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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story

被誉为
“拍照神器”

飘满街头的发光气球

其实非常危险！

最近几日，一款会发光的夜光气球横扫
夜晚的街头，变成年轻人都爱的超级网红。
一到夜晚，不少小仙女手里就会拿着这种夜
光气球，十分酷炫。就连明星都在街头牵着
夜光气球发自拍照。这个会发光的气球简直
就是新一代的拍照神器！夜光气球在各大城
市都很火，广州、上海、重庆、佛山、济南……
但是，这个网红气球其实成本低廉制作简单，
还存在安全隐患。

成本几分，有小贩两晚赚了
5000 多元
这个气球外面被一根很细的 LED 彩灯
带环绕，彩灯带另外一头连着能装两节 5 号
电池的电池盒，可以随时控制灯带开关，在晚
上营造出一种浪漫的氛围。还可以在气球里
面放上羽毛、花瓣之类的东西。这些球制作
很简单，每个卖球小贩都有一个钢化气罐，在
气球中充好气再卖出去。据他们介绍，气球
充的都是氦气，
“一罐 7L 氦气值 100 多块，能
充 10 多个气球。”这种夜光气球好看是好看，
但是价格也是比较高的，一般是叫价 30-35
元一个。至于成本，记者在淘宝上查到“标配
300 套以上单价”为 6.7 元，平均一套 2.3 分
钱。
有媒体报道，浙江杭州富阳街头摆放的
夜光气球卖 25 元一个，有的小摊贩两天就赚
了 5000 多块！
网友亲测，这种夜光气球的寿命还挺短
的，买回家后就“日渐消瘦”，基本到第 4 天的
时候就
“香消玉殒”
了。电量可用十余天，
没气
了可以补充氦气，
但补一次氮气需要10 块钱。

存在安全隐患，低龄儿童购
买家长需谨慎
这种网红气球构造简单，其实就是一个
透明气球、一串 LED 灯带与三节电池，电池
放在一个塑料盒子里，将电源直接与灯带相
连，
打开开关便可发出亮光。
记者在某购物平台上还搜到一款将
LED 灯与电池置于气球内部的发光气球。
这种夜光气球的隐患更大！
据报道，今年 3 月 24 日，欧盟委员会非
食品类快速预警系统（RAPEX）对中国产未
知品牌的带 LED 灯的气球玩具发出消费者
警告（预警编号：A12/0343/17）。本次警告的
通报国为英国。产品为 5 种不同颜色的气球
玩具，每只气球里都带有一块电池。产品的
款式/型号为 V-84511。
国内媒体曾分析过，欧盟之所以发出如
此警示，因为“产品存在化学、窒息和受伤风
险，因为气球容易爆裂，释放出包括纽扣电
池、LED 灯、锋利钉子在内的小部件，且可
能会被小孩吞咽，并对包括食道和胃部在内
的器官造成伤害或窒息；产品不符合玩具安
全 指 令 和 相 关 的 欧 洲 标 准 EN 62115 要
求。”
而网红气球虽未将 LED 灯与电池置于
气球内部，且充气用的是惰性气体氦气，相比
较而言更为安全。但媒体也提醒，孩子们在
玩飘空气球时千万要小心，不能接触到打火
机、烟头、暖炉、燃气灶等物品，这些都会引起
气球爆裂爆炸，不但可能烧伤孩子，还可能危
及生命安全。
央广

年轻人都爱牵着气球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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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你的快递正在燃烧！

浙江高速快递车起火

“双11”
4500多件快递被烧毁

每年“双 11”后，各条高速上大型物流车的
流量就会明显增加，特别是在一些城市的入城
口，
“双 11”后，载满各种快递的物流车经常排得
满满当当。
“双 11”那天中午，高速交警衢州支队一大
队辖区街道一起警情：一辆安徽省利辛县宏×
物流有限公司所辖的皖 S 重型半挂牵引车，在
G60 沪昆高速衢州段杭州方向 426KM+800M
（距常山东阁底收费站 200 米）左右起火。警方
赶到现场，先用车载灭火器材进行先期处置，但
无济于事，火越烧越旺。几分钟后，常山消防到
达现场，才将大火扑灭，可是挂车和一车的货物
全部烧光。所幸此次火烧事件未造成人员受
伤，
起火原因待消防进一步调查认定。
半挂车司机武师傅说，
“双 11”凌晨 5 点，他
的车子装满一车快递后从江西鹰潭出发，准备
把这车快递运到浙江义乌，没想到开到中午 12
点出事了。
高速交警祝警官说，他们事后在帮忙清理
现场时发现，这辆半挂车荷载 49 吨，能装不少东
西，烧毁的一车快递中，有一部分家装用品，如
床架、实木餐桌、实木门板等，更多的包裹已经
烧成焦炭，
看不清了。
武师傅说，这单车只标注了有快递 4560
件，但具体有哪些东西，他也不清楚，
“大部分都
是小包裹，
还有一些家具！”
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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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你的快递已被签收，
签收人：
祝融……
@小眼睛同学啊：网友：您的快递正在燃
烧！更新：
您的快递已烧毁！

