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提前开启车辆示廓灯
在阴天尧雨雾较重尧可视性

较差的雨天要提前开启车辆
示廓灯遥不开灯会直接影响前
车对后方情况的判断袁即难以
判断后车的位置尧 距离和速
度遥 若前车在情况未明时变线
或转向袁 很有可能酿成追尾碰
撞事故遥

2.保持适当车距袁降低行车
速度

在道路湿滑情况下袁 紧急
制动距离比良好天气时长 20%
要40%袁 制动效果明显下降袁发
生事故的机会增多遥 雨天驾车
时视线容易模糊袁 因此最好放
慢车速袁 并尽量与前车保持一
定距离袁不要跟车太近袁更不要

频繁超车遥
3.注意避让行人
雨天驾车还需特别留心路

上的行人遥 行人在打伞尧穿雨衣
后袁 视觉和听觉都会受到一定
程度的影响袁 稍不留意便会发
生意外遥 所以遇到行人时袁多鸣
笛袁耐心避让遥

4. 水位达轮胎三分之二勿
强过

遇到积水路段时袁 驾驶员
应放慢车速观察前方路况再决
定是否前行 遥 涉水行驶前要
查看水的深度及进尧 出水域
的宽窄遥 如果水位达到保险
杠或轮胎的三分之二处时袁则
不宜冒险涉水应尽量绕行袁勿
强行通过遥

5.低挡匀速涉水不换挡
通过积水路段时袁应稳油门

低挡匀速通过 遥 稳油门是为
了保持排气管中始终有压力
气体袁 防止积水倒灌入排气
管造成车辆熄火遥低挡匀速是
为了保证车辆通过积水时能稳
定有力遥

6.水中熄火切勿再启动
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不

幸熄火袁切忌重新点火启动袁必
须在原地等待救援或联系修理
厂尧4S店专业人员到场处理遥因
为重新启动会令已经进水的汽
缸受到压缩水的冲击袁 造成发
动机严重受损袁 而且因这种误
操作造成的发动机损伤属于保
险免赔范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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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今年第 22号台风
野麦德姆冶30日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袁17时其中心位
于越南庆和省芽庄市东北方约 180公里的南海西南部海面上袁30日晚
就会登陆越南袁受野麦德姆冶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袁10月 31日-11月 1日袁
海南岛东半部陆地将有较强降雨天气过程袁晚上记得关窗户遥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袁今年第 22号台
风野麦德姆冶30日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
为强热带风暴级袁17时其中心位于越南
庆和省芽庄市东北方约 180公里的南海
西南部海面上袁 就是北纬 13.3度尧 东经
110.5度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 10级渊25
米/秒冤袁中心最低气压为 992百帕袁七级
风圈半径 200-350公里遥
预计袁台风中心将以每小时 20公里

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袁并将于 30
日夜间到 31日凌晨在越南东南部沿海
登陆渊20-25米 /秒袁8-10级袁热带风暴
级或强热带风暴级冤袁 登陆后强度逐渐
减弱遥

省气象台 30日 17时发布台风四级
预警和暴雨四级预警袁受野麦德姆冶和冷
空气共同影响院30日夜间到 11月 2日白

天院南沙群岛附近海面袁偏南风 7耀8级袁
阵风 9级袁其中野麦德姆冶中心经过的附
近海面旋转风 8耀9级袁阵风 10耀11级袁西
沙尧中沙群岛附近海面袁东到东北风 7耀8
级袁阵风 9级袁以上海区 31 日白天起减
弱到 5耀6级袁阵风 7级曰本岛文昌尧琼海
到三亚一带海面袁 东北风 6耀7级袁 阵风
8耀9级袁北部湾海面袁本岛乐东尧东方到海
口一带海面袁东北风 6耀7级袁阵风 8级袁
以上海区 31日下午起减弱到 5耀6级袁阵
风 7级遥 本岛四周沿海各港口所挂强风
一号风球不改变遥

