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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的后几天，河南
普降雨水，有的地区还下得比
较大。因为雨天开车会频繁
使用刹车，所以，就要检查刹
车片和刹车盘磨损是否过度、
是否异常，若卡夹了异物需要
及时清除。另外，如果您的车

辆是手动挡，也要注意检查离
合器状况。

另外，还要检查车辆的油
水读数和质量。因为在雨天
驾车，雨刮水消耗较多，请观
察是否有明显减少，是否需要
添加。

1.4S 店要求的保养
周期一般会比厂家标准
短。其实这是变相让车主
多掏钱，比如，保养手册规
定每行驶一万公里换机油
的话，4S店要求5000公里
就换，相当于车主多掏了
一次保养费用。在这里，
建议车主可按照《车辆保
养手册》规定的周期和自
己实际使用情况换机油。

2.可买可不买的东西
要谨慎。节后保养的时
候，无论是4S店还是维修
厂，都会给你推荐一些保
养产品，什么燃油宝、油泥
清洗剂、方向机清洗剂，到
底要不要买，要有自己的
主意。

3.一些不必要的项目
可以不做。比如对于新车
或者行驶里程比较少的新
车及准新车，清洗发动机
完全没有必要，如果没有
跑路况太差的路，四轮定
位就不是必须做的。

4.工时不是时间单
位，而是计算工作量的单
位。很多品牌对本品牌的
大多数维修项目都有详细
的工时规定，一般都张贴
在售后大厅显眼处，车主
维修保养的时候，最好提
前看一下，以免因为理解
上的不同，产生纠纷。

5.配件不一定在 4S
店和连锁店购买，可以自
行购买，再带到现场更
换。建议购买原厂对应的
长效配件，这些配件可以
比普通配件具有更长的使
用实效，这就意味着它具
有更长的更换周期。虽然
这些配件的价格可能稍高
于普通配件，但平均算下
来还是划算而且省心的。

您的爱车要没啥大毛病，这两天就别去凑热闹了

春节长假一过 汽车扎堆保养

□记者 祁驿 解元利

由于春节期间
许多车主开了长途，
所以长假一结束，很
多人就把车开去保
养，让4S店和汽车
修理厂进入了节后
维修和保养的高峰
期。

今年的节后保
养，到底是个什么情
况？为此，大河报记
者专门跑了郑州几
家4S店，就大家关
心的问题进行了调
查走访。

记者分别对奔驰、奥迪、上
汽大众、丰田、东风日产、广汽
本田、江淮的4S店进行走访，
发现平时1个小时左右正常的
小保养，这几天时间都被拉长
到了3个小时。

“不是我们的工人做不完，
主要是来保养的客户太多了。”

上汽大众天顺成的售后总监史
经理说，到店维修和保养的车
主比平时增加了40%左右。江
淮4S店的售后总监朱经理也
表示，这几天的接待量快超平
时50%了，所以速度很难快起
来，建议有保养需求的车主，在
来店之前，根据自己的时间做

好规划。
“进店车辆，真正有大毛病

的并不多。”郑州威佳别克售
后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告诉我
们，这几天主要是做一些更换
机油、机滤、喷漆这样的基本保
养，如果真有大的故障，等待时
间会更长一些。

现在保养，等待时间多两倍

春节期间出现最多的
问题，就是车辆的小剐蹭，
记者在广汽丰田富达航海
店看到，类似车身上的划
痕、保险杠的破损和底盘
被剐花的情况比较常见。

北京现代万佳捷泰售
后总监孙明奎介绍说，像
是简单的漆面问题，一般
用抛光的方法就可以了，
时间不会太长。但遇到漆
面凹陷或油漆剐掉，需要

钣金、喷漆、烤漆这些工
艺，就要等比较长的时间
了，平常1～2天的活，现
在至少要等4天甚至更长
时间。

维修总监们还表示，
由于不少店里节前还积压
一批事故车等着维修，所
以从本周起到元宵节前
后，恐怕都会是维修高峰
期，如果车辆没什么大毛
病，最好到25日后再来。

钣金喷漆，最快也得要4天

虽说现在是保养的高
峰期，但有一类车主最好
不要怕等，再忙也要抽出
时间来保养——去年9月
份前后，在大河车展和国
庆时买车的车主，由于首
保期限为 3 个月或 3000
公里，基本就在这几天到
期，新车加新手，最好能尽
快到店里检查一下，以免

损伤车辆的使用寿命。
吉利河南博润维修站

的王军帅告诉记者，虽然
厂家规定，首保一般都是
免费的，但如果超出了规
定时间或公里数，就可能
会存在额外收费的问题，

“尤其是春节期间，新车主
也会跑一些长途，公里数
增加特别快。”

