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长途自驾指南
□本报记者 盛丽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流鼻血时， 你可能习惯将头
向后仰， 鼻孔朝上止血， 其实这
是大错特错的。 这样做表面看不
见血往外流， 实际上血还是继续
向内流。 建议流鼻血时头稍稍低
下， 使血从鼻孔流出， 然后用大
拇指和食指紧紧捏住鼻翼部5～10
分钟， 出血侧的鼻部和颈部可用
湿毛巾或冰块冷敷。

“暖宝宝” 应贴在大衣内侧
或内衣外侧， 不能在睡觉时贴，
否则容易低温烫伤。 另外以下两
类人最好不用： ①孕妇， 贴在子
宫部位会导致子宫收缩， 严重会
致胎儿畸形或流产； ②糖尿病患
者对温凉痛觉等感觉迟钝， 易烫
伤， 且他们本身抵抗力差， 创面
很难愈合， 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两类人该扔掉“暖宝宝”

离婚让男性大脑衰老

研究发现， 离婚等负面事件
会加速中老年男性脑部衰老过
程， 大脑中与记忆力、 注意力等
相关区域会因此迅速变薄， 从而
导致细胞损伤、 免疫力下降和基
因改变。 另一份研究也发现， 与
离婚、 分居、 丧偶或未婚的人相
比， 处在婚姻状态的人过早死亡
的风险降低24%。

科学定义 “久坐” 为每个工
作日持续坐着工作超过6小时的
人 ， 以职业司机 、 IT从业者居
多。 有人因上厕所不方便， 会少
喝水或长时间憋尿。 喝水少易使
尿液储存时间长出现感染； 常憋
尿可能引起尿液返流引发前列腺
炎， 继而可能导致精液不液化，
对生育产生影响。

流鼻血低头才能止血

当心久坐偷走生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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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团圆

春节假期将近， 不少
人计划着驾车游玩， 也有
一些人会赶在春节前开车
回家过年。 在驾车出游和
回家的旅途前， 对自己的
爱车做个检查和保养就成
了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 。
冬季长途行车有哪些需要
注意的地方？ 我们请到了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北
京公交集团第二保修分公
司车身车间职工侯兴光给
大家介绍一下。

“春节假期需要跑长途和去
比 较 寒 冷 的 地 方 的 朋 友 们 注
意， 出发前要到正规的汽车修理
厂给爱车做一个全车的体检 。”
侯兴光说， “如果是到东北这
些比较寒冷的地方， 一定要在
检查时告诉维修人员。 这样维修
人员会更换相应的防冻液 、 机
油、 玻璃水等， 以保证爱车不会
在行驶当中出现问题。”

没有时间去汽车修理厂， 怎
么办？ 侯兴光介绍了一些车主自
己可以操作的简单检查方法 。
“首先是检查发动机机油。” 检查
机油时， 将车停放在平坦的地面
上， 关闭发动机数分钟后， 让机
油汇集到发动机底部， 把机油尺
拔出、 擦拭干净， 再次插到底，
拔出后检查油面是否在机油尺上
限和下限之间 。 “冬季正常用
5W型号的机油， 如果去极寒的
地方最好换成0W型号的机油。”

“再有要检查冷却液。” 侯
兴光说， “在冷却液凉的时候，
检查储液罐储液情况， 储液罐是
半透明的 ， 要检查液面是否在
‘F’ 和 ‘L’ 标志线之间 ， 并

用 冰 点 测 试 仪 测 量 冷 却液冰
点， 没有冰点测试仪可以取点防
冻液在冰箱进行冷冻测试。” 此
外， 他提示车主注意， 发动机很
热的时候 ， 切忌 打 开 水 箱 盖 ，
因为蒸汽或热水容易喷出， 很
危险。 冷却液明显减少时 ， 有
可能是散热 器等部位漏水了 ，
要及时维修。

“还要检查蓄电池和全车灯
光。 现在轿车普遍采用免维护蓄
电池， 这种蓄电池大多数在盖上

设有一个孔型密度指示器俗称
‘电眼’， 它会根据电解液密度的
变化而改变颜色， 通过不同颜色
来显示蓄电池的状态。 通常， 电
眼呈绿色时， 表示蓄电量充足，
蓄电池正常。 呈黑色时， 表示蓄
电量不足， 需要及时充电。 显示
为淡黄色或没有颜色， 表示蓄电
池酸液液面过低或内部有故障，
需要修理或更换。 检查蓄电池的
正、 负极是否被氧化的迹象， 可
以周期性用热水浇电瓶的电线连
接处。” 侯兴光说。

