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外36℃，车内57℃……
炎炎夏日， 开车一族也开启了
“蒸桑拿”模式。

夏季开车如何最快降温？7
月12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通过
现场实验， 为大家提供几种车
内降温的方法。

室外停车1小时
车内升至57℃

据悉， 一般养生馆内的汗
蒸房温度在40℃-45℃之间，
桑拿房的湿蒸温度则为45℃
-60℃。那么，夏天在室外停车
后，车内究竟有多热呢？

7月12日，长沙岳麓区最高
温度36℃。当天下午3时，记者驾
驶一辆汽车在太阳下暴晒1个小
时后，车内温度达到57℃。上车
说是在蒸桑拿，一点也不夸张。

开窗、开关车门
可有效降温

网传上车前打开一侧车窗，

再连续开关另一侧车门，可使车
内热空气迅速排出，从而降低车
内气温。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
实地测验了一下该方法。

当车内气温为57℃时，记
者把副驾驶室的车窗降下，连
续开关主驾驶室车门10次，然
后再次测试车内温度。此时，车
内温度已不到46℃，即2分钟内
降温幅度超过10℃。看来，这一
降温窍门确实有效可行。

“原理就是加速空气流通，
以达到降温。”汽车行业人士介
绍，除了该方法外，还可以直接
把所有窗户都打开， 让空气自
由流通， 也可以使车内温度下
降，“不过开窗比开关门降温，
需要更长时间。”

此外， 行业人士受访时表
示， 夏季给车内降温还可以在
车辆前后、 左右玻璃上安装遮
阳帘，以及在室外停车时，将四
个车窗均留一条两厘米宽的缝
隙，“不过缝隙不能留过大，以
防盗窃以及突然下雨而导致损
失。” ■记者 胡锐

煎熬

提醒

A03视点2021年7月13日 星期二
编辑/贺齐 图编/言琼 美编/胡万元 校对/汤吉

这
两
次
小
惊
险

发
生
在
泳
池

边纳凉边能把工作
找了， 您心动吗？ 7月12
日，记者从株洲市人社局
获悉，株洲渌江广场举办
了一场“招聘夜市”。

7月10日傍晚6点，正
值周末，株洲醴陵市渌江
广场上两排特殊的“排
档”吸引着散步的市民驻
足停留， 这里正在举办
“招聘夜市”。 招聘现场，
主办方不仅安排了众多
企业的岗位供市民选择，
还设立了人社服务台，现
场提供政策咨询。

“‘人才夜市 ’ 招聘
会，可以利用晚上休息时
间来挑选工作，模式很新
颖，氛围也更轻松。”黄运
是株洲醴陵嘉树镇人，从
事陶艺相关职业9年。他
咨询的湖南华联瓷业股
份有限公司此次带来的
200余个岗位。“招聘会选
在了醴陵人气最集中的
地方，又是凉爽的傍晚时
分开始，希望能够招聘到
更多的人才。” 湖南华联
瓷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聘
经理陈烃坦言。

据了解，该场“夜市
招聘” 共吸引了25家企
业， 提供陶瓷、 烟花、玻
璃、 电子等近1500个岗
位， 进场人数近千人，达
成初步意向261人。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颜小波 肖斐菲

视频 王智芳 周鹏程

北方强对流预警不断———华北
多地迎极端强降雨， 南方高温预警
频发———7月12日下午湖南连续第7
天发布高温预警， 是不是有一种时
空错位感？ 但这正是眼下国内的天
气形势。湖南的小伙伴很纠结，连阴
雨盼天晴，这才晴了几天，却又想来
上一场雨了———只因天太热！

什么时候能再来一场雨给火热
的天气降降温？有好消息：雨这两天
就有，而且还不小。但是，这场雨只
局限在湘西北地区， 省内大部分地
区依旧在副高的掌控之下。 省气象
台7月12日16时10分继续发布高温
黄色预警： 预计12日20时至13日20
时，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岳
阳、益阳南部、郴州、永州、怀化、娄

底、 湘西州东南部将有35℃以上高
温天气，局部地区达37℃以上，请做
好防范。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省内
大部分地区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
主，除湘西北、湘西有起伏外，其他地
区维持在35～37℃，局地超过38℃。
14日开始副高西伸加强控制湖南，
省内大部分地区以晴热高温天气为
主，局地午后有热对流天气。

省气象局建议， 关注晴热高温
天气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建议加
强蓄水保水， 做好抗旱相关准备工
作，科学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午后到
傍晚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户外
活动注意防范雷电危害。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朱玲

本报7月12日讯 随着暑期的
到来， 儿童青少年野泳溺水成为备
受关注的话题。7岁的俊俊（化名）和
4岁的心心（化名），却是在游泳池玩
耍时溺水，因病情危重，同一天进入
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救治。