首保车辆，尽快到店里来

“其实如果没有大的
故障，春节跑超了保养里
程，也不用太急着保养。”
上汽大众天顺成的售后总
监史经理说，本轮汽车维
修高峰预计会在2月25日
以后才会结束，如果不愿
意排队，同时需要用车，可
以过了保养期限之后，在
安全前提下，继续使用车
辆。

如何调整保养周期
呢？史经理建议说，一定
要结合汽车自身的技术状
况和实际使用条件。一般
汽车技术状况良好的新
车，在良好的运行条件下
使用，可适当延长保养周

期。以机油为例，8000公
里一换的车辆可延迟到1
万公里再换，5000公里则
可以挑战7500公里。判
别的标准也相当简单，看
发动机噪音是否加大，是
否有异响，怠速时是否有
抖动，机油灯是否亮起。

一旦车跑过了手册上
规定的保养期限，还可以
跑多久呢？史经理表示，
一般这种情况，再开400
公里左右保养也是可以
的，按照郑州平均上班
10～20公里的车程来看，
坚持到2月25日之后问题
是不大的。

错时保养，再跑400公里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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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您“看菜下单”

□记者 祁驿 解元利

阅读提示 | 节后保养，维修人员一般会建议车主做个“全
套”——换个机油三滤，清洗一下空调和油路，火花塞最好换
了，四轮定位也得做一下。这一套下来，就需要几千块钱，车主
有心不做，但又不懂到底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多余的。其实，
您完全可以根据春节出行的情况，来决定保养的项目。

上汽大众河南安吉售后
总监弓广森介绍说，长途自
驾，尤其是出省，建议首先考
虑补充各种油液，比如机油、
玻璃水、刹车油、防冻液等。
另外，高速行车时，车窗经常
会沾染飞虫或其他脏物，彻底

清洗必不可少。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注意，

长途自驾游经常要开夜车，电
瓶电量的损耗很大，应检查电
瓶电量是否充足、灯光是否完
好、仪表显示是否正常等。

开出河南，主要是换机油

农村有些道路的状况还
不是很理想。春节回乡探亲，
或者是到位于农村的景区去
玩，难免会蹭到汽车底盘与轮
毂等部位，破坏底盘上原有的
防锈漆和镀锌层，易导致生
锈，有时还会因为“托底”，引
起机油底壳或变速箱油底等

的轻微渗漏，所以要重点检查
一下底盘。

轮胎是回乡自驾回来时
的重要检测部位，轮胎纹内较
大的石子可自行清理，这些石
子很可能造成轮胎的鼓包或
爆胎。胎压也需要注意。

回乡探亲，看底盘和轮胎

如果春节跑了山路，就要
重点看看刹车了，尤其我省洛
阳和南阳的山区，长下坡和上
坡都很多，用到刹车的机会更
多一些，长时间踩刹车就会造
成高温，使刹车块及刹车皮表

面氧化，所以刹车要重点检
查。另外，走过山路的车主，
回来以后还应进行四轮定位，
这样可以避免开车时因四轮
不稳定造成的车抖等情况。

走了山路，刹车要查

也有不少车主，春节就在
市里跑了跑，这样的情况，我
们建议先不着急去4S店扎堆
保养，可以先洗洗车。

为什么要洗车呢？因为
今年春节前几天，气温较高，
鸟粪、昆虫甚至鞭炮都会对车
漆、车玻璃造成损伤。此外，
很多隐蔽的地方可能会藏有

沙石等，清理不及时很容易把
漆面划伤，车窗的密封胶条等
也是藏污纳垢的死角，这些都
会对车产生伤害。

此外，春节一般是全家用
车，人一多，车内的卫生就很
难保持，因此，这几天抓紧做
一次深度的清洗，还是很有必
要的。

市里跑跑，先去洗洗车

雨天之后，看刹车和雨刮水

2月1日，正值农历小年，天
气骤寒，为了让新乡的一个特殊
的贫困家庭过个好年，郑州野马
汽车4S店赴新乡送爱心。市场
部经理吴伟带领员工为困难家
庭送去了米、面、油、现金等慰问
品，表达了郑州野马汽车4S店
对他们的关爱，希望他们家能过
一个快乐、温馨的春节。

小兰是一名幼师学校刚毕
业的女孩儿，她的母亲是一名尿

毒症患者，父亲和她为了照顾生
病的母亲，一直没有稳定工作。

“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不需
要得到他们的感谢，每个人都有
困难的时候，公司的想法是尽我
们的微薄之力，为那些需要我们
帮助的人送去关爱，让大家都能
够生活得好一点。”吴伟告诉记
者，多年来，野马汽车店始终坚
持感恩奉献，并热心公益慈善事
业。

郑州野马汽车4S店
爱心捐助困难家庭
□记者 刘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