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阳茗阳汤泉：常年保持在
60摄氏度以上的温泉水，富含40
多种微量元素。

地址：信阳商城县汤泉池风景
区

自驾路线：京珠高速(或大广
高速)-沪陕高速向东-距信阳约1
小时车程（高速）

郑州江南春温泉：有露天温
泉、室内温泉等近百个汤池，全程
免费提供饮水、水果。

地址：郑州市江山北路（桃花
峪东南）

自驾路线：南阳路-江山路-
大河路（北四环）-江南春温泉

许昌花溪温泉：坐落在鄢陵陈
化店镇，拥有含有人体所需的锶、
钾、镁、钠等二十多种微量元素的
地下水。

自驾路线：京港澳高速-许昌
站-311国道鄢陵方向-陈化店镇-
花溪大道-花溪温泉

鲁山皇姑浴温泉：水质清澈柔
滑，水温奇高，出水温度常年保持
在63摄氏度，设有室内、室外游泳
池、儿童戏水池、茶疗汤池、美白护
肤汤池、中药浴汤池、花瓣浴汤池、
牛奶浴汤池、酒浴汤池等108个设
施。

自驾路线：平顶山-南洛高
速-郑石高速-下汤站下-下汤环
镇路1km下汤西头即到

嵖岈山温泉：属国家罕见优质
铀温泉，富含氯、硫酸根、氟、氡、可
溶性硅酸、钠、钙、钾、镁等30多种
有益人体的矿物质，具有养生、美
容、延年益寿等功效。

自驾路线：京港澳高速-遂平
出口下-向西嵖岈山方向（约20公
里即到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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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祁驿 解元利

春节期间，自驾游尤其是
出省游成了不少人的选择，东
南西北四个方向，根据路线的
不同，会有不同的注意事项。

往西：从河南往西，是山地
线路最多的地方，南阳资深越
野玩家王志凯表示，往西自驾，
出发前一定要做好汽车保养，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小汽车
本身状况所引发的类似爆胎、
刹车失灵等险情。

此外，还要自带防冻液，高
端车型最好自备机油。另外，
自驾前也要检查制动液，制动
液是影响行车安全的重要因素
之一，制动液过少、品质变差，
都会造成制动距离加长或制动
失效，对于山地多的西线，这点
很重要。

如果制动液接近下限或低
于下限则表示系统中可能有泄

漏或制动蹄片磨损过多，应及
时到维修站进行检修。补加制
动液时，要注意加同一种型号
的制动液，防止损坏皮碗，注意
保护好油漆防止腐蚀漆面。

往东：河南东部以平原为
主，在冬季的高速上很容易遇
到大雾天气。一旦遇到大雾，
要及时开启雾灯、示廓灯，而且
要保持一个车道减速行驶，如
果乱变道超车，很容易被追尾。

雾天晚上不能开远光灯。
因为远光灯容易在雾里造成散
射，在司机眼前造成光团，一片
雪白，反而看不清前方；如果雾
继续增大，应开前雾灯。能见
度不足百米时，在降低速度的
同时应开双闪灯，有条件的情
况下尽快到最近的服务区（停
车区）休息，待大雾散去后再继
续行驶。

往北：对于向北的车主来
说，高速路上难免会遇到结冰

路面。冰冻天气在高速上行
驶，最好给爱车装上雪地胎，其
次是降低车速行驶，切勿在结
冰路面上急踩刹车和急打方
向。

在湿滑路面上，特别是上
高速公路一定要减慢车速和保
持警惕，低车速能减小车子打
滑的几率，也能保证车辆更好
控制。如果遇到打滑，切忌踩
死刹车。急刹车只会加剧打滑
导致侧翻等事故。

往南：京港澳高速是河南
最重要，也是路况最好的高速
之一，这样的路上，很容易疲
劳，困了、累了，就到服务区休
息，千万不要为了赶路而拿生
命开玩笑。

另外，南去的路线上，大货
车会比平常激增不少。我们遇
到大货车没必要过于紧张，只
要做到不追随也不要被跟随，
超车迅速闪灯警示就好。

频繁维修也会对爱车造成
不良影响。“有些车主对车太过
珍惜，比如保养期是5000公里，
但他才跑了3000或4000公里
就要来换机油、‘三滤’。”有4S
店维修人员表示，车主完全没有
必要这样做，只需按照厂家规定

的保养里程正常保养就行，过早
地保养更换就是浪费了。

还有一些车主对爱车表现
过于紧张，车有一点小问题就
马上送到修理厂去，这样做反
而会让没啥毛病的车被“修”出
毛病。

□记者 解元利

1月25日晚，河南通孚祥在
郑州建业艾美酒店举行了客户
答谢晚宴，同时宣布河南通孚祥
车主俱乐部正式成立。自2010
年成立至今，6年的辛勤耕耘，河
南通孚祥捷豹路虎已成为捷豹
路虎品牌在中部地区最大的经
销商集团，目前已拥有5家捷豹
路虎授权经销商，在河南已投入
使用3家授权4S中心、江苏省无
锡市新区1家。更是开先河地在
西藏拉萨市开设1家4S店。