淘宝售卖的价格

让学习像沉迷武侠小说一样

14 学霸联合制作
“超酷”教辅书！
据说，学弟学妹们看后，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怎么才能让枯燥的教辅资料生动起来，
让学生像沉迷武侠小说一样沉迷学习？最
近，成都 14 名高一学生制作的 5 册中考教辅
书火爆朋友圈，
让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

河南一龙虾店开业
邀 400 斤小龙虾走红毯

和金戈铁马的军事行动中，轻松掌握化学中
考知识点，
你服不服？

11 月 11 日，河南郑州一小龙虾店开业，大
场面引来众人围观！400 斤小龙虾在音乐伴奏
和店员列队欢迎下走红毯。据了解，这些龙虾
是特地从江苏盱眙拉过来做
“开业嘉宾”
的。
宗和

学文科，
小清新和辅导书更配哦

你还在为英语考试而担忧吗？你还在为
录歌时发音不准而发愁吗？来尝尝这本《舌
尖上的英语》吧！这本书鼓励大家开口，如学
习英语感叹句时跳出传统课文，转化为如何
今年 15 岁的严祖怀是四川成都高新和
用英语表达自己对喜爱明星的赞美。此外，
平学校有名的“学霸”。今年六月的中考，他
书中还加入英语绕口令、美剧、电影和英语小
以全校指标到校总排名第一的成绩考入成都
知识，并把高频考点浓缩其中，让你不知不觉
七中林荫校区，该校是全成都市中考收分最
就把英语给学会了！
高的高中。
“如何将‘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用文
“参加完中考后，我想和同学把中考经验
言文表达？”
“学习了《出师表》，可《三国志》、
分享给学弟学妹，让枯燥的教辅资料生动起
来。”让学生像沉迷武侠小说一样沉迷中考，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又分别是什么样？”语
文教辅书不是教同学死记硬背答题模板，而
是他组织另外 13 名同学编纂《共享中考》共 5
是图文并茂传递解题思路，同时还将课文中
册的中考教辅书的初衷。
的人物衍生，
让其更生动鲜活。
《共享中考》一套共 5 册，数学语文英语
物理化学，严祖怀说，共享中考中最大特色就
数学教材里有表情包给你提神
是以故事的形式将知识点串联起来。
为了减轻大家学习数学的枯燥感，
《共享
能文能武，教材也分男女？
中考》还加入了有趣的提神表情包和数学知
识。
“ 中考时每天至少五六套卷子，买的教辅
“丁酉年秋 ，她遇见了他。他，叫做上官
材料堆积如山，但是真正打开看完的很少，也
化学，风度翩翩，英俊潇洒……”少侠，你没看
不是每个知识点都考。”主创严祖怀说，即便
错，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小说，而是化学教辅书
是学霸，他也深受刷题之苦，14 位同学希望
女生版的串词，用这样的辅导书学习，知识中
把自己的学习经验，用学生们容易接受的方
浓浓透出一份初恋般的甜蜜……化学教辅书
式，
帮助大家脱离题海。
男生版则采用军事小说形式，将军事行动和
成商
化学中考知识点连接起来。在古风武侠世界

这一定是最短命的嘉宾！

14 名“学霸”将辅导书写成
“武功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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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教材（女生版
女生版）
）

英语教材

@干伟大的事儿：
过后马上煮了嘉宾。
@别揪琪琪辫子：第一次看到开业嘉宾是
要被吃掉的新闻，
瑟瑟发抖……
@不懂拍照：这大概是全世界最短命的嘉
宾。
@大吉大利哥：迈着红毯走进锅里，这仪式
感不错！
@大城小坤：龙虾：哇，好多人啊！人：哇，
好多龙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