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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是喜 平安是福

祝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的新春长假
记者 邵建来 何柳青 方婷婷 通讯员 张凤娟
·· ··· ··· ··· ··· ···

新春期间，人们都沉浸在团圆的喜悦之中。在此祝大家畅享亲情之余，也期盼着大家
能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喜庆的长假。这个节日里，这些安全知识请收下，这些安全防范
措施请牢记。

警惕一氧化碳
谨防
“隐形杀手”

文明驾驶 平安出行
出游安全记心间
春节期间，不少市民出行热度
不减，
提醒大家要提高安全意识、文
明出游。
为保证行程顺畅，建议市民提
前预订酒店、安排行程，并通过正
规渠道购买相关旅游产品，前往正
规旅游景点，最好在出发前购买人
身 安 全 意 外 保 险 ，做 到 无 后 顾
之忧。
在旅游观光过程中要注意安
全。到山地景区游览时要按顺序上
下山路，
不擅自攀爬树木石堆，不在
山路上嬉笑打闹，同时远离设有危
险警示标志的地方，
远离陡坡、悬崖
和未经开发的景点；在登山前准备
好登山用具，备好干粮和突发事故
应急用品，
防患于未然，
在湖泊等水
域景区游览时，
尤其注意落水危险，
若乘坐快艇、游船应全程穿戴好救
生衣，
听从专业管理人员指挥安排，
切勿冒险下水。
此外，在旅行期间，
市民要更加
注意个人财物安全。在人群密集处
注意护好自己的背包，背包靠里侧
斜挎或背至胸前，手机钱包等不随
意放在外套口袋等易被小偷
“顺走”
的地方。一旦发生物品被偷被抢情
况，
要保持镇静，可先向景点处管理
人员说明情况寻求解决办法，若事
态严重可向警方报案。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许多群众都购置了小汽车，
正
月里走亲访友去拜年方便又
快捷。春节期间，
提醒群众要
始终绷紧安全之弦，牢记
“喝
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
行车
过程中不超员载客、超速行
驶、
疲劳驾驶，
做到文明驾驶，
安全出行。
“春节期间，
路上来来往
往的车子很多，开车要格外
小心。一些地方还特别容易
遇上拥堵和限流，路况难以
预估，我就会多关注路况信
息，及早了解出行路上的通
车情况，并且按照指挥行车，
因为什么都比不上平平安安

重要啊。”在乡下过年的黄先
生说道。
春节长假，高速公路实
行免费通行，但高速上车辆
多、车速快，
一旦发生意外后
果无法估量。交警提醒，在
高速上行车时，切记系好安
全带，谨慎驾驶，如果车辆突
发故障或意外需停车时，要
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将车辆移至路肩，并在来车
方向 150 米以外设置警告标
志，车辆人员转移到安全地
带，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同时
立即报警。
春节期间山区早晚有霜
冻，尤其是部分乡镇海拔高，

一旦遇到冷空气极易产生路
面冰冻，路面湿滑要减速慢
行。 一 些 山 区 村 道 山 路 弯
曲，在经过弯道和路口时要
注意提前鸣笛示意，两车交
汇及时注意避让，特别是在
临水临崖、长下坡路等路段，
驾驶员要打起精神，防止意
外情况发生。
除了机动车驾驶人要注
意交通安全之外，行人也应
绷紧心中的交通安全弦。新
春长假期间，广大群众尤其
是学生应提前
“进补”安全出
行知识，做到不横穿公路、不
在公路上嬉戏、不在路边低
头玩手机。

冬季天寒地冻，
街头巷尾到处是将自
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人。为了取暖，
有的市民
采用地暖，
有的采用空调，
也有的烧柴火。
然而冬季取暖往往存在不少的安全隐患，
在
密闭的环境中用木炭取暖，
较易造成一氧化
碳中毒。
春节期间走访亲戚，记者发现在农
村大部分老百姓的取暖方式依旧是传统
的炭火取暖，大家围坐在火炉旁嗑着瓜
子唠着嗑。
“ 在火炉旁边坐久了容易头
晕，过几十分钟就得出门走一走，呼吸新
鲜 空 气 。”正 在 亲 戚 家 拜 年 的 童 女 士
说道。
记者提醒，在家中烧火取暖时要注
意使空气流通。如果门窗紧闭，
通风差，
炭火不完全燃烧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
长时间呆在紧闭的房中用炭火取暖，一
旦有头晕、头痛、全身无力、反应迟钝、恶
心、呕吐等症状，即考虑一氧化碳中毒。
如发现有人一氧化碳中毒，大家应该立
即 打 开 门 窗，并 将 中 毒 者转 移 到 通 风
处。且注意侧卧，以防呕吐物窒息，并拨
打 120 急救电话，及早让患者接受规范
的治疗。
此外，春节期间免不了开长途车，开
车时，不要让发动机长时间空转。车在
停驶时，不要过久地开放空调机。即使
是在行驶中，也应经常打开车窗，让车内
外空气产生对流。当在车中感到头晕、
发沉时，应及时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
停车休息。

