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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条“水弹枪一米内
打穿鸡蛋，家长还敢给孩子买
吗？”的视频转播甚广。水弹
枪，一种号称将“水”制成子弹，
对人体无害的玩具枪，遂成为
人们讨论的焦点。

4月24日，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网购到一把水弹
枪，进行了试验验证。在1米
多一点的距离上，先后对鸡蛋、
纸箱、苹果进行射击——无一
例外，在连发射击下，鸡蛋碎
了、纸箱被击穿、苹果被打得稀
烂……这种网红水弹枪的威
力，不容小视。而记者在成都
一些批发市场暗访时发现，这
样的水弹枪，几乎同网购一样
便利，花钱就可以买到。

威力测试
距离1米多，打穿纸箱打烂苹果

根据网上之前所传的水弹枪图片，
记者按图索骥，很快就在电商平台上找
到了同款。这种水弹枪价格不便宜，贵
一点的300多元，便宜的有100多的。
在线沟通时，商家也没提出特别的购买
要求，记者很快就以288元下单成交。

24日上午，记者拿到水弹枪后“验
货”，发现这是一款电动、可以连发的玩
具枪，需要组装，但有详细的说明书，组
装后长约三十厘米，手感比较重。

说明书显示，这款玩具枪的子弹，
并非常说的水，而是一种水化合物，含
有聚丙酸钠交联共聚物，针尖大的小颗
粒，经过两个小时水泡后，变成豌豆大
的蓝色颗粒，无味，用力一捏就碎了。

随后，开始对这个水弹枪的威力进
行实物测试。在1米多一点的距离上，
先后瞄准纸箱、鸡蛋和苹果射击。

首先，射击最脆弱的鸡蛋，一扣动
扳机，一秒之内，至少连续击发了6发，
结果鸡蛋瞬间被打爆，甚至被击飞跳了
起来。

其次，厚度约两毫米的纸箱，同样
距离，连续射击之下，可以清楚看到，纸

箱被击穿，穿孔也不断扩大。
最后，将一个苹果固定在椅子上，

用水弹枪连续射击，只需要一秒，结果
苹果被打出了一个弹孔，连续射击三
秒，苹果便被打得稀烂。

通过试验，证实了传言不虚，该水
弹枪的威力不小，如果朝着人体射击，
很可能被伤至淤青。

线下暗访
不摆放架上，藏在仓库躲着卖

这样的水弹枪，除了网购，能不能
在成都本地商铺买到呢？24日下午，
记者来到成都一大型批发市场暗访。

记者在多家儿童玩具商铺转了一

圈，却没看到这样的水弹枪。而后通过
询问后才发现，和一般玩具不同，水弹
枪一般不会出现在商家陈列架上，一家
商铺老板告诉记者，只有当顾客有购买
需求时，才从仓库中拿出来。至于为什
么要遮遮掩掩地售卖水弹枪，被询问的
商家要么支支吾吾，要么就岔开话题。

“平时想买到水弹枪很难，一般来
说，在过年那段时间，水弹枪卖得最火
爆。”一位商家说，水弹枪比一般的玩具
贵，普通的要四五十元、好一点的要两
三百，所以一般是过年，家长买给孩子
当新年礼物。

在商家展示的多种水弹枪包装盒
上，记者都找到了“供14周岁以上使
用”的标示，不过，这位商家透露，一般

来说，使用水弹枪的孩子多为几岁或是
小学年纪，“真正大孩子，哪个还耍这种
枪嘛？”

小孩子玩，会不会造成意外伤害
呢？商家解释说，水弹枪的子弹用水浸
泡，打出去就碎了，“就算打在人身上也
没事。”

走访商家后，记者又在成都部分小
学的周边店铺进行了随机调查，多数店
铺表示，没有听闻过或没有售卖这样的
水弹枪。有一家老板透露，他知道水弹
枪这个玩具，但价格还是比较贵，在学
校周边并不是很好卖，因为小孩身上一
般没这么多钱。

