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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8月2日讯（记者 蓝
娜娜） 炎热天非空调公交车内
本就闷热，驾驶室的温度更是最
高能达到 4 0℃以上。1日早高
峰，青岛公交市南巴士公司榉林
山车队11路司机封晓辉在行驶
途中中暑，紧急停车后晕倒在驾
驶室。在乘客帮助下，司机及时被
送往医院，最终脱离危险。乘客也
无人受伤。

“当时已经快到终点站了，我
正翻看着手机，突然感觉车停了，”
一位乘客说，他一开始并没有发现
司机晕倒在方向盘上，直到有位前
排乘客喊“司机晕倒了”，他这才知
道司机出了状况。“得知司机热晕
后，车厢的乘客有人赶紧拨打120
叫救护车，有人还赶紧掏出扇子为
司机扇风降温，还有人直接从附近
社区医院找了个大夫上车看病。”

对于自己热晕的事情，正在家
中休养、已无大碍的封晓辉首先对
想帮助自己的乘客们道一声感谢。

“当时晕倒前意识还很清醒，就感
觉浑身发麻，而且头晕得厉害。考
虑到车上有不少乘客，我怕出意外
就赶紧先靠边停了车，本来想稍微
休息一下，没想到突然就天旋地转
晕倒了，整个过程也说不出话来。”
封晓辉说。

据了解，夏季非空调公交车
运行时，车厢温度最高可达40℃
以上，集中精力开车的司机体力
消耗很大，极易出现中暑问题。

另讯 据央视新闻报道，7
月3 0日中午，在二广高速山西
段，一辆大货车司机突然中暑，
趴在方向盘上昏迷不醒，致使大
货车突然停在了高速路的主干
线上。由于路上车辆多，都是高
速行驶状态中，而且事发地点也
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差点酿成重
大交通事故，好在巡逻交警及时
发现，把中暑司机送医，避免了
事故的发生。

有研究发现，约有40%的
道路交通事故与气象条件有
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高速公路
上的交通事故约有13%与气象
条件有关，仅次于疲劳和瞌
睡。在气温高于23℃时，司机
对紧急情况做出反应的时间，
要比在23℃时的反应时间增
加0 . 3秒。炎热的天气里，事故
发生率要比凉爽天气时高出
50%到80%。所以，司机在夏季
驾车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健康

隐患。
如果司机长时间处于炎

热、高温、热辐射的环境下，身
体会随着大量出汗而丢失盐
分。表现为血压下降、四肢冰
冷、尿量减少甚至昏睡或神志
不清等。这时候应适当饮用淡
盐水。如每天长时间开车，几
小时后需停下来，到车外活动
活动身体，休息10分钟左右，
以避免下肢静脉血栓。另外，
车内长时间开启空调，会使车

内外空气不流通，尤其是在停
车时，空调继续运转，可使发
动机排出的一氧化碳聚集于
车内，使司乘人员发生一氧化
碳中毒。

因此，别在开着空调的车
内睡觉或长时间滞留。在雷雨
天气驾车时，最好不要在雷雨
天气打开车内的音响设备，接
听手机时要及时收起车上的
天线，另外，也不要把车停在
大树下。

大大热热天天，，交交通通事事故故多多五五到到八八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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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内容，扫扫吧！

7月30日中午，二广高速山西段，一货车司机突然中暑，趴在方向盘上昏迷不醒。（央视）

很多人认为，中药是纯天然的、
无任何毒副作用。显然，这种观点是
错误的。常言道：是药三分毒。比如，
我们常用的感冒药板蓝根，长期服
用能损害肾脏，并能导致内出血和
对造血功能造成损伤。还有常喝的
胖大海，有肾毒性，可损害肾脏。

还有哪些常见中药有副作用？
你想知道吗？关注逸周末公众微信
号(qiluyizhoumo),查看全部详细内
容。点击逸周末微信页面右上角头
像,再点击“查看历史消息”，还可以
看到以前发送的所有内容哦!

胖大海可损害肾脏

中药副作用一览表

本本周周多多雷雷雨雨暴暴风风，，尽尽量量少少出出门门
本报济南8月2日讯（记者

任磊磊） 汛期来了，前几天
的大雨雷暴天气，还让人记忆
犹新，大雨过后的气温更加湿
热难耐。据省气象局预报，新一
周我省降水较多，并伴有短时
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

降雨过后，全省各地被高
温烘烤。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
到，截至 8月 2日 17时，全省最
高气温出现在广饶站36 . 5℃，
超过35℃的共20个站，主要分
布在鲁西北的东部、鲁中北部
和鲁南的部分地区。

据省气象局预报，2日夜
间至 4日，我省将出现明显降
雨天气过程，鲁西北、鲁中的北
部和半岛的西北部地区有大到

暴雨局部大暴雨，鲁西南和鲁
中的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
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

过程降雨量：全省平均
20～40毫米。其中，聊城、德州、
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北
部、烟台北部40～70毫米，局部
100～150毫米；菏泽、济宁、泰
安、莱芜、潍坊南部、烟台南部、
威海20～40毫米，局部50～70

