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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示

车灯除了用于照明外，还有
一个作用就是作为驾驶员之间交
流的“语言”，掌握了这些“语
言”，才能更好地知道其他车辆
的来意，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
并且能起到“提醒”的作用，保
障安全行驶。

转向灯：这是最常用的信号
灯。当车辆需要转向时开启，开
启转向灯的时间应在距转弯路口
30米至100米时打开。

远光灯：晚上视线不明时需
打开车辆的前照灯，即俗称的

“大灯”。需要提醒的是，当车辆
行驶至灯光明亮的城市街道或会
车时，应关闭远光灯换成近光
灯。否则，会“闪”花对面车辆
司机的眼，给双方带来安全隐
患。

闪烁的灯光：用作警示或打
招呼。如果开着远光灯在路上行
驶，对面的车辆向你闪前照灯，
这表示你已经让他觉得不适了，

这时应及时切换成近光灯。特殊地
段，当你进出路口或转向时也应闪
前照灯，可以告诉其他车辆“我来
了”。

紧急信号灯：也称双跳灯、双
闪灯，主要作用是提醒其他车辆与
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让
大家及时避让，其使用有严格的规
定。建议车主未出现紧急情况时不
要长时间使用它，同时使用后要注
意车内声音提示及时关闭。

夜行示宽灯：俗称“小灯”，用来
在夜间显示车身宽度和长度。有不
少车主忽视其照明作用，但也有很
多司机用示宽灯代替近光灯在黑暗
中行车，这是错误的。

尾灯：一般是由刹车灯、倒车
灯、转向灯、雾灯组成。当其亮起
时，即告诉后面的车辆，离自己

“远点”，它要有所“动作”了。所
以，当发现前车尾灯亮起时，后车
驾驶员也要做好减速的准备。

（王晓峰 朱泽）

你知道各种“灯光语言”吗

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
跳，没想到滥用远光灯危害这么
大。司机朋友们，为了他人的安
全，也为了你自己和家人的安
全，夜间开车得注意了，切不可
再乱瞪“大眼”了。

宁波是个文明城市，经过多
年的文明熏陶，市民文明素质相
对较高。在滥用远光灯问题上，
除了极少数人为了炫耀自己车的
档次开着“高人一等”的大灯和
被其他车晃了眼而“还以颜色”
的明知故犯者外，我们相信绝大
多数人是无意识的“滥用”。他们
或误打了远光灯，或根本就不知

道远光灯怎么用，以为灯越亮越
好。

既然滥用远光灯如此之多，
又这么遭人恨，有关部门就应该
引起重视。特别是在新驾驶员培
训时要上好“第一课”，让规范使
用灯光入脑入心。平时要加强宣
传，使更多的人养成合理使用远
光灯的习惯。而对于明知故犯滥
用远光灯者，唯有严查严罚 （宁
波市是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的），
让他们“长记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
开车再也不能乱瞪“大眼”了。

（李国民）

再也不要乱瞪“大眼”了

本报记者 王晓峰 海曙记者站 孙 勇 通讯员 石奇峰

今年 8月 24日晚上 8时，海曙
交警在中山西路与环城西路路口整
治滥用远光灯违法行为。记者在现
场看到一辆“滥用远光灯”的车被
交警拦下，问及原因，对方说，“开始
我是用近光灯的，后来不小心碰到
了，就变成远光灯了，自己也不知
道。”没过多久，又有一辆车被拦下，
这次是一辆共享汽车。驾驶员告诉
交警，自己是误用了远光灯，因为
这车是租来的，她对车况不熟悉，
平时是不会有这种事的。

之后，陆续有“滥用远光灯”
的车辆被查处，理由也是五花八
门：“我是新手，不知道哪个是近
光灯，哪个是远光灯。”“这是我刚
买的二手车，我不知道它车灯改
过，没想到这么亮。”“我不乱用远
光灯的，只是刚从小区出来，比较

暗，开了后忘记关了。”“我视力不
好，不开远光灯看不大清楚；开远
光灯是担心行人乱穿马路。”

