来说， 若无法入睡， 就只能忍
受痛苦。 下面为晕车人支招， 帮
您摆脱晕车困扰。

听听音乐 严重晕车的人都
会有这种经历， 看到或想到车就
会晕车。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
戴上耳机听音乐， 并把音量调大
一点， 这样能干扰人内耳对平衡
刺激的反应。

服用药物 常晕车的人在乘
车前 30 分钟可服乘晕宁， 成人

每次 25 毫克， 小儿酌减， 以防
晕车反应。

适当饮食 乘车前进食不可
过饱或过饥， 乘车前也不宜太过
劳累， 前一夜要补充好睡眠。

坐在前面 选择汽车前面的
座位， 以减轻颠簸， 同时， 打开
车窗使空气流通， 并将头向后仰
靠在固定位置上。

加强锻炼 平时应加强锻
炼， 增强体质， 尤其在抗头晕上
要下工夫， 如多做转头、 原地旋
转、 翻滚等运动， 通过这些运动
使抗晕车能力得到增强。

中医疗法 按合谷穴或膻中
穴。 或取新鲜生姜 1片， 或鲜土豆
1 片， 贴于神厥穴， 用伤湿膏盖
贴， 同时将伤湿止痛膏贴于内关
穴， 用手指轻轻揉摩穴位。 也可在
乘车前 1小时左右， 将新鲜橘皮表
面朝外， 向内对折， 然后对准两鼻
孔挤压， 可吸入 10余次。

束紧腰带 无药之时， 晕车
者可在上车前将腰带束紧， 在下
坡时注意抓紧扶手， 减缓惯性对
内脏的冲击。

山东省平阴县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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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途车上 ， 按自己
回家路途的远近， 可以购
买一些方便面、 袋装的面
包或者麦片之类的食品 ，
随时准备补充能量 。 候车
室和火车上都有开水供应
以方便旅客。 坐火车的旅
客应该适当多吃一些碱性
食物， 如海带 、 紫菜 、 豆
制品 、 乳类， 还应该多吃
新鲜的苹果 、 香蕉 、 梨 、

柚子、 黄瓜等， 这些食物
可以帮助人体消除疲劳。

春节期间天气寒冷干
燥， 应时不时喝点水以补充
水分， 可以选择矿物质水，
水中含有大量的氧气和微量
元素， 能快速缓解人体的疲
劳感。 需要在长途车上度过
一两天的朋友们， 可以选择
带上一些花茶， 花茶清淡飘
香， 又止渴又润肠润肺。

晕车预防 � �六妙招

人在旅途 ， 最容易引
发消化道问题， 因此， 我
们在出行之前要记得携带
肠胃治疗药物。 对于晕车
的人来说， 最有效的就是
服用防晕车药 。 春运期间
过 敏 体 质 的 人 容 易 患 上
“异地过敏 ” ， 会在脚上 、
小腿上起一些小疙瘩或水

疱， 且奇痒， 这时应该带
一些扑尔敏等抗过敏药 。
车厢内人员密集， 空间相
对封闭， 空气浑浊 ， 准备
好感冒药有备无患。 赶车
时 ， 常 有 旅 客 会 意 外 受
伤 ， 所 以 可 随 身 携 带 碘
酒、 棉签、 创可贴等医用
物品。

1. 出行前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安全
意识， 把自己身上佩戴的一些值钱饰品
拿下来 ， 不要引起坏人的注意 。 另外 ，
自己的钱包要放好 ， 尽量把钱分开装 ，
这样会更加安全一些。

2. 我们出门的时候最好把身份证和
银行卡放在贴身的衣服里面， 钥匙放在
随身可靠的地方， 以保证不丢失。 还要
看好自己的行李物品， 不要让它们离开
自己的视线。

3. 带孩子的人一定要时刻注意自己的
孩子， 特别是在上下车时。 发现孩子丢失，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拨打 110进行报警。

4. 选择坐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坐一些
来历不明的车辆， 建议大家乘坐车况较好
的正规公交车或者长途车以及火车。

5. 在乘坐任何一种车辆的时候， 我
们都不要轻易睡着。 如果是坐长途车的
话， 休息的时候尽量要把值钱的东西贴
身存放， 提高警惕性。 不要随意听信陌
生人的话， 保持基本的防范心。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段佳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