据悉，河南通孚祥目前服务

近2万名捷豹路虎车主，业务范
畴涉及销售、售后、配件、金融信
贷、保险、二手车置换、车辆道路
救援等领域。2016年通孚祥捷
豹路虎俱乐部正式成立，俱乐部
的建立主旨为“以客户为中心”，
搭建“客户与客户，客户与企业”
间顺畅沟通的纽带。捷豹路虎
车主可在通孚祥集团旗下任意
一家捷豹路虎4S店申请成为通孚
祥会员，所有会员都能享受通孚
祥“一卡通天下”的会员服务。
今年，通孚祥将为客户提供更加
贴心的主题活动，例如车主讲堂、
自驾游、美食之旅、跨国游等。

躲避雾霾迎春节 省内自驾去哪玩
□记者 刘婷婷 祁驿 解元利

春节长假，很多人会选择出游，但是，出省太远，又人生地不熟的，倒不如在
省内玩玩比较省事省心。其实，咱河南可玩的地方还真不少，滑雪、逛庙会、泡温
泉，都是不错的选择。

伏牛山滑雪场：目前拥
有练习、初级、中级、高级、
儿童区等六条滑道。滑雪
场内项目丰富，如雪地摩
托、雪上飞碟、德国旱地雪
橇、意大利高山雪橇等。

地址：洛阳市栾川县石
庙乡

自驾路线：沿郑少高速
航海路连接线行驶 6.2 公
里，直行进入郑少洛高速公
路

三门峡甘山森林滑雪
场：不仅可以滑雪、戏雪，还
可以观赏天鹅。滑雪场内
拥有初、中、高级滑雪道，还
建有练习区和戏雪区。同
时，场内还有雪地飞碟、雪
地摩托、雪地自行车、狗拉
雪橇等多种娱乐项目。

地址：甘山森林公园附
近

自驾路线：郑州-连霍
高速-洛阳-三门峡东下高
速-三门峡高铁南站向南26
公里即到

郑州桃花峪生态滑雪
场：雪场雪道完全按照国际
标准和国人的体质特点设
计。雪场建有戏雪区、儿童
区、教学区和滑雪区及雪地
休闲广场。

地址：荥阳广武镇桃花
峪风景区

自驾路线：从南阳路
（江山路）与北四环交叉口
向西行驶至天伦大道向北6
公里，途经古荥镇，即到景
区门口

东南西北行 技巧各不同

河南通孚祥：
成立捷豹路虎俱乐部

维修保养的这些门道
新手司机必须知道

□记者 祁驿 解元利

春节自驾即将开始，一些保养的知识，还需要跟大家再念
叨念叨，尤其是那些新手司机们。

通常车主做常规保养时，都
会更换四滤，其实除了机油滤芯
和机油一定要按行车里程进行
更换外，像空气滤芯、汽油滤芯、
空调滤芯等不一定每次都要换，
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行车路况，
隔上一次或两次再更换。

此外，常规保养的时间虽然
是按行车里程来定的，但有些时
候可以适当延长。如果你的车
一般是在市区较好的路况下行
驶，原来的5000公里保养一次，
就可以适当延长至6000公里再
保养。

常规保养无需换的别换

有些维修站为追求利润，会
建议车主更换一些不必要更换
的部件。对此，从事汽车维修行
业多年的项师傅表示：“一些零
部件能修复的应尽量修复，不能

修复时再更换，比如前后保险
杠、车门、机盖等，如果碰撞弯曲
变形不严重，修复的成本要远远
低于换的成本。”

建议更换部件时多留心

在很多消费者印象中，同一
品牌4S店的维修站和特约服务
站的零部件价格和工时费应该
都是一样的，其实不然。越是常
用的配件，价格越一致。但一些

“冷”配件，因为更换频率不高，
各家店间价格还是有差别的，有
些时候还会相差很多。因此在
更换时，车主不妨多打几个电
话，比较一下价钱。

配件价格要货比三家

如今，各大品牌经销商经常
会举办各种名目的免费检测活
动。有些维修人员会借机诱使
车主进行一些没有必要的维护
修理，从而达到盈利的目的。

不过，只要车主留个心眼，

例如到不同的维修站进行咨
询，或找懂行的朋友问一下，
就不会花冤枉钱。当然，免费
检测能去还是尽量去下，这样
便于车主了解车况，将一些隐
患及时解决。

充分利用免费检测服务

避免频繁维修

去滑雪

逛庙会

泡温泉

郑州城隍庙会：有欢
庆锣鼓、走旱船、狮舞、高
跷舞、变脸、杂技、魔术表
演、猴戏等，城隍庙后院
则有民间工艺展示和免
费学习活动。

时间：大年初一到正
月十六

地址：郑州市商城路
东段路北

开封万岁山春节庙
会：有超强的演出规模、
种类繁多的特色小吃、琳
琅满目的工艺品、极具特
色的娱乐活动以及区别
于传统庙会的独特武侠
特色。

时间：2月8日～2月
23日

地址：开封市东京大
道中段

自驾路线：郑州-连
霍高速公路-金明大道-
东京大道

洛阳关林春节庙会：
有全天的表演，互动猜谜
游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演和民间绝活表演。

时间：正月初一到初
七

地址：洛阳市关林南
街2号

自驾路线：郑州-连
霍高速-二广高速-开元
大道-关圣
街-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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