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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雷阵雨时
北山路边白色泡沫是什么？
记者 周丹红 顾怡
本报讯 昨天下午，读者李先生经过杨公堤北山路口
时，发现沿着马路边有一堆堆白色泡沫状的东西。当时正
好在下雷阵雨，这些“泡沫”
就顺着雨水流。
那是什么？负责西湖景区道路清洁的市政人员，一
听到这个问题，马上就熟门熟路地说，还是天太热的关
系，前两年高温的时候也发生过。这几天的地面温度超
过 ')!，雨水直接打在滚烫的地面，就好比冷水浇到热
烙铁上，水自然容易汽化，形成细小的泡沫。这种泡沫，
在雨刚开始下的时候会有一些，等到雨下得大了或是
时间长了，路面温度降下来一些了，也就自然没了，不
需要特别处理。
会不会是周边地区人工增雨，使雨水里有了别的物
质，产生泡沫？杭州市气象台说，肯定跟人工增雨没关系。
昨天，杭州确实在建德、临安等地实施了人工增雨，不过
人工增雨影响范围只在方圆十几公里，一般不会有火箭
弹里的什么物质影响到杭州市区。就算有影响，
火箭弹里
的主要成分是碘化银等，对人体无害，
也不会改变雨水原
有的属性，产生泡沫。

李本献 摄

天目山路年轻姑娘
下车遭遇敲头抢劫
昨嫌犯出庭受审
记者 段静

通讯员 西检

姑娘姓安，公司白领，报案时还惊魂未定。她说，晚上
") 点多开车回家，把车停在天目山路靠小区南门入口的
辅道上，然后下车朝南门口走。
“晚上小区门口没什么人。没走几步，
我的后脑勺就突
然被人用什么东西敲了一下。”
安姑娘大叫了起来，
双手抱
头，
没想到头又被重重敲了两下，
她瘫倒在地。
倒地后，歹徒继续用钝器敲击安姑娘头部，还用脚用
力往她后背上蹬，抢走了她的名牌拎包。
安姑娘头破血流，躺在地上一动不敢动，
直到两个歹
徒扬长而去。
她爬起来，
忍痛走回家中，家人报了警。
两个嫌疑人被迅速锁定，两天后被抓。
嫌疑人是两个男子，李某，
$+ 岁，江西人；沙某，
$(
岁，甘肃人，均无业，两人是朋友，租住在五联西苑。
被抓后，两人很快承认了犯罪事实。
李说，最近手头缺钱，所以想到要去抢劫。
事发前一天，李让沙买了两副手套和一把榔头，商量
着把人砸晕后再上去抢。
他们在城西四处晃荡，
" 月 "* 日晚，在安姑娘住的
小区门口看到了独自下车回家的她。
安姑娘开着一辆东风标致，
穿着入时。她走下车时，
李和沙冲了上去。
李用榔头敲击，沙把安姑娘踹倒，一抢到包，两人分
头撒腿就跑。
包里有一只 ,- 钱包、
苹果 ( 代手机、
香奈儿唇膏以及
几百元现金。李分给沙 &)) 元钱，
其余东西没有动。
经鉴定，安姑娘被抢共损失 ".* 万余元，头部伤势构
成轻伤。
昨天开庭时，两人都认罪。
法官择日宣判。

天太热
用来制冷的氟利昂
爆炸了
昨日 !"#$$，张先生来电：潮王路夹城巷 "( 号一
辆汽车的玻璃爆炸了，
消防已经过去了，很可能是天气
太热的缘故。
通讯员詹彬、记者蒋大伟核实报道：下午 " 点多，
来到夹城巷 "( 号，一家香烟店门口，停着一辆杭州车
牌的五菱荣光面包车，面包车右后侧的玻璃碎落在地
上，车上还有几个工具箱，几个大小不一的绿色金属罐
体，上面盖着一条毛毯。
路边香烟店的老板说，下午 " 点不到，他在店里听
到砰的一声巨响，以为是路上撞车了，出门看到一地的
碎玻璃，原来是停在路边的一辆面包车玻璃碎了。
“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个个瓶瓶罐罐的东西，以为是
煤气瓶，吓坏了！”
隔壁杂货摊的摊主说。
爆炸过后，
几个年轻人探头往车里看，看到面包车
里有几个像煤气瓶一样的罐体，吓得连忙跑到店里来，
报了 ""!。
从朝晖消防中队了解到，昨天中午 "$ 点 (! 分接
到这起报警，赶到现场后，
，正准备对车内物品检查时，
车内突然再次响起爆炸声。
为确保救援现场不发生意外，消防队员封锁了面
包车周围的区域。
十几分钟后，车主赶到车旁，车主说，他是专门维
修空调的，车上的几个罐体，装的全是氟利昂，因为觉
得天气太热，他还特意在罐体上盖着一层毛毯，没想到
他离开一个多小时就爆炸了。
从消防部门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爆炸原因可能
是车内空间密闭，温度升高，造成装有氟利昂的罐体膨
胀导致爆炸。
在确定安全后，消防队员把装有氟利昂的罐体搬
出，放在阴凉处冷却。