其实，从现场查处情况看，很
多人知道滥用远光灯是不道德的，
所以对于交警的处罚无话可说。但
总有个别人要“胡搅蛮缠”一番。
今年 7 月中旬，同样是这个地点，
海曙交警也整治过“滥用远光灯”
违法行为。其中有一名被查的驾驶
员还不服气，认为自己误开的远光
灯“杀伤力”被夸大了。后来，交
警让他站到离自家车约 5米远的地
方盯着灯光看，不到 10 秒，他就

“求饶”了。
虽然交警部门执法不断，但滥

用远光灯的陋习始终未能根治。据
悉，仅今年以来，我市交警部门就查
处滥用远光灯违法行为7000起。

滥用远光灯始终未能根治

滥用远光灯是哪些人呢？从交
警现场查处情况来看，大致可以分
为两类人。

第一类是因为无知。这类驾驶员
大多没有意识到自己开着远光灯，并
且压根分不清近光、远光和雾灯的区
别。这类人以新手驾驶员居多，驾校
教练没教过、车况不熟悉是主因。而
这类人也很好识别，通常情况下他们
的车辆前后雾灯也都一起亮着。

第二类就是无徳型。他们明知
自己开的是远光灯，明知对面的司
机会被自己晃花眼，但依旧我行我
素。对于这类恶意滥用远光灯的驾
驶员，就只有依靠法律来“帮助”
他们改变陋习了。

除了这两类人外，还有一种“特
殊”的情况——车灯改装。有些经过
改装的车灯，其近光灯亮度超过正
常车辆的远光灯，比如大家常见的
氙气大灯。“有些车主对于车灯改装
一知半解，单纯追求亮度，反而落了
下层。”在8月24日晚上的整治行动
中，海曙交警特意请来了一名姓李
的汽修店师傅协助执法，查处那些

车灯改装不当的车辆。
李师傅说，现在有不少车辆因

为车灯老化，在车辆年检时过不了
关，因为法律对于灯光亮度有最低
要求，但对最高亮度没有限制。所
以不少车主在前往汽修店修理车灯
时，往往会觉得越亮越好，夜间能
看得更清楚。比如，宝马、奥迪这
类豪车，其原厂车灯为 4300K （色
温），而改装后的车灯高达 5000K
至 6000K， 甚 至 上 万 K。 李 师 傅
说，事实上 4300K 的车灯较为合
适，对驾驶人以及他人都有好处。
超过这个标准的车灯，别人被亮瞎
眼不说，下雨天自己看过去也是白
茫茫一片，行车反而危险。

此外，有些车主在改装车灯时
为了省成本，不考虑他人感受，没
有安装透镜，因为装个氙气大灯三
四 百 元 就 够 了 ， 而 一 套 透 镜 要
3500 元。“氙气大灯射出来的光是
发散的，会造成刺眼的效果，而安
装透镜后，情况就会好很多。”李
师傅说，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远光
灯”泛滥。

远光灯滥用有多种因素

远光灯怎么用有讲究。据海
曙交警石警官介绍，根据道路交
通安全法规定，在开启路灯及其
他照明条件较好的道路上行车，
不应开启远光灯；在窄路、窄桥
与非机动车会车时，应当使用近
光灯；夜间会车，应当在距相对
方向来车 150 米外改用近光灯；
在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
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
低能见度情况下，同方向行驶的
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不得
使用远光灯。

假 如 ， 在 会 车 时 遭 遇 远 光
灯，首先要做的是闪动大灯，提
醒对方切换灯光。若对方依然没

有关闭远光灯，那么要保持镇
定，集中精神提前观察前方路
况，适当将车速减慢，谨慎会车
通过。同时，要学会转移视线，
避开强光点。因为人的眼睛看到
强光时瞳孔会瞬间缩小，重新恢
复到可以看见昏暗光线中的物体
则需要较长时间。所以在发现前
方车辆开着远灯光的时候，要尽
可能避开发光点，眼睛可以看前
方道路右侧的边缘处，避免被晃
眼的同时还可以看到一些道路的
情况。如果前方是路口或路况复
杂地段，就要靠边停车，待对向
开启远光灯的车辆通过后再行
驶，避免撞上行人或其他障碍物。