侯兴光特别提示， 如果是改
装过的大灯， 一定要把各个线束
固定牢固 ， 避免在行驶中线 束
松 动 造 成 大 灯 出 现 故 障 。 雾
灯、 刹车灯、 转向灯更要查看工
作状态 ， 冬季清晨雾天能见度
低， 追尾事故比较多， 所以如雾
灯、 高位刹车灯的正常工作， 也
是冬季行车安全的保障。

“长途驾驶刹车系统是非常
关键的， 特别是对跑山路和高速
的车辆来说， 一定要认真检查制
动系统。 如果制动液低于要求，
除了添加制动液外还需检查管路

是否有泄漏。 同时对制动盘与摩
擦片也要仔细检查， 看是否有磨
损过度的地方。” 他说， “轮胎
也很重要。 汽车的轮胎气压充足
与否， 是保证驾驶安全的一个方
面， 在保持气压充足的情况下，
也要检查轮胎是否磨损过度， 是
否有鼓包。 因为在日常行驶中撞
击深坑或擦剐街沿都可能造成胎
壁断纱形成鼓包。 如发现轮胎鼓
包要及时更换， 不然高速行车时
很容易造成爆胎意外。 还要在轮
胎冷却状态下检查轮胎气压。 气
压根据轮胎的受压变形状况检
查， 正常压力值请参考本车辆的
标准气压值。”

他还提示， 行车前检查雨刷
运转是否正常 ， 玻璃水是否充
足， 在遇到雨雪天气时车顶的
雪在融化后会从风挡流下来 ，
可以用雨刷刷干净。 在泥泞路
上行驶， 前车甩起来的泥点会溅
到前风挡， 喷玻璃水用雨刷刷干
净以保持良好视线 。 冬季正常
加-25℃的玻璃水， 如果去东北
等比较寒冷的地方建议更换-
45℃的玻璃水。

长途跋涉前 给爱车做个全面体检

安全驾驶莫大意 特殊天气安全驾驶有技巧
雨雪天行车能见度低， 地面

湿滑，尤其是下雪结冰，容易发生
交通事故。侯兴光说：“雪天行车，
首要是慢， 其次是和前车保持足
够距离，最好是平时开车距离的2
倍左右。 再有要做好提前刹车的
准备， 当发现和前车的距离在缩
短， 不管什么原因马上收油减速
并将脚放刹车踏板上准备刹车，
在光滑的路面上不能急踩刹车，
千万别有侥幸心理，麻痹大意。 ”

他补充介绍， 驾驶员还要保
持车内视线清晰。 “雨雪天行车，
车辆内外温差较大， 前风挡玻璃
出现雾气时， 千万不能边开车边
用毛巾擦拭雾气， 应利用车内空
调调节车内温度， 消除挡风玻璃
上的雾气，以免影响开车视线。 ”

此外， 在冰雪路面上行驶时
容易出现侧滑、甩尾等紧急情况。
“出现由于制动过猛造成的侧滑
或甩尾等类似危险情况时， 千万
不要猛打方向， 企图靠转动方向
改变打滑状态，这是非常危险的，
不但起不到纠正作用， 有时还会
适得其反。应松开刹车踏板，采用
连续点刹的方式制动。 如果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提前换好雪
地胎或安装防滑链。 ”

浓雾天气的能见度比雨天更
低，他提示，首先必须保持足够的
行驶距离。雾天因视距短，能见度
低， 有时路面因雾水造成路面湿
滑，制动性能降低，车辆易侧滑，
因此必须保持足够的行驶距离。

此外， 防雾灯或车尾雾天信

号灯也应该开着以示目标， 如雾
天汽车不开防雾灯， 行人或其他
车辆很难察觉到你。 另外， 不能
开远光灯 ， 因为远光灯光线强
烈， 会被雾反射到驾驶员眼中使
视线模糊。

公

告

郭帅 （身份证号： 210321198111070639） 你
自2018年12月7日起连续旷工的行为已严重违反饭
店规章制度，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饭店决定自
2018年12月10日起依法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请到饭店办理解除劳动合同
相关手续， 逾期未办理的， 视为你自动解除劳动
合同， 档案将转至户口所在地街道， 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北京北京昆仑饭店有限公司2019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