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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主任 傅志宏
本报讯（记者 王慧）记者日前从市

交警支队获悉，此后一段时间，我市将
对客货车产销、运输等环节的违法行为
开展深度治理。

此次治理内容包括从事道路客运
企业、车站须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防
止危险品进站上车。严禁车辆超员、关
闭动态监控装置或者屏蔽卫星定位信
号。严禁存在安全隐患车辆从事客货
运输，中小学、幼儿园严禁使用未取得

校车使用许可的载客汽车，禁止学生搭
乘非法运营车辆，禁止校车驾驶员超
速、超载。客运企业、车站和客运车经
营者，不得要求客运车驾驶人超员、超
速、违反规定载货行驶等。

严禁非法改装、拼装客货车车厢栏
板、钢板弹簧、液压悬浮装置，严禁销售
非法改拼装车。对运输易遗洒物品未
采取有效措施封盖的货车，严禁驶出装
载场地。上路行驶货车，应随车携带装

载货物运输单据以备查验。严禁为货
车提供虚假、伪造装载证明。

除运输危化品、依法办理《超限运
输许可证》的货运车辆外，其余货车装
载应严格按相关规定执行，严禁超限运
输。

对于对违反相关要求的，将按照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严肃追究有关
企业、场站等客货运源头单位及人员的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讯（记者 王慧）近日，市交警支队组
织社区儿童参观了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
地，寓教于乐开展暑期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活
动，切实提高幼儿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交通意
识。

活动中，民警带领小朋友观看了全国各地
重特大事故系列警示片，从视觉的角度让小朋
友了解安全出行的重要性。在交通指示标示区
内，工作人员利用各类交通指示标志，组织小朋
友学习辨认道路交通标志。在模拟驾驶区，工

作人员又利用模拟驾驶设备，为小朋友们讲解
了超速、不按规定道路行驶等违法行为所带来
的危害。在模拟马路区，民警利用院内模拟道
路，为小朋友讲解了如何安全过马路、辨认人行
道红绿灯等道路交通安全常识。

民警表示，开展这种互动教育的目的，是
让小朋友从小养成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好
习惯，通过小朋友把所学到的交通安全知识，
讲给爸妈和身边人听，以增强全民的文明交通
意识。

客货车产销运输违法
资阳将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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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学习指挥手势小朋友学习指挥手势。。

停车要避强光

夏季烈日暴晒，车内温度上升很
快，车辆中很多塑料和橡胶制品以及电
子元器件在高温下易老化，皮革坐椅、
内饰件、饰品等吸附的粉尘颗粒会散发
异味，车漆长期暴晒后也会起皱发旧。
针对夏季车内高温，很多朋友提出过类
似反复开关车门的解决办法，但当汽车
被暴晒的时候，其实伤害就已经造成
了。

因此，停车避光不仅是为了上车后
车内人员可以有更好的体感温度，更是
为了车辆安全。利用树阴、遮阳板等都
是可以有效避光的措施。

胎压胎温很重要

夏季是爆胎时间的高发期，轮胎漏
气、轮胎气压过高、轮胎气压不足、轮胎
长期不更换等原因都可能造成爆胎，另
外行车速度快、外界气温高都会使轮胎
产生较高的热量。炎热的天气不利于
轮胎的散热，轮胎易变形，抗拉力降低。

如果你的车辆拥有胎压监测功能，
在夏季用车时务必更多关注。如果车
辆没有此功能，记者建议携带便携式胎
压计，出车前和行车中途休息时都可自

行检测胎压。
此外，若发现胎压和胎温异常时，

不能采取放气或泼冷水降温的方式，应
该选择在阴凉处驻车，让胎压和胎温自
然恢复。如需涉水，应等待轮胎适当降
温后再涉水，以防轮胎快速老化。

开车别“贪凉”

夏季经常有驾驶员贪图清凉，把凉
鞋的绑带套在脚背当拖鞋穿或者直接
穿着凉拖鞋就进了驾驶舱，这是十分危
险的行为。在踩刹车和油门时，拖鞋容
易滑落，跟不上脚部动作，拖鞋还易出
现鞋子卡在油门或制动踏板下的情况，
严重威胁行车安全。建议应在驾驶舱
常备平底鞋，凉爽、安全两不误。