交警告诉你怎么用远光灯

对于滥用远光灯的行为，市民
可谓恨之入骨。在 2017 年“全国最
需要整治的十类交通陋习”评选中，
驾驶员违规使用远光灯排名第一。

“云南会泽县两个驾驶员因为
开着远光灯上路，被刺眼后双方一
言不合约架，一方竟然动刀将另一
方捅伤。截至8月22日，已有多名犯
罪嫌疑人到当地派出所投案自首。
去年陕西也发生过‘两车互开远光
灯碾死路人’的交通事故。”交警说，
滥用远光灯后果极其严重，除了会
让对向来车驾驶员瞬间致盲外，还
会让前车驾驶员看不清后方来车。
如果这时要并线或转弯，无法准确
判断双方距离，容易发生事故。

为了验证滥用远光灯的危害，
交警曾经在一条没有路灯且笔直的
道路上进行过一组实验。根据实验
安排，实验人员站在实验车前 30

米处，实验车开着远光灯，在远光
灯的照射下，实验人员完全无法看
清实验车周边的情况，即使车旁站
着一个人也完全看不到。当远光灯
关闭时，司机恢复视觉需要两秒左
右的时间，而在这一两秒里，如司
机驾车以每小时 80 公里的车速前
行，等于闭着眼睛行驶了百米左
右，在不能观察路况的情况下，极
易引发后果严重的交通事故。

这并非危言耸听。有数据显示，
60%的重大交通死亡事故发生在夜
间，而30%至40%的夜间车祸缘于滥
用远光灯，而且这一数值呈不断上升趋
势。因为人眼在受到车灯强光刺激时，
瞳孔由正常的5毫米至8毫米自动收缩
为1毫米甚至更小，使进光量减少到原
来的1/30，会车后由于瞳孔来不及回
复，进光量骤减，出现类似夜盲的
现象，众多交通事故就由此发生。

不能轻视滥用远光灯的危害

每次，只要有关交通陋习的调查活动，“滥用远光灯”总是榜上有
名。今年省内的一项调查表明，“滥用远光灯”名列十大交通陋习的榜
首。鄞州也做过一个调查，“滥用远光灯”是最遭人恨的交通陋习。夜间
滥用远光灯，不仅会导致对向来车驾驶员瞬间致盲，就连普通出行者也会
被连累，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今年 7 月 1 日，《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 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公民应当遵守交通文明行为规范，不得
违反规定使用远光灯。”

“机动车夜间会车时不按规定
使用灯光的，要处以罚款 50 元，
记 1分。”有交警告诉记者，目前
对于滥用远光灯的违法行为处罚
过轻，无法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

当然最为核心的问题还在于
查处人力有限，而且查处滥用远
光灯违法行为和查处酒驾不同，
后者只要你喝酒上路了，酒精在
体内会留存很长时间，仪器一测
就知道；前者则必须抓现行。所
以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看到
前方有交警在“蹲守”，驾驶员立
马会把远光灯切换成近光灯；有
时被交警拦下，死不承认，反问
有什么证据？

不持久性整治，就难以遏制
滥用远光灯违法行为。所以，随
着“智慧交通”时代的到来，用

科技手段来查处滥用远光灯性价
比最佳。其一，高清监控已遍布
我市，可以 24 小时当“哨兵”；
其二，高清监控背后依靠大数
据，查处效率高的同时对于路面
及执法人员的安全有保障。

现在，福州、重庆、深圳、
三亚、海口、苏州等城市，已陆
续启用了远光灯电子抓拍系统，
有些城市甚至在全市范围内进行
了推广安装。

据悉，我市已引进了远光灯
抓拍系统，并将于近期投入使
用。其运用了视频检测技术，对
道路车辆进行检测识别，具有车
牌识别、远光灯检测、图片抓拍
等功能。一旦系统发现违法车
辆，会快速拍摄 4 张图片形成一
组证据。

多地尝试用科技当“哨兵”

评 说

张悦 制图

（（徐文杰徐文杰 摄摄））

滥用远光灯的车辆被交警拦下。 （王晓峰 孙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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