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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行前车辆具体检测】

开车回家过年，一般都是远程
自驾，所以必然要对车辆进行一次
彻底的具体检测，确保车况优越才
敢上路。

惯例反省机油、冷却液、助力
油、玻璃水，重点反省轮胎、备胎胎
压和轮胎磨损是不是正常，轮胎上
有没有扎钉子。看看千斤顶和改换
轮胎的东西是不是在车上，带一个
轮胎充气泵也许有效果。 再者，要
仔细查看前后车灯、转向灯、喇叭、
后视镜、车窗、雨刮器等部件是否
正常，事前扫除隐患。

依据车况新旧，自行判别是否
需要专业检测： 可能的话去 4S 店
运用核算机反省一下发动机、刹
车、ABS 和电路状况。 别的，还要
看电压是否正常、电解液面是否正
常、蓄电池有无破损、有无足够电
量等。 灯光、制动等系统都要具体
检测。

2【熟习车辆一切功用】

远程驾驶之前要对车辆做个
具体了解，这并非无稽之谈，尤其
是 GPS、 巡航等较为复杂装备，必
然要事前弄懂， 不要边开车边研
讨，劳神费心。

城市驾驶和高速驾驶是完全
不同的概念，每辆车的低速和高速
功能也天壤之别。 远程驾驶之前，
最好先跑一段高速，调查车辆的真
实高速功能———缘由是在高速公
路上驾驶或国道上驾驶常常需求
逾越慢车。

假如有工夫，可先演习改换轮
胎，以备不时之需。

3【配备物品攻略】

文本证件身份证、 驾驶证、车
辆行驶证、车辆保险单（留意保险
地区局限）、 各类人身保险单/卡
（不测险、医疗险等等）、钱包（信誉
卡、银联卡和现金）。

主要证件要贴身携带保管。别
的很多省市的车辆保险只涵盖本
省局限， 出行前务必讯问清晰，需
要的话办一个出省的附加险，很廉
价的。

车辆配备及物品全套随车东
西、灭火器、备用钥匙、备用轮胎、

油桶、防滑链等。 有条件的可以买
一个汽车急救包， 里面装有拖车
带、充电线、反光平安背心、平安三
角警示牌、手套、保险丝、手电筒
等。

拖车带、电瓶充电线和备用钥
匙是很多人会疏忽的器械，等出了
情况才清楚这些器械有多珍贵！

GPS加上最新公路地图：确保
最佳途径回家。

携带足够食物饮料（比正常
量稍多） 以避免大塞车时被沿
路刁民坑骗。 饮料以纯净水为
主， 遇紧要状况可直接往水箱
里加水。

携带足够保暖衣物，以防车辆
毛病或不测带来的低温费事。

多带一些环保垃圾袋，在车上
不要随吃随往车窗外扔，真的让人
看不起！ 且开的车越好越显得轻
贱！ 切忌！

4【其他留意事项】

出行前请查看一切电子设备
（手机、笔记本电脑、拍照机等）的
电源线/充电器。

出行前请查看手机中是否存
储了必需的号码， 包罗亲属、伴
侣、单元、车辆保险公司、人身/
医疗保险公司、救援公司等。

冬天开远程， 冰雪雾天
气是大敌， 出行前必需要观
察沿途的天气状况， 以及路
过高速是否有异常情况，提
前规划预备。

万一在高速上发生车祸，
假如不及时靠边泊车， 人尽量
不要留在车上， 由于高速上常
常发生连环车祸，后面车撞上前面
车形成人员伤亡的例子数不胜数！
切记！

最终，再次提示人们，万万不
要疲劳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一秒钟
的恍惚都能够送死！每年死伤的人
真是太多了！不要喜剧变悲剧！ 生
命只有一次，没有后悔药！ 警觉！