此外，有些驾驶员也会因为天气炎
热而不系安全带，或在系了安全带出汗
后解开安全带，这都是影响行车安全的
行为。有数据表明，发生碰撞时，安全
带起到的保护作用达 90%，发生正面撞
车时，如果系了安全带，可使死亡率减
少 57%，侧面撞车时可减少 44%，翻车时
可减少 80%。所以，为了图一时凉爽而
不系安全带是不可取的。

雨天不开快车

夏季不仅有高温，也是雨季。雨天
行车最基本的就是忌开快车，控制好车
速和行车距离，不论雨量大小，是在雨
季开车保证安全的首要前提。

如果路面出现积水且无法知道水
深，建议尽量避免涉水。如果必须涉
水，最好下车观察好情况。万一涉水过
程中发动机进水熄火，切忌二次点火，
否则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坏。

香水少用

屏蔽此推广内容 除了打火机，夏
季车内还有以下这些物品也不宜放置：
香水，挥发后的香水易产生易燃气体，
在高温封闭的车内环境会产生爆炸；碳
酸饮料，二氧化碳高温下易膨胀爆裂；
老花镜或放大镜，属于凸透镜，在阳光
直射时易聚光着火。

水温超100℃应停车

夏季环境温度高，发动机舱内容易
过热，因此，进入夏季应该特别注意对
发动机冷却系统的检修、保养。其中包
括水箱、水泵、风扇等，要及时加注冷却
水。水温超过 100 摄氏度时应该怠速
停车，打开发动机舱盖，自然散热。

据新华网

雨季行车，车主最担心的就是怕汽车在不熟悉的路段里遇到
积水。在这里，给各位车主提供几个遇积水的小技巧。

首先是要留意积水深度和刹车，以防发动机熄火和刹车失灵。
大雨天，路面有积水，一定要留意积水深度，如水深超过排气管高
度，则很容易令车辆熄火，所以应尽可能地走浅水路线。如果非经
过积水深的路面，而水深超过半个轮胎高度，驾驶员可小心涉水；过
水后，要留意脚掣和手刹，因为经过水浸后，刹车效能可能会减弱。
如果探明水深超过整个轮胎，则不宜涉水，否则，车辆发动机极易熄
火，此时，必须绕道而行或等待积水深度降低后再涉水而过。

其次是了解积水路段的路况。雨天路面积水很浑，但如果不是
快速流动的水面，通过观察还是可以判断水底大致情况的。一般有
浪花和旋涡的地方很可能有较大的石块和其他障碍物，而水面较平
静的地方一般水较深，水面开阔且有较均匀的碎浪花处，一般都是
底为碎石的浅水层，是驾车通过的较理想处。此外，还要注意在暴
雨的时候或是过后，路肩和路基因被雨水浸泡和冲刷，可能变得松
软甚至塌陷，此时一定要谨慎行车、涉水，避免翻车、陷车事故。

最后是汽车涉水时，要保护汽车电器和进气口。涉水前，最好
能检查一下发动机舱内所有电器，裸露的电器与连线接头最好能密
封包裹，有必要时还要改变和调整发动机进排气口的位置和高度。
汽车进水的瞬间应尽可能平稳，如果猛冲会激起水花，容易打湿汽
车电器，再或是水会进入发动机的进气系统。

因此，在行驶涉水路段时，要先将挡位减下来，降低车速，让
发动机转速保持在 4000转/分左右，从而让发动机的扭矩力发挥
出来，用以抵消阻力，维持车速平稳均匀。同时，一定要控制住油
门，不要猛踩油门，否则会使阻力增大，轮胎容易打滑，还可能因
发动机进气量猛增而将水滴吸入。 据新华网

车主都知道，安全驾驶的首要准则就是专门驾驶，在行驶的过程
中调整座椅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北京近日有女车主，却在
驾驶的途中调节座椅，结果误踩油门导致1死6伤。对此，记者请汽
车专业人士就行驶中应调整哪一些汽车的功能做了详细的讲解，也
希望能给广大的车主朋友们带来帮助。

开车调座椅 调出大事故

近日，有北京的车主驾驶中调座椅，误踩油门致 1死 6伤，安全
驾驶的首要准则就是专心驾驶，显然北京的该肇事女司机这种轻
率的、对自己、对路人不负责任的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了。

据报道称，该女子王某驾驶途中，当松开手刹起步之后，觉得座
椅不舒服，便想调整一下。但其未停车，而是边开车边调整，结果一
脚误踩油门，车子冲向人群，造成6人受伤、1人死亡。

