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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 选择自驾回家
的朋友也越来越多， 一来时间
自由， 二来出行方便， 能直接
到家。 那么， 在自驾途中， 我
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安排好开车和休息时间 春运
期间为了能更快又安全到家， 可
把高速上的驾驶时间安排在夜
晚， 在国道上的驾驶时间安排在
白天。 开车跑长途一定要多休息，
建议每两个小时休息 20分钟。

与特殊车辆保持较大车距
一些载客巴士、 出租车为了争
抢客源， 常常会急打方向、 急
停， 跟在这些车后面一定要保
持较大车距 ， 随时准备刹车 ，
防止追尾。 还有些大货车， 制
动时间长， 也要保持较大车距。

高速上别随便停车 如果车

子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故障， 要
及时靠右停在安全位置， 开启
双闪并放置故障车警告提示牌。
如果没办法挪动车子， 必须开
双闪并在车后至少 150 米处放
置警告标示牌， 然后随车人员
撤离到安全处报警。

遇到恶劣天气要慎行 春节
难免会遇到雨雪天气甚至道路
结冰、 积雪状况， 情况严重时
最好不要开车。 提醒大家， 雾
天尽量在普通公路上低速行驶，
注意开启车灯。

保持正确坐姿 长途驾车容
易疲劳， 座椅的调整格外重要，
一定要符合自己的身高， 坐得
舒适。 提醒自己保持背部挺直，
放松手臂。

陶莎

������如果乘车时感到晕车， 可以试试
以下方法。

1.胃复安 平时有晕车症状的人
可按医嘱服用胃复安， 于上车前 10～
15 分钟吞服， 可防晕车。

2.鲜姜 行驶途中将鲜姜片拿在
手里， 随时放在鼻孔下面闻。

3.桔皮 乘车前 1 小时左右， 将
新鲜桔皮表面朝外， 向内对折， 然后
对准两鼻孔两手指挤压， 皮中会喷射
带芳香味的油雾。 可吸入 10 余次，
乘车途中也照此法随时吸闻。

4.风油精 乘车途中， 将风油精
搽于太阳穴或风池穴。

5.食醋 乘车前喝一杯加醋的温
开水， 途中可防止晕车。

6.指掐内关穴 晕车时， 可用大
拇指掐内关穴。

谢玲菲

������一些朋友会选择乘飞机回家或
者访友旅游， 下面为您整理了飞行
途中的注意事项。

不要携带危险物品上飞机 特
别提醒， 日常一些普通的物品如
汤、 鱼竿、 啤酒、 过氧化物 （如染
发剂）、 闪光/烟火弹、 帐篷钉、 打
火机、 锥子、 液体药物、 羽毛球拍
等， 实际上是存在一定危险的， 不
能带上飞机。

大件行李最好托运 如果飞机
遭遇乱流或在紧急事故发生时， 座
位上方的置物柜通常承受不住过重
物件， 导致一些乘客被掉落下来的
行李砸伤。

不建议孕妇乘机 一般来说 ，
孕妇怀孕不满 3 个月和超过 35 周
不建议搭机出游。 临近产期的孕
妇， 由于空中气压的变化， 可能导
致胎儿提早分娩。

随时系紧安全带 在飞机翻覆
或遭遇乱流时 ,系紧安全带能给乘
客多一层保护， 不致于在机舱内四
处碰撞。

熟记安全指示 乘客要仔细听
空服人员介绍的安全指示。 飞机紧
急迫降时应双手交叉放在前排座位
上， 头部则放在手上， 在飞机着陆
前一直保持这个姿势。

唐小林

������年关将至， 有不少买票困难的
打工族会选择骑摩托车返乡； 春节
期间， 城镇尤其是乡下也有部分人
选择骑摩托车外出。 为安全考虑，
骑行途中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关注行程天气 注意避开雨雪
天气， 穿戴好头盔手套等护具防寒
保暖。 如在途中遇雨、 雪、 雾天、
大风或路面结冰时， 应降低车速，
保持安全行车距离， 谨慎驾驶。

有证驾驶不超载 应当依法取
得并随身携带符合准驾车型的驾驶
证， 不驾驶无牌车辆 。 不超员载
客， 两轮摩托车除驾驶人外， 可再
乘坐 1 人， 但不能搭乘未满 12 岁
的儿童； 不违反规定载物， 不得在
车把上悬挂物品。