5【高速公路行车留意事项】

从匝道上路进入主线车道时，
如进口有加快车道，应经过加快车
道， 将车速进行到必然的速度，
严厉区分车道的机能， 分车道行
驶。

恪守速度遵守规则

●行车时随时留意路旁边和
路途上空的标记标线

●坚持纵向车间间隔
●不要在主线车道上倒车、横

穿，禁止超越中心分隔带
●不要阻碍执行任务的消防、

急救、公安、抢险等车辆的通行
●高速行驶要一直握着方向

盘
●超车时，估量好间隔和两边

车速，从超车道逾越前车
●进出地道时要降低车速
●驶出高速公路时，将车从主

车道分流出来进入减速车道减速，
经匝道进入普通公路

●开车犯困时，请去服务区休
息！高速上一秒钟的思想空白都能
够形成无可挽回的灾难。

6【雪天雾天行车方法】

●节制好行车车距
●翻开前后雾灯或双蹦灯
●若后车间隔太近，可轻点几

下刹车， 刹车灯亮起
后提示后车留意

起 步
必然要迟缓，
切忌忽然加快、制动或猛打方向盘

●制动时尽量用点刹，不要一
脚踩死

●最终应用档位制动
●尽量放慢车速

7【夜晚驾车技巧】

●要定时检查仪表的任务状
况，发动机和底盘有无毛病或异常
情况

●暂时泊车或因故泊车时，应
一直打开示宽灯、车牌灯

●在有路灯的路途上行驶时，
可运用防眩目灯和示宽灯

●经过穿插路口时，应在距路
口 50-100 米处减速，并将远光灯
变为近光灯，还开启转向灯表示行
进偏向

●一般不运用喇叭。采用远近
光重复交换的办法，替代正告前方
路途情况

●严格节制车速是确保平安
的基本办法：坚持中速行车，留意
添加跟车间隔，预备随时泊车

●留意路途妨碍、路途施工指
示灯等，在阴晦地段，路况不易辨
清时，必需减速，遇险峻地段，应泊
车检查，看清状况后再行进。

●倒车或调头时，必需下车摸
清进退地形，上下及周围的平安界
线，然后再倒车或调头。

（东文）

长途驾驶牢记七件事

� � 春节回家过年长途驾驶牢记七件事，
“回家团圆” 是绝大多数异乡人最大愿望。
到家后可跟爸爸聊聊天，帮妈妈洗洗碗，与
朋友们聚聚会。 那么， 如何安全快捷的回
家，是当前迫在眉睫的难题。

每年面对各种车票“一票难求”，买辆
新车开回家， 或租辆车开回家成了最佳方
案。 不过，前提是驾驶技术过关，并做好一
些必要准备。驾驶技术过关与否？必须问你
自己， 这里向读者提醒一些长途驾驶的注
意事项！

1车辆检修。 开长途回家之前，最好将
车开到 4S 店做一次全面检修， 检查刹车、
雨刮、 离合、 轮胎等所有容易出故障的部
位。 人连续高强度的工作，都会累趴下，车
子也不例外，你可以将这一检查当成“养精
蓄锐”，不但能让汽车以最佳状态迎接接下
来的“长途奔袭”，而且能大幅提升车辆的
安全性。

2学学换胎。会开车的男人不少。不过，
既会开车，又会换胎的男人不算多，尤其是
新手。 千万别以为换个轮胎有多简单，第一
次操作起来却异常复杂。 出发之前，在车辆
进行检修时，自己动手换一次轮胎，熟悉一
下流程，免得碰到时手忙脚乱。

3了解天气。临近春节，有雨水不奇怪，
下霜下雪以至于路面冰封，也别太惊讶，冬
天天气向来如此，所以，长途驾驶最好选择
一个好天气出行。 宁可晚一两天出门，也不
要赶着雨天雪天出行，万一堵在路上，进退
不得，后悔都来不及。 提前一个礼拜了解天
气情况，不难知道哪天会是好天气。

4多备干粮和水。 春节出行，要做好堵
车的心理准备，越是临近春节，路面堵塞的
几率越高。 如果你不能提前避开高峰期走，
那么就请多备些干粮和水———不堵时，权
当零食；堵塞时，就靠它们来填肚子。 可以
考虑在车上装个车载饮水机， 随时可以喝
到热腾腾的水，时间来不及，带个大号热水
瓶，出发前，装满热水，路途中遇到休息站，
随时补充。

5带适量现金。 长途驾驶，身上最好带
些现金，以应付不时之需，但也不要带得太
多，以 3000 元~5000 元为宜。 这些钱除用
来应付过路费、油费之外，还用来应付临时
的住宿、饮食以及特殊情况。 长途行驶，有
时不是你小心翼翼便可安然无恙， 有时别
的车会追你的尾，一旦遇到这种情况，现金
才是万能的，卡则无用武之地，因为没地方
可以取钱。

6给手机多充点钱。车上通常有车载充
电器，不会缺电，但经常会遇到缺钱，即手机欠
费，无法打通。 出发前，电话咨询一下，看看
手机余额还有多少，不要开到一半，车出故
障了，电话也打不通了，那可就“杯具”了。

7拨打 110。 最后，请记住，无论在任何
地方，报警电话永远是 110，不用加任何区
号。 当你遇到无法应付的事情， 需要求助
时，不要犹豫，直接拨打 110。 （小路）

开车回家过年注意安全
� ��春运是车祸第一
高发时节， 人们要引
起足够注重！ 对于有
车族来说， 过年开车
回家或是自驾车出游
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 在这里记者要
提醒你， 开车回家过
大年， 在高兴之余有
些事情可千万不要忘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