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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烟 台 市 民
免费发放水质处理器
健康饮用水惠民行动进港城，免费申领：4 1 9 0 0 7 7

炎炎夏季，干燥与湿润交错发
生，人体对水的需求会更加旺盛。
多喝水，多喝健康干净的水，对人
体生理平衡会更有益处。然而，地
下的自来水管，不可避免发生铁锈
污染；各种工业水污染；自来水进
户前用漂白粉消毒后的余氯污
染……水质污染后，正严重影响我
国居民健康。

据报告显示，喝不到保质的
水，会引发意想不到的身体疾病。

为了让居民了解自家饮用水
现状，让居民对健康饮水的重要
性引起重视。不让自己的身体成
为污染水的“过滤器”。2 0 1 2年 9
月，在相关单位等爱心企业的支
持下，健康饮用水惠民行动在全
国展开。行动第一步，就是向全国
55岁以上老年居民发放高科技产
品：水质处理器。

截至目前，行动已经在上海、
江苏、浙江、广东、四川、重庆、河
南、山东等十余省、自治区、直辖市
近50个城市全面开展。数以万计的
家庭都领取到了水质处理器。

现在，惠民行动已经来到烟
台，首批将向烟台55岁以上的居民

发放水质处理器。
据了解，只需将水质处理器装

在水龙头上，15分钟后，水质处理
器颜色发生变化。如仅变成淡黄
色，说明水质很好；如果是黄褐色，
甚至深褐色，说明水质污染非常严
重。经过水质处理器简单过滤的
水，能滤除水中的重金属、微生物、
余氯等污染物，确保家人喝到健
康、卫生的净水。

家住幸福的李大叔领到了水
质处理器后，他说：我确实没花一
分钱，就和老伴一人领了一个水质
处理器！装在水龙头上几天后，滤
芯由白色变成了深褐色。过滤后的
水喝着就是让人放心！

申领条件：申领人年龄必须大
于55周岁，为本市常住市民并且拥
有可安装的自住住房。水质处理器
烟台限量发放1500个。每天领取量
达到80多个，很快将领完。先到先
得，望符合条件的居民尽快申请，
领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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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氢气球 C03

氢气球爆炸，太阳伞烧成“筛子”
落下的火花还殃及樱桃摊，一市民的腿也被烫伤

氢气球爆炸，4老师受伤

今年 5月 2 8日，浙江省浦江县一家幼
儿园在该县少体校体育场搞庆“六一”亲
子活动时，几十只氢气球突然爆炸，现场4

名老师不同程度受伤。当时，在场的有3 0 0

多 名 学 生 和 家 长 ，幸 运 的 是 没 有 孩 子 受
伤。

英国氢气球飞到广州

2007年英国举办了一场放气球大赛，哪
位参赛者放得最远即为冠军。一名叫艾莉丝
的小女孩放飞氢气球一个月后，有人来信说，
气球已飞到万里之外的中国。捡到气球的中
国男子寄信通知艾莉丝，他捡到气球时气球
还没破，只是有些干瘪。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
市民，除了被引燃，静电、
吸烟、太阳暴晒等也可能
引起氢气球爆炸。夏天气

温较高，孩子玩氢气球的
危险也较大，所以将氢气
球拿在手中很危险，如果
在汽车等封闭空间里就

更危险。为了安全起见，
家长最好不要让小孩子
玩氢气球，避免爆炸伤了
孩子。

提醒>> 氢气球危险，别给孩子当玩具

监管>> 多部门“拴”不住个氢气球

既然禁止在公共场
所售卖，那么路边手持氢
气球售卖的小贩该由谁
监管？记者咨询了安监、
工商、气象等多个部门，
对方均表示不属于他们
的职责范围。

工商局工作人员称，
只管理固定门头的经营
业户，流动商贩无法管
理。安监部门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他们只负责工业
产品管理，虽然氢气属于
危化品，但做成了日常用
品，就不归他们管理。而
气象部门虽然负责大型
氢气球施放的审批，但对
于手持氢气球则没有明
确职责，也没有人向他们
提出申请。