氟利昂为什么会爆炸？

西法

" 月 "* 日晚，西湖区一居民小区门口，一位姑娘回
家时遭遇两个劫匪。劫匪用榔头多次敲击她的后脑勺，
抢走了她的拎包。
昨天，两嫌疑人涉嫌抢劫罪在西湖法院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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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天热王莲长得特别好
现场测试能承重 !"#$ 公斤
相当于一个三岁孩子

氟利昂是一种透明、
无味、
无毒的制冷剂，
不易燃烧，
化学性较稳定，
正常情况不会爆炸，
但也有例外的时候。
从消防部门了解到，氟利昂在高温状态下，或是空
调压缩机冲入过多的情况下，
都有可能引起爆炸。
今年 " 月，在艮山支三路聚落 + 号创意产业园，一
台中央空调外机在安装时，突然爆炸，掉到楼下，砸到
了楼底下的轿车，事后调查表明，空调压缩机爆炸可能
是氟利昂充入过多，
受压过大。（快报 " 月 "% 号“热线
新闻”
版曾报道）
而这起面包车上的氟利昂罐体爆炸，则有可能是因
为天气太热，
当时车内温度有可能达到 ') 多摄氏度，
已经
超过了氟利昂存放的安全温度，
导致罐体膨胀引发爆炸。
现在高温天气，运输氟利昂最好在车内打空调。
不过，消防部门也表示，如果正确使用氟利昂，其
实是很安全的，
大家并不用担心。

% 月底到 $ 月初
丢了电动车的
可到米市巷派出所认领
记者 郑亿 通讯员 李文

培训生 林琳 摄影 许康平
天气这么热，来自南非的王莲却活得很滋润，今年在郭庄
开得比往年都要好。
王莲最大的亮点，在于它很能“吃分量”
，以前在一些图片
上看到，
巨大的叶片上放个宝宝都不会沉下去。昨天灵隐管理
处在郭庄做了现场承重能力测试，
这在杭州还是第一次。
早上 ! 点，工作人员陈师傅下水，先拿卷尺量了量王莲叶
面直径，最大的一片 "#$% 米，比去年多了 & 厘米。灵隐管理处
王主任说，亚马逊王莲在原产地能长到 $ 米多，差不多要大一
倍。不过从郭庄王莲今年的长势来看，
放个 " 岁左右的娃娃应
该能吃得消。当然，
为了安全起见，
实验选择用水盆来测重。
陈师傅挑选了一片看上去比较新鲜、肥厚的王莲叶子，把
不锈钢水盆放在正中央，然后用红色水瓢往里面舀水。一瓢、
两
瓢……很快就装了半个水盆，
叶片中间有些微微下陷。
陈师傅停手，
弯腰看了看。大家纷纷问：
还能装吗？陈师傅抹
了把汗，
又往盆里舀了两大瓢水。压了大半盆水以后，
王莲叶外边
翘了起来，
叶面中央也渗进一点水，
但水盆仍然放得稳稳当当。
陈师傅把水瓢丢进盆里，
然后费力地将水盆搬到岸边早就
相当于一个三岁孩子的重
准备好的黄色电子秤上。"&#' 公斤，
量。陈师傅说，
这个水盆小，
叶面受力不均，
要是有一个和叶面
一样大的盆，
估摸能上 () 斤。
王主任说，王莲的叶脉就像一把撑开的伞，中间还有横隔
相连，所以非常牢固。再加上叶片宽大肥厚，
平整地漂浮在水面
上，
所以承重能力特别强。
郭庄今年的王莲，是 * 月 $( 日种下的，现在正在盛花期，
大概还能开一个月。开花的时间，一般是下午 ( 点半到 * 点这
段时间，
欢迎大家去看看。

昨天一早，几卡车的电动车被拉进了米市巷派
出所的院子里。
这些被拉进派出所的电动车，是拱墅刑大和米
市巷派出所，近几个月追查回来的赃车，将由米市巷
派出所统一发还给失主。
“这批赃车，除了我们巡逻中发现、晚上设卡盘
查追回的几辆，其它都是打击盗窃团伙时缴获的。”
民警说，此案还在进一步侦办。
只要你能提供购买凭证，比如发票或者你买车
的店里出具的证明 （上面要注明这辆车的电机号），
就可以领回车了。
民警说，如果实在提供不出购买凭证，也可以先
来派出所认一下车子，只要能说清车子特征，想领回
电动车也不是不可能。
从警方了解到，这批电动车主要是今年 * 月下
旬到 ' 月上旬，在下城、拱墅（特别是德胜路沿线）两
城区里被盗的，也有零星几辆是从西湖区盗来。如果
你的车被偷了，可到米市巷派出所认领，咨询电话：
"+$*%"'''$)。