该不该禁
具有危险性，家长应严格监管

射击试验清楚地表明，这个水弹枪
虽然标榜是玩具枪，但威力着实不小，
如果朝着人特别是小孩的脆弱部位，比
如眼睛、胸膛，势必会造成一定伤害，甚
至是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对网店商家和线下批发市场的
采访中，记者梳理发现，随着BB弹玩
具枪被禁，这种号称子弹是“水”做的水
弹枪，迅速填补占位，成为了不少孩子
的“新宠”，不少家长也把水弹枪当做给
孩子的奖励或礼物——在网店评论中，
上述情况比比皆是。

小孩子能不能玩水弹枪？记者原
本以为会是一边倒的担心和反对，结果
有不少网友却是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

部分网友忧心忡忡：苹果都被打烂
了，如果打在人体上呢？小孩子还是不
要玩了，小孩都喜欢在一起嬉闹，并不
能意识到危险性，如果在嬉闹过程中对
准别的小朋友的眼睛，那造成的后果不
堪设想。

另一部分网友认为，水弹枪子弹是水
做的，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这个不让
玩，那个也不准碰，那是不是太娇气了？

不过，记者就此采访了成都一所小
学的老师。这位老师在看了试验视频
后很震惊，她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
建议家长不要买这种水弹枪给孩子
玩。如果家长们要买，一定要叮嘱并监
管孩子，不要朝着人射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智
见习记者 肖洋摄影 刘开怡

在世界彩票业的发展版图中，亚太、北美、
欧洲、非洲和拉美地区合称世界五大区。其中，
由我国彩票业所领衔的亚太地区是组成世界彩
票业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2014年，中国福利
彩票的总销售额已超过300亿欧元（约合322
亿美元）。凭借这一数据，中国福利彩票超过意
大利的乐透玛蒂克，成为世界第一大规模的彩
票，排在第三位的则是中国体育彩票。

根据世界彩票协会发布的2012至2016年

全球彩票业销量报告，我国彩票业所领衔的亚
太地区表现突出。特别是在2012至2014年，
由于我国彩票的高速发展，亚太地区在这三年
的同比增幅分别达到 15.0%、13.1%和15.6%。

而在2015年初，随着我国彩票业网售暂停
的影响，该年我国彩票业的销量同比下降
3.8%。这是自2004年以来，全国彩票年销量
首次出现下降。受此影响，2015年的亚太地区
彩票销量同比出现下降，降幅为1.6%。不仅在

亚太地区，我国彩票业的销量更直接影响了全
球彩票业的销量成绩。2015年全球彩票业的
销量增幅仅为2.0%，为近五年最低。

如今，我国彩票业已经成为全球彩票业中
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占全球彩票销量的份额
也由2012年 13.97%增至 2016年的20.19%，
在制度建设、社会责任、技术创新、合作交流等
方面也逐渐与世界接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彩票游戏的原理是以
数学概率为基础，通过制定
游戏规则，设计出不同奖等
的中奖条件，并根据这些中
奖条件的概率，确定各个奖
等的中奖金额。彩票游戏
的中奖概率取决于不同游
戏的奖组规模和中奖条
件。例如双色球游戏，其投
注过程是从33个红色号码
球中选择6个号码，同时从
16个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
个号码，组合为一注进行投
注，奖组规模约为1772万
注，一等奖（同时选中当期
中奖号码的6个红色号码
和1个蓝色号码）的中奖概
率约为1/17720000。

双色球游戏的开奖由
福利彩票发行机构根据《彩
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554号，以
下简称《条例》）、《彩票管理
条例细则》相关规定，遵循
财政部门批准的游戏规则
实施。每次开奖都是一次
独立的随机事件，与之前的
开奖和之后的开奖没有数
理上、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每次开奖不会受到前次开
奖结果的影响，也不会对下
次开奖号码造成影响，开奖
号码没有规律可循，也不可
预测。每次开奖16个蓝色
球号码每个号码出现的概
率是一样的，为1/16。