出行前检查车辆 出行前要仔
细检查车辆的操纵装置、 刹车装
置、 照明信号装置是否有效； 油、
电路及接口有无渗漏现象； 检查前
后轮胎有无损伤， 气压是否合适；
检查喇叭、 车速表能否正常工作；
检查随车工具及警告标志牌是否齐
全。

保持合理车距 在跟车行驶中
要记得与前车保持好合理的车距，
留出充足的反应和制动时间。 不随
意变更车道、 超速行驶， 尽量靠右
行驶。

注意休息 合理安排休息时间，
不要疲劳驾驶。

李晓晓

乘飞机出行
注意事项

骑摩托车返乡
安全最重要

春运号角吹响

乘坐火车请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

简易方法缓解晕车 自驾回家安全攻略

乘坐火车注意事项

1.上车前后避免拥挤 上车时
和开车前， 站台上及车厢内人多
拥挤， 应按照车站的引导标识或
工作人员的安排在指定车厢位置
安全线以内排队等候， 有序排队
进站上车。

2.不携带易燃易爆品等危险
品上车 配合铁路安检工作， 将可
能引发安全事故的危险物品交
出， 以保障自身及广大乘客的安
全。

3.看管好孩子 乘车时， 注意
看管好孩子， 不要把孩子交给陌
生人照顾， 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
的视线， 以防被拐。

4.�防人之心不可无 一些不
法分子会利用 “老乡”、 “同行”
等借口主动搭讪， 或主动赠送食
品及物品， 在你放松警惕时实施
诈骗和盗窃。 当遭遇抢劫等危险
情况时， 要避免与不法分子正面
冲突， 有紧急情况赶紧报告列车
长， 以免遭受人身侵害。

5.警惕诱发旅途性精神问题
由于人流密度高 ， 加上舟车劳
顿， 很容易诱发各种疾病， 尤其
是 “旅途性精神病”。 有精神病
史的人如果长途出行， 应该提前
计划， 避开出行高峰， 最好有家
人陪同， 以便及时控制和处置。
尽量营造较舒适的乘坐环境， 老
幼及慢病体弱人群宜选择软卧，
并保持规律的饮食和睡眠， 避免
长时间呆在一个密闭空间， 多走
动， 听听音乐舒缓情绪。

6.�预防传染病发生 注意饮
食卫生和保持饮食规律是避免胃
肠道疾病的前提。 吃饭前应用香
皂洗手， 或准备好消毒湿巾在吃
饭前擦手。 另外由于人群聚集、
通风不畅， 列车上容易引发感冒
等呼吸道传染病传播。 注意旅途
中的休息， 最好能利用列车到站
的机会， 下车呼吸新鲜空气。

如何乘车更舒适？

1.不宜空腹乘车 上车前， 最
好要吃点东西， 不要空腹乘车，
当然也不要吃太多东西。

2.放松心情 不要较长时间地

看车窗外近处移动的景物， 否则
易晕车。 不妨远望， 或者闭目养
神， 还可以听收音机， 尽量不在
车上看书， 易损害视力。

3.保证充足睡眠 乘车前一
晚 ， 尽量早睡 ， 保证充足的睡
眠。

4.短途尽量不在车上睡觉 在
动荡环境中睡觉， 大脑得不到好
的休息和调节， 容易造成功能损
伤。 有时司机急刹车时， 猛被惊
醒， 中枢神经受到刺激， 对身体
不利。

5.旅途中要有充分的准备 乘
车时带上必要的药品和衣物， 自
带水和干粮、 新鲜水果， 充足的
水分、 维生素不但能应对车厢内
的干燥 ， 还能提高身体免疫能
力， 有助于防止便秘等， 从而保
证身体健康。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 刘富强

�������据统计， 今年春运全国铁路售票总量、 互联网售票量将再创历史新
高， 自 12 月 12 日售票开始以来已累计售票 3.09 亿张。 春节快到了， 人
们都希望能回家过个团圆年， 而火车是大多数人选择的交通方式。 春运
期间， 火车上人流量多， 乘坐需时时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 以防发生各
种意外和紧急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