受野麦德姆冶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袁预
计 30日夜间到 31日白天袁文昌尧琼海尧
定安尧屯昌尧万宁尧琼中等 6个市县的大
部分乡镇将出现 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袁
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遥

1.穿胶底鞋出行
出门前注意携带雨具袁选

择胶底或摩擦力较好的鞋遥
2.找合适地方避雨
暴雨来临前选择一个安全

的地方避雨袁 并停留至暴雨结
束为止遥 暴雨中的安全地方是
指牢固的建筑物袁 地势较高的
建筑物遥

3.告知家人自己的位置
暴雨开始时若所处的地段

危险袁尽可能联络家人袁告知具
体位置袁 保证出现突发情况时
方便救援遥

4.不要贸然涉水前行
如果路面开始水浸 袁请

不要贸然涉水袁 以防有井盖
被掀起袁 路面水浸处有障碍
物等情况遥

5.遇雷电关机袁扔掉带金
属雨伞

暴雨伴随雷电时袁 需要注
意防雷曰如果此时正在马路上袁
请将手中带金属支柱的雨伞扔
掉袁防止雨伞导电遥 此外袁雷雨
天气在室外切勿使用手机遥

6.不依靠路灯杆袁避免与含
金属物体接触

雷雨天出行袁 不要倚靠路
灯杆尧信号杆曰同时避免与路灯
杆尧信号灯杆尧空调室外机尧落
地广告牌等金属部分接触遥

7.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
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

压器下避雨袁 因为大风有可能
将架空电线刮断袁 而雷击和暴
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
路尧放电遥 如果发现电线断落在
水中袁千万不要自行处理袁应当
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袁 到安全
地方后拨打报警电话报警遥 一
旦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

的地面上袁先不要惊慌袁更不能
撒腿就跑袁 此时应单腿跳跃离
开现场袁 否则很可能会在跨越
电线时触电遥

8.警惕泥石流等灾害
暴雨持续时袁 及时评估藏

身之处的安全性遥 尤其是容易
发生泥石流地区袁请保持警惕袁
注意外界动向袁 随时更换躲避
场所遥

9.远离不牢固围墙
在躲避暴雨时袁 要远离建

筑工地的临时围墙袁 还有建在
山坡上的围墙袁 也不要站在不
牢固的临时建筑物旁边遥

10. 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
示标志

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袁
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水井尧地
坑等危险区域遥

10月 31日夜间到 11月 1日白天院
北部袁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袁最

低气温 21耀23益袁最高气温 23耀25益袁
中部袁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袁局

地暴雨袁最低气温 21耀23益袁最高气温
26耀28益袁
东部袁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袁局

地暴雨袁最低气温 22耀24益袁最高气温
25耀27益袁
西部袁阴天间多云小到中雨袁局地

大雨袁 最低气温 22耀24益袁 最高气温
29耀31益袁
南部袁阴天间多云小到中雨袁局地

大雨袁 最低气温 22耀24益袁 最高气温
29耀31益遥

30日夜间到 31日白天院
北部袁 阴天有大到暴雨袁 局地大暴

雨袁 最低气温 21耀23益袁 最高气温 24耀
26益袁
中部袁阴天有大到暴雨袁局地大暴雨袁

最低气温 21耀23益袁最高气温 25耀27益袁
东部袁 阴天有大到暴雨袁 局地大暴

雨袁大雨转暴雨袁最低气温 22耀24益袁最
高气温 25耀27益袁
西部袁阴天间多云有小到中雨袁局地

大雨袁最低气温 22耀24益袁最高气温 29耀
31益袁
南部袁阴天间多云有小到中雨袁局地

大雨袁最低气温 22耀24益袁最高气温 28耀
30益遥

雨情
6个市县将出现 50毫米以上强降水

未来两天持续有雨，周末要“泡汤”了

预报

海口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提醒

教你如何应对暴雨天气

该如何做好行车防范？

台风野麦德姆冶影响海南岛和南海海域

局地有暴雨，周末要“泡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