平衡膳食
健康过假期

人多注意防踩踏
新春佳节，大街小巷挂
起了大红灯笼，贴上了喜庆
的对联，处处洋溢着祥和喜
庆的气息。然而，春节期间
庙会、灯花、大型庆祝表演等
等活动频繁，人们赶着热闹
到处游玩，踩踏事故的风险
也日益增高。
踩踏事件易发生在空间
有限、人群又相对集中的场

所，例如车厢、娱乐购物场
所、集会活动现场等地，并且
具有极大的突发性、偶然性、
破坏性。踩踏事故一旦发生
就会在整个人群中扩散开
来，像一个巨大的多米诺骨
牌，导致大家都遭受不同程
度的伤害。
要想最大程度避免踩踏
事故的发生，市民要切实以

下几点。首先，不在人群拥
挤的地方逗留，尤其是带着
孩子的家长，不要盲目随大
流往人潮拥挤处行进；其次，
被拥挤在人群中要避免慌
乱，注意与大多数人的前进
方向保持一致，如果不慎被
挤倒在地，将双手在颈后紧
扣并蜷缩身体，并尽快站起
来。

消防安全莫松懈
新春长假期间消防安全
一定要重视。
在取暖器、电热毯等设
备使用时严禁接触水，以防
短路烧毁，在使用过程中发
现有异常情况要及时断电、
断气。当在家中没有人时一
定要断掉取暖器电源。长时
间使用的取暖器若出现故
障 ，建 议 跟 换 设 备 购 买 新

产品。
电动车充电不当，
也容易
引发火灾。市民在选购、
使用
电动车时应选择正规厂家生
产的质量合格的车辆，
特别是
要选购正规充电器和电池，
不
要违规改装车辆。春节期间，
给电瓶车充电时，
选择小区固
定的充电点，
切勿私拉电线进
行充电。

如不慎发生火灾，市民
应及时自救，切断用电电源，
撤离到安全区域。并及时拨
打“119”火警电话。拨打火
警电话时，说清楚路线、门牌
号，要说清火势大小以及告
知是否有人员被困等情况，
较偏僻的地方应到路口等候
消防车，以便指引消防人员
及时、
准确施救。

俗话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又到一年
春节时，市民朋友开启胡吃海喝、熬夜模
式。不健康的健康饮食方式往往带来消
化不良、
急性肠胃炎等问题。记者在此温
馨提醒，
大家在大快朵颐满足自己的味蕾
的同时也注意饮食健康和规律作息。
晚睡晚起是春节期间许多人的标
配。在中午起床后很容易暴饮暴食，而
突然吃得太饱，影响正常消化功能。因
此，市民要注意饮食平衡，每天不宜摄入
太多肉类，注意补充蔬菜及水果。蔬菜
水果含有丰富纤维素，可促进肠胃蠕
动。并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每日三餐
定时吃。
老人和小朋友肠胃较弱，饮食应更
加小心。年纪大后，老人咀嚼能力和消
化能力减弱，吃多不宜消化。在饮食上
要保持饮食清淡，少吃油、盐、糖分含量
较重的食物。部分水果含糖量高，也不
宜多吃。
春节期间，不少小朋友正餐吃得少，
零食却吃得津津有味。在春节期间，不
少大人给自家孩子放个假，往往准许他
们吃零食、喝各种饮料，记者在此提醒，
小孩吃零食要适量，大人可每天规定小
孩吃多少零食。在吃正餐时，减少喝饮
料的次数。据悉，短时间内过多地摄入
碳酸饮料对胃肠有刺激性，也无任何营
养，有时甚至还会引起胃痉挛。
此外，如果自身患有特殊疾病，一些
忌口的食物不能大量摄入。例如，糖尿
病人不能吃糕点等含糖量高的食品，高
血脂患者也不能吃高胆固醇食物，痛风
病人要少吃海鲜少喝啤酒。
总而言之，安全无小事，重在防患。
祝大家的春节假期，能够平安、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