安监局工作人员说，
因氢气属于危化品，在销
售氢气瓶时，经营者需要
向安监部门提出申请，经
过部门审批或者取得危

化品经营许可证才行。可
对于从经营者手中购买
氢气的市民，是没有要求
和规定的，部门也很难对
这些人进行监管。

记者发现，不止是曹
家大集。在南山公园、毓
璜顶公园等人流量较大
的地方，都能见到销售这
种氢气球的小贩。为了防
止手中氢气球脱手，小贩
们都是将氢气球绑在腰
上。每个售价五六元，不
少孩子都让爸爸妈妈给

他们购买。
记者了解到，早在2006

年7月，中国气象局、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教育部等
部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施放气球安全
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以
惰性气体取代氢气作为气
球的填充物，同时严禁手

持氢气球的施放活动，并
明确规定在公共场所禁止
灌充、施放氢气球及其升
空物，严禁在各种场合灌
充手持氢气球。

但真实情况是，因氢
气容易制备，成本低，气
球里面填充的仍然是氢
气。

规定>> 公共场所禁止施放氢气球

氢气在未遇到明火
的情况下，为何会发生爆
炸？记者咨询烟台市公安
消防支队的消防人员。据
消防人员介绍，虽然当时
没有明火，但高压线有电
流，经过日晒后表面温度
也不低。氢气球触碰到高

压线后，表层很薄的塑料
被烫毁。这个过程中产生
了少许电火花，遇到氢气
和空气混合物后发生爆
炸。而氢气球只要一个发
生爆炸，其他的也会接连
爆炸。

此外，氢气是易燃易

爆气体，极易被引燃引
爆。除了明火外，其他温
度高的物体接触氢气球
时，也会因烫破它的表皮
而引起爆炸。有的氢气球
中是氢气和空气的混合
物，这种气球在高温环境
中甚至都会无火爆炸。

释疑>> 氢气球遇高温引起爆炸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
苑菲菲) 15日上午10

点多，莱山区芳花园附近
曹家大集上，一氢气球小
贩一时不慎，手中的五十
多个氢气球飞向空中，触
碰到高压线后爆炸，落下
的火花将集市上一樱桃
摊的太阳伞烧成了“筛
子”。

15日上午，正是赶集
的时候，卢先生便在自己
亲戚家开的饭店门口支
起太阳伞，摆摊卖樱桃。
当时集市上人来人往，小
商小贩云集。

上午10点多，天气正
热，卢先生听到对面卖氢
气球的小贩一声惊呼。抬
头一看，小贩手中的五十
多个氢气球脱离了她的
控制，飞向空中。因上空
有高压线，当氢气球触碰
到高压线后，突然产生巨
响，爆炸了！

“正好就在我太阳伞
上空爆炸的，声音特别
响。”卢先生说，当时他头
顶的太阳伞被落下来的
火花烧成了“筛子”，伞边
呼呼地着起了火。除了太
阳伞，旁边放水果的泡沫
箱子也被烧了，就连正在
卖烧烤的栾先生的右小
腿也被烫伤。

看到自己的太阳伞
着火，卢先生顾不得其
他，裸手就去扑救，旁边
的商贩也纷纷过来帮忙。
有的用脸盆端水，有的拿
着扫帚，还有的拿起盖水
果的小被子就朝火苗上
招呼。忙活了半个小时，
才将樱桃摊上的火扑灭。

卢先生说，看到自
己的氢气球惹了祸，卖
氢气球的小贩当时就跑
了，还是旁边的其他商
贩帮忙把人追回来的。
起火后，价值500多元的

泡沫箱被烧毁了，太阳
伞也被烧坏了，摊位烧
得一片狼藉。而因为救
火，樱桃都浸在了水里，
只能低价处理。

“爆炸时实在是太危
险了。”17日上午，回忆起
当时的情景，受了轻伤的
栾先生还心有余悸。据介
绍，销售氢气球的本是一
名四五十岁的女子，当天
她的儿媳妇去帮忙，把氢
气球接了过去。因为没有
经验，才使氢气球脱离了
掌控。

因氢气球小贩的经
济条件也不好，经过协
商，小贩给栾先生付了
医药费，并赔偿了卢先
生几百元钱。意外发生
后，这个经常在集市卖
氢气球的小贩再也没有
出现过。
(请热心市民孙先生到本
报领取线索奖100元)

卢先生的太阳伞被当时落下的火花烧得千疮百孔。 记者 苑菲菲 摄

格延伸阅读

二马路上，一商贩拿着几十个氢气球在街上叫卖。
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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