毫米；枣庄、临沂、日照、青岛
5～15毫米，局部30毫米左右。

本次降雨过程，将伴有雷
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可
能有冰雹，鲁西北的局部地区
可能出现内涝。雷雨时大风能
达到八级，而气温已经不知不
觉走高！

这样的雷雨暴风天气将持

续一周时间，因此气象部门提
醒县市区做好防范，普通市民
在雨天时尽量少出门，切断家
中电源，以免引发危险。

详细预报如下：
2日夜间到3日白天：鲁西

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大到暴
雨局部大暴雨，鲁中的北部地
区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
部暴雨，并伴有雷电，鲁东南和
半岛南部地区天气多云，其他
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
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级。
最高气温：鲁南地区34℃左右，
其他地区31℃左右。

3日夜间到4日白天：全省
天气阴，鲁西北、鲁中的北部和
半岛的西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局部大暴雨，鲁西南和鲁中的

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
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
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
风 8 级。最高气温：鲁南地区
31℃左右，其他地区28℃左右。

4日夜间到5日白天：全省
天气阴，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
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
区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
雨时阵风 7～ 8级。最高气温：
沿海地区30℃左右，内陆地区
33℃左右。

6日～ 8日：鲁西北、鲁中
西部和鲁西南地区天气阴有中
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
气多云间阴局部有雷雨或阵
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8

级。
9日：全省天气多云。

张先生递纸条：我是B2
的驾驶证，准驾车型是大型
货车，目前还处在实习期，
但已经被记了9分，有一次
单次被记6分。请问我这种
情况是不是也符合实习期
未记满12分驾驶证就不会
受到影响？

济南市车管所民警传
答案：持有大型客车、牵引
车 、城市公 交 车 、中 型 客

车、大型货车驾驶证的驾
驶人在一年实习期内记 6
分以上但未达到1 2分的，
实习期限延长一年。在延
长的实习期内再次记 6分
以上但未达到1 2分的，注
销其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
资格。另外，新取得大型客
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
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
证的，实习期结束后三十
日内应当参加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交通安全文
明驾驶、应急处置等知识
考试，并接受不少于半小
时的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
育。小型汽车及其他准驾
车 型 驾驶证 没 有 上述要
求。

另外，依据新出台的
《山东省道路交通严重违法
驾驶人安全管理办法》，将
一年内有酒后驾驶记录、三
年内有吸毒记录、本计分周

期内记分超过12分且有单
次记6分以上记录、本记分
周期内有10次以上道路交
通违法且有单次记 6 分以
上记录、一年内发生一般以
上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且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等五
类驾驶人列为道路交通严
重违法驾驶人，对此类违法
驾驶人安全管理纳入居住
地公安派出所工作。

本报记者 王兴飞

B2驾照一年内记了9分，实习期要延长吗

假期，家庭教育

不能大撒把

暑假期间，学生们离开了学校

的管束，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而
很多孩子经过一个假期，有的养成
坏习惯，有的出现各种安全问题，有
的做出一些过激行为……让家长们
不胜烦恼，而种种现象的背后正是
很多家长忽视的家庭教育问题。

小鑫开学上初二，亲朋好友对他
的评价是很聪明，但小鑫经常因为一
点小事儿就大发脾气。老师想帮他，
开始的时候家长很配合，效果很好。

但放暑假后，小鑫的家长觉得，
孩子累了一个学期，想让他好好休
息休息，于是放任其成天坐在床前，
抱着平板电脑看视频节目和下载一
些无聊的小说看。

“很多学生在学校经过我的帮
助，性格脾气上改善很多，可是过了
一个假期，往往开学后又恢复了曾经
任性的样子。说实话，我真的很失
望。”帮助小鑫的刘老师表示，学校帮
助孩子改变坏习惯，放假后，家长的
配合很重要，要保持学校教育的连贯
性，才能不会使老师的教育工作前功
尽弃。

“假期里，妈妈给我报了绘画、

英语、书法、跆拳道等一堆辅导班，
却没有时间多陪陪我，也没时间跟
我谈心，更别说像同学爸妈一样，带
我出去旅游了，让我有时候很苦
恼。”上初三的学生王敏说出自己假
期的烦恼。

记者采访获悉，相当一部分家
长表示自己平时忙，确实在谈心和
陪伴教育孩子方面有缺失，往往孩
子想要什么就买什么，满足了物质
上的要求，但忽视了心灵上的渴望。

“假期教育，家长不需要教孩子
数理化等文化课知识，而是帮助孩
子全面健康地成长，让孩子度过开
心充实有意义的假期。”菏泽市教育
专家赵磊表示，加强青少年教育，家
长是主力军，抓住假期这一关键时
间段对孩子进行适当引导，才能使
孩子健康成长。

赵磊建议，家长在家庭生活中
要给予孩子更多的责任和担当，让
孩子找到家庭归属感与实现自我价
值的机会。

本报记者 李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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