以双色球连续 3期开
出同一个号码为例。如果
将连续3期双色球开奖看
作为一个整体事件，那么连
续3期开出一组特定蓝色
球号码的概率是：1/16x1/
16x1/16=1/4096。从游戏
机理上说，这就相当于由3
个16位数组成一个类似3D

的游戏，开出的所有号码组
合共有4096个：“1、1、1”、

“1、1、2”……“16、16、15”、
“16、16、16”。其中3位数
相同的号码组合共有 16
组，同为1或2或3…16,概
率 为 16x1/4096，即 1/
256。所以，理论上说，双色
球游戏每开出258期(产生
256组3数号码)，就可能发
生一次连续3期开出同一
蓝色球号码的情况。虽然
是小概率事件，但客观上也
是存在发生的可能。从实
际开奖情况来看，双色球
2003年上市近14年，共开
出超过2000期中奖号码，
出现连续3期以上蓝色球
号码相同的情况 7 次，其
中包括：2016 年 3 月连续
3 期开出 15、2015 年 3 月
连续 3期开出 03、2014年
7 月 连 续 3 期 开 出 08、
2012年 7月连续3期开出
12、2011 年 4 月连续 3 期
开出 13、2009年 1月连续
3 期开出 02，2013 年 6 月
2013067-2013070期连续
4 期开出 06。如果以 256
期出现一次3期同号的概
率计算，双色球2003年至
今蓝色球号码3期同号的
概率理论值为7.8次，真实
情况为7次，很接近游戏正
常的数学机理和概率范围。

双色球、七乐彩、3D等
全国联销的品牌游戏，福利
彩票发行机构按照有关规
定和实际需要，每期开奖通
过电视、电台和网络，及时
向社会公布当期销售情况
和开奖结果，每期开奖现场
都有公证处的两位公证员
针对开奖过程和开奖结果
进行公证。

中国福利彩票厚积薄发
正在接轨国际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彩票业逐渐成为全球性产业，甚至在一些国家成为税收利器。此外，通过彩
票业所筹集的资金也支撑着一些国家的发展。

在中国，彩票业发展至今已历时三十年。三十年间，我国彩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仅缓解了
国家财政压力，支持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还逐渐缩小了与世界彩票强国之间的差距。2014年，中国福利彩
票成为世界第一大规模的彩票。

创新是彩票行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和不竭源
泉，近年来，我国彩票行业从技术创新、业务创
新等方面多管齐下，取得了多项时效。

2016年6月29日，中福彩技术研究中心邀
请民政部、省级彩票销售系统的专家召开了《随
机数检测系统》验收评审会。在听取汇报和观
看现场演示之后，专家一致认为《随机数检测系
统》完成了预期设计的目标，满足了彩票实际业
务的需要，填补了福彩行业对随机数检测的空
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该系统的出现既体
现了彩票游戏的公平公正，也保证了彩票游戏
的质量，是中国福利彩票在技术领域上的重大
突破之一。此外，该年年初，中福彩技术研究中

心还荣获了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颁发的信息
安全服务资质（安全工程类）证书，成为福彩行
业首家具有信息安全服务资质的技术机构。该
资质的取得，表明中福彩技术研究中心在人员专
业技术水平、信息安全服务能力、支撑环境、项目
管理质量等各个方面得到了国家级授权单位的
认可，具备了提供专业信息安全服务的能力，适
应了信息安全领域的要求，提升了服务水平。

除了技术上的突破，中国福利彩票还坚持
与国际接轨，引进新理念，与世界各国进行业务
经验分享与交流。

2015年11月16日至11月19日，第三届
中法彩票业务培训交流班在广西南宁开班授

课。中福彩中心，全国各省级福彩中心领导、业
务骨干及法国国家游戏集团相关领导与业务人
员出席了此次会议。

在此次会议中，法国国家游戏集团业务人
员分别以法国彩票历史、监管框架、销售网络客
户体验等内容为题，与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

据了解，早在1993年，中福彩中心就开始
与法国国家游戏集团在彩票文化与业务方面的
进行交流与探讨，并合资成立了北京中彩印制
有限公司（另外还有马来西亚成功集团）。
2012年，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筹划在更
多的彩票业务领域加强合作、加深交流、加快分
享，之后双方共同开展了多次培训和业务交流。

纵观国际彩票行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热
点话题，也成为各大彩票机构的共识。2016年
2月和11月，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体育彩票分
别获得了世界彩票协会（以下简称“世彩协”）责
任彩票二级认证。至此，我国彩票机构正加快
脚步、迎头赶上。

2016年2月，中国福利彩票获得世界彩票
协会责任彩票二级认证，中国福利彩票承担社
会责任的成就得到了国际认可，提升了自身的

影响力。
据悉，世彩协从2004年就开始针对会员机

构研究制定统一的责任彩票框架。2006年，世
彩协会员大会通过了《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
框架》（RGF），将“责任彩票原则”纳入各彩票
会员机构的日常经营中，并对各国彩票机构的
社会责任发展程度进行认证，对会员机构履责
提出了新要求。

中福彩中心20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彩票

协会正式会员，至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彩票
机构，然而，中国福利彩票在国际上的“声音”还
很小。面对这样的现状，中福彩中心申请并通
过责任彩票二级认证，一方面践行了世界彩票
协会会员机构的履责承诺，使中国福利彩票进
一步接轨国际，提升了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另一
方面借此机会重新梳理了中国福利彩票的履责
实践，进行自我评估与差距分析，进一步规范和
提升了建设责任彩票的相关工作。

双色球为什么会连续几期
开出同一个蓝色球号码？

厚积薄发 中国福利彩票体量雄踞世界第一

提升影响 福体彩分获责任彩票二级认证

创新发展 技术突破+业务交流接轨国际

高层建筑越来越多，一旦
发生火灾，如何逃生成了大问
题。儿童缺乏生活经验，对他
们的消防安全教育不容忽视。
本期安全警示栏目，省安全监
管局（四川煤监局）教您一些基
本的逃生知识，家长们可以把
这些技能教给孩子，危急关头
可以派上用场。

父母要带孩子熟悉周围环
境。比如知道逃生通道的位
置，对逃生路线做到心中有数，
知道如何拨打119火警电话，
能讲清失火地址等。

火灾发生时，如果幼儿是
独自一人，必须第一时间离开
火灾现场，什么东西都不要
带。如果家长在家，孩子发现
火灾后要第一时间找到家长，
跟大家一起行动。

当疏散通道着火，但火势
不大，可披上浸湿的衣物、被
褥，迅速向安全出口方向冲出
去。需要注意的是，开门前要
先用手触摸门把手，如果温度
很高，或有烟雾从门缝钻出，千
万别贸然打开门。如果温度正
常或无烟雾钻进，可开条门缝
观察外面通道的情况。穿过浓
烟逃生时，要尽量使身体贴近
地面匍匐或弯腰前进，注意用
湿毛巾捂好口鼻。

当上述逃生之路都被大火
封锁时，家长应该带孩子退回
房间，关好门，用湿衣服、湿毛
巾等堵住门缝，有条件的要泼
水降温，以延缓火势蔓延。同
时，可向窗外扔小东西、挥舞衣
服，在夜晚时可向外打手电筒
求救。

当楼梯等正常疏散通道火
势太大无法穿越时，家长可以
带孩子通过房屋上的阳台、落
水管或利用竹竿等逃生。千万
别和孩子乘电梯，因为电梯随
时可能发生故障或被火烧坏。

胡嘉岩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席秦岭罗田怡

家长们一定要了解的
消防安全知识

实测网红“水弹枪”
轻松打碎鸡蛋打烂苹果
潜在危险性提醒家长，勿让孩子朝向人体射击

水弹枪的威力进行实物测试，一米外的苹果被打得稀烂。

瞬间被打爆的鸡蛋。 玩具枪和“吸水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