目前， 长沙市向学生免费开放
了多家游泳馆。 省儿童医院医生提
醒，孩子的暑期安全，不仅要提防野
泳， 游泳池溺水同样要警惕。（扫报
眉二维码看新闻视频）

不足膝盖深的儿童泳池里
4岁娃溺水

“只有几十秒，就溺水了。”今天
上午， 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一
科病房外，回忆起孩子溺水的过程，
俊俊妈妈李女士后怕不已。

7月7日， 她带着儿子到游泳馆
学习游泳。“我一起在学游泳， 所以
也在泳池里。”当时，俊俊刚和教练
学完一个动作， 看着孩子带着救生
圈，李女士就自己练习潜水了。潜了
几十秒钟，她钻出水面的时候，发现
教练员正在抢救一个孩子。

“有人溺水了！”李女士一惊，四处
找寻俊俊的身影，却没有看到人。冲上
去一看，教练员施救的正是儿子俊俊！
“当时他已经没有呼吸，真的只有几十
秒！”俊俊为何摘掉了救生圈？他怎么
溺水的？李女士现在都没想明白。

由于教练员施救及时， 俊俊缓
了过来， 重新有了呼吸。 但脸色发
绀，人也虚弱不已。由于缺氧太久，
入院后直接转重症病房。

就是同一天，4岁的心心也溺水
了。 事发当时心心在不足膝盖深的
儿童泳池里玩耍，突然摔倒了，几十

秒钟过去， 身边的人发现时孩子已
经溺水。 她也被送到了省儿童医院
重症医学一科。

儿童多半是泳池溺水
脱险仍需警惕脑损伤

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一科管
床医生曹建设表示， 幸好俊俊接受了
及时的急救，赢得了抢救的时机。目前
仍需要警惕溺水窒息后48至72小时
内， 因缺血缺氧导致的全身多脏器再
灌注损伤及肺水肿发生。

“溺水窒息复苏后，最容易受损
的是脑细胞， 同时导致神经功能障
碍，脑水肿、肺水肿等并发症。”曹建
设强调，家长一定要引起注意。医院
接收的溺水儿童，多半是在泳池、家
中溺水的。

“带孩子游泳时， 不要让孩子离
开自己的视线。同时还要提高孩子的
安全意识，告知孩子不要贸然跳水和
潜泳，更不能互相打闹，以免发生误
吸和溺水。” 重症医学一科主任张新
萍提醒，溺水是造成夏季儿童意外伤
害的“头号杀手”。提醒各位家长，溺
水的发生不分时间及地点，无论何时
何地，家长都应提高警惕。

张新萍表示， 一旦发现孩子溺
水， 应赶紧施救并查看意识是否清
楚，去除湿衣服让孩子处于侧卧位，
尽量让液体流出， 防止孩子将口鼻
腔内的水误吸到气管中。 大脑缺氧
超过4分钟，将会对脑细胞造成不可
逆的损伤， 如果此时发现孩子没有
呼吸、心跳，马上进行心肺复苏，同
时拨打120急救电话紧急就医。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姚家琦
视频 实习生 屈非菲

暑期防溺水，进馆游泳也不能掉以轻心
又是孩子，这两次小惊险都发生在泳池 提醒：野泳之外，带孩子去泳池要注意这几点

每年暑期，儿童的意外伤害事故高发。湖南省儿童医院3年收治
的近7000例意外伤害案例显示，骨折、异物、颅脑外伤高居前三。

相关数据分析，52%的儿童意外伤害发生在家庭，19%发生在街
道，12%发生在学校，其中学龄前儿童的意外伤害多发生在家里。

52%的儿童意外伤害发生在家里

湖南下一场雨还要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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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凉、求职两全其美
“招聘夜市”获赞

“多做车辆检查，尤其是在
跑长途前， 要对车辆做个全面
检查。”业内人士介绍，检查的
项目主要包括轮胎与胎压，一
旦发现胎压过高，应当及时将车
停于阴凉处休息降温；还有夏季
车辆易自燃，多看看机舱内有无
油液泄漏、管线的隔热与包裹等
情况，保持机舱干净整洁。

今年不少电商平台上热卖

一种车内降温“神器”———降温
喷雾，并宣称能“急速降温，零
危害”。对此，消防部门的回应
是———慎用。 有消防员通过实
验证明， 这种喷雾中存在易燃
成分， 长期放在车内温度太高
的话，还可能会爆炸，消防人员
还提醒， 在使用此类产品后的
半小时内， 喷雾所覆盖的地方
不能接触明火。

车内降温“神器”，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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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傍晚6点，株洲醴陵市渌江广场上正在举办“招聘夜市”。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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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外36℃车内57℃
这样做能快速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