对于此事件的发生，有关人士就提示，在行驶中，尽量不要调
整座椅，因为这样或会发生意外，除了座椅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
小动作等，也应尽量避免。如果非要调整，也应停在一个安全的
地方后，再进行调整，这样既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也能避免意
外发生。因此，广大的车主朋友们莫轻视驾驶车辆的小动作。

车子启动前 先做四件事

该汽车专业人士表示，司机在行车前，要做到座椅调节、方向盘
调节、内外后视镜调节、安全带调节四件事后才能起步出行。

该人士表示，就拿调整座椅来说，经常调整座椅坐姿，这件事
情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发生率不会太高，因为车基本上都是一个
人开，座椅调整好一次就不会再调整了。但如果车辆之前被别人
开过的话，那么座椅很可能就会被调整，这时候如果不注意提前调
整而在驾驶时调整，就可能会发生开头提到的事故。而且一边开
车一边调座椅，或会导致司机看不到前方的路，或是抓错方向盘，
踩错踏板，从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还有就是方向盘的调整，现在很多车型都有方向盘调整这个
功能。在调整时，要以方向盘上半圈不阻碍眼睛看到仪表盘中的
信息为准，以方便车主在驾车时可以第一时间通过仪表盘了解车
辆的重要信息。如果车辆的方向盘还可以前后调节的话，那么可
以配合调整座椅靠背这个步骤来调整方向盘的前后距离，以达到
最好、最舒服、最安全的驾车姿势。

而后视镜的调整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要以尽可能地缩小视
觉盲区、驾驶员观察舒适为原则就可以。

最后是安全带的调整。安全带的高低调整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太高，紧急情况收紧时容易勒到脖子，可能造成颈部的损伤
甚至直接将人勒到窒息；如果太低，则可能无法完全限制身体向
前冲，如果滑出肩膀就更危险了。

合格的系安全带的位置是安全带从肩膀拉过，且与肩头有最
少两个手指的距离，而安全带必须贴合身体穿过，并插到所坐座椅
的安全带插槽上。 据新华网

堂堂驾驶驾驶学学

路遇积水凼凼
开车通过有三招

正在开着车
千万别去调座椅

最近，接连有读者向记者反映，自己把打火机放在车
内，车开着开着打火机就爆炸了，很是危险。盛夏已至，由
于不当的用车习惯造成的问题也逐渐多了起来。记者在
总结了一些夏季用车养车的注意事项，供各位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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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女
司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车流当
中。与男性车主不同，女性车主
开车有着性别所决定的不同特
征。其中，有些一般女性开车都
容易存在的小细节特别值得注
意，它可能导致不少安全隐患。

时髦要给安全让位

女司机开车
要警惕惯常隐患

穿高跟鞋开车是最普遍的安全隐
患之一。爱美的女车主每天上班逛街
都穿着高跟鞋，形成靓丽风景线。有的
女车主为省事干脆也穿着高跟鞋开车，
其实这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专业
人士建议，女性可在车内常备一双专门
在开车时穿的平底鞋，小心驾驶。

有的女车主还习惯不论天晴天阴
戴着墨镜开车，在阴天或者进入隧道
时，戴了墨镜后容易影响车主眼睛的
视觉和反应速度。因此，在非阳光猛
烈时，女性车主还是不要戴墨镜，或者
选用一些颜色较浅的墨镜。 据新华网

时尚女性平时逛街、工作、应酬配
戴饰物无可厚非，不过开车时建议别
戴，因为饰物存在一定危险性。遇突发
情况需急刹车时，安全带收紧，胸前挂
着的饰物，无疑成了“凶器”。碰撞时身
体往前倾直至撞到方向盘上，胸前饰物
如为尖锐物品，特别容易带来损伤。其
实要解决也不难，开车时将尖锐饰物取
下或拨至身侧即可。

头发是女性天然的装饰品，不过在
开车的时候这长长的秀发会影响观察
道路各个方向的情况，遮挡视线，以至
存在驾驶安全隐患。因此，最可行的方
法就是开车时用皮筋或卡子将头发扎
起来，下车时再松开。虽然麻烦是麻烦
点，但为了安全，这点小事值得做。

隐患一：穿起高跟鞋

隐患二：披着长头发

隐患三：饰物胸前挂

隐患四